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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 “复兴” 及其反思
———基于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析

尤陈俊∗

　 　 摘　 要: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 “法律社会史” 范式ꎬ 通常被认为是由瞿同祖在其出版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中所开创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ꎬ 在明清诉讼

与社会研究领域当中ꎬ 出现了不少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通常被学界同行归类为 “法律社会史”
研究的作品ꎮ 但经过对这些作品的梳理分析发现ꎬ 绝大多数实际上并不是对 “瞿同祖范式” 的直

接复兴ꎬ 而是主要来自于历史学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进路在中国古代法律议题上的延伸和展开ꎮ 就

其背后的推动力量而言ꎬ 这主要受益于晚近二十多年来法律史料利用的便利性大大增强ꎬ 以及由

此带来的史料利用范围的拓宽ꎮ 从总体来看ꎬ 当代学者的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在对社会史实

的发掘以及事实性描述方面日益丰富和深入ꎬ 但也往往在分析框架的推陈出新、 理论命题的概括

提炼等方面力不从心ꎮ 若要重构一种兼顾历史真实性和理论启发性的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ꎬ
我们应当重新理解并认真对待瞿同祖留下的学术遗产ꎮ

关键词: 法律社会史ꎻ 瞿同祖范式ꎻ 传统中国诉讼文化ꎻ 功能主义ꎻ 健讼

导　 言

论及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范式演变ꎬ “法律社会史” 往往被认为是其中备受关

注的一种ꎮ 尽管瞿同祖在其出版于 １９４７ 年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当中其实并未直

接使用过 “法律社会史” 一词ꎬ 他本人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成就时ꎬ 也只是称 «中国法

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所展示的 “把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ꎬ 是我个人创新的尝试ꎬ
以前没有人这么作过”ꎬ①但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 “法律社会史” 范式通常被视作是由瞿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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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创ꎮ②
本文的写作目的ꎬ 乃是通过梳理晚近二十多年来的一些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通常被

学界同行归入 “法律社会史” 研究的主要作品ꎬ 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复合角度ꎬ 检视它

们与瞿同祖在民国时期所开创的那种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承继

关系ꎬ 藉此重新思考当下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作品之学术特点及其得失ꎮ 为了避免所做

的讨论过于宏大和泛化ꎬ 本文将聚焦于一些研究明清诉讼与社会 (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

的诉讼实态) 的代表性作品展开论述ꎮ 之所以选择此领域的研究作品而非其他作品作为具体

的讨论对象ꎬ 主要是因为ꎬ 诉讼乃是勾连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一环ꎬ 且其往往能凸显出法律社

会史研究非常看重的动态面相ꎬ 恰好可以细腻展示帝制中国晚期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

系ꎮ 此外ꎬ 当下学界那些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被学界同行归类为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

究的作品ꎬ 有很多也都是关于明清时期诉讼与社会的研究的ꎮ 因此ꎬ 聚焦此领域的研究状

况ꎬ 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洞悉当下日渐流行的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

及其长处与不足ꎮ

一、 赓续 “瞿同祖范式”ꎬ 抑或另有学术渊源?

有学者曾指出ꎬ “继瞿同祖之后ꎬ 大陆学者沿法律社会史这一路径研究者甚少”ꎮ③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ꎬ 才 “出现了一批或多或少地追求瞿同祖范式的研究著作”ꎮ④晚

近二十多年来ꎬ 尽管 “法律社会史” 一词在学界的使用频率渐趋增高ꎬ 但关于何谓 “法律

社会史”ꎬ 实际上至今仍然莫衷一是ꎬ 甚至根本就很少有人对此专门予以阐述ꎮ 管见所及ꎬ
只有几位学者曾尝试着对其进行较为明确的概念界定ꎮ 例如ꎬ 张仁善主张ꎬ 法律社会史即

“法律与社会结构、 社会生活等互动的历史”ꎬ 具体而言ꎬ 是指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结构、 社会阶层、 社会生活及社会心态关系的历史ꎬ 目的是揭示中国法律发展与中国社会变

迁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探求中国法律演变的历史规律”ꎮ⑤付海晏则认为ꎬ “法律社会史的概念

从内容上包括文本、 制度与实践三个层次ꎬ 从研究方法而言ꎬ 应当是注重法律史和社会史的

有机结合ꎬ 最终实现整体史的研究”ꎮ⑥
与上述这种实际上很少有学者对何谓 “法律社会史” 明确加以概念界定的现状相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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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认为瞿同祖在中国开创了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且他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乃是中国 “法律
社会史” 研究典范之作的学者及其相应阐述ꎬ 参见注①ꎬ 王健文ꎬ 第 １７－１９ 页ꎻ 林端: «由绚烂归于平淡
———瞿同祖教授访问记»ꎬ 载林端: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１２８－１２９ 页ꎻ
常安: «对一例学术史个案的考察———兼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的范式突破及启示»ꎬ «法治论丛»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０－８１ 页ꎻ 王进文: «悼中国法制史学一代宗师瞿同祖先生»ꎬ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１３－１１４ 页ꎻ 付海晏: «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研究»ꎬ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４ 页ꎻ 张雷: «２０ 世
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４４、 １８９－２０１ 页ꎮ
赵晓华、 刘佳: «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ꎬ «东方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８５ 页ꎮ
苏力: «在学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ꎬ «法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８８－８９ 页ꎮ
张仁善: «中国法律社会史的理论视野»ꎬ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２００１ 年春季号ꎬ 第 ９７ 页ꎮ 此段话亦可见于张
仁善: «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ꎬ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４ 页ꎻ 张仁善: «法律
社会史的视野»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同注②ꎬ 付海晏书ꎬ 第 ３ 页ꎮ



尽管当下的学者们在谈及法律社会史时通常都会追溯到瞿同祖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ꎬ 但对于瞿同祖在该书中所开创的那种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 (我将之称为 “瞿同

祖范式” ) 之特点的概括ꎬ 实际上并不尽相同ꎬ 甚至某种意义上还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ꎮ
细加考察可以发现ꎬ 当下的学者们在谈及 “法律社会史” 时ꎬ 大多数人其实是立足于历史学

的语境来加以阐述ꎬ 其中不乏有人明确强调 “无论作为研究范式还是学科方向ꎬ 法律社会史

的定位更侧重于历史学”ꎮ⑦历史学界一些综述中国社会史研究进展的文章ꎬ 也往往是将 “法
律社会史” 作为社会史这面大旗下的具体细分方向之一 (与 “经济社会史” 等并称)ꎻ 相较

而言ꎬ 法学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在做本学科的研究综述时ꎬ 很少将 “法律社会史” 单列出

来并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ꎬ 通常还是采取 “法律制度史 /法律思想史” 的传统二分法ꎮ⑧即

便就对 “法律社会史” 这一名称的直接使用而言ꎬ 目前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也都是出自于历

史学界的研究者笔下ꎻ 在国内法学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当中ꎬ 明确标举以 “法律社会史”
为其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ꎬ 即便有之ꎬ 往往也是其先前便与历史学界有着某种

学缘联系ꎮ⑨
在这种情况下ꎬ 历史学界对于 “法律社会史” 之学术特点的阐述ꎬ 即便将瞿同祖的 «中

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举作例证ꎬ 往往也只是停留在阐发 “瞿同祖范式” 的学术特点之

一ꎬ 亦即注重拓宽史料运用的范围ꎬ 关注法律在普通民众、 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

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 这些研究者侧重于从史学传统去界定和理解 “法律社会史” 研究该如何开

展ꎮ 而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所体现的 “瞿同祖范式” 的另一重要特点ꎬ 亦即除了

细致描述普罗大众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生活诸面向外ꎬ 还注重以社会学理论当中的 “功能主

义” 立场来分析法律文本规定与其在社会中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ꎬ 则实际上往往

被忽视或遗忘ꎮ
瞿同祖曾在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的 “导论” 部分中写道: “我们不能像分析学

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ꎬ 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ꎮ 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

法律的社会背景ꎬ 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ꎻ “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ꎬ 法律的实施又

是一回事ꎮ 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ꎬ 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ꎮ 我们应该知道法律

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ꎬ 是否有效ꎬ 推行的程度如何ꎬ 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ꎮ从他

的这些阐述来看ꎬ 对 “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 的关注并非其最终目的ꎬ 而是希望借此来

“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ꎮ 同样地ꎬ 发现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差距ꎬ 亦非其研究

内容的全部ꎬ 而是还要在此基础上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距的出现ꎮ 这种学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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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③ꎬ 赵晓华、 刘佳文ꎬ 第 ８７ 页ꎮ
就笔者目力所及ꎬ 法学界明确将 “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 与 “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
究”、 “中国法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等并列ꎬ 并进而分类梳理各领域的研究进展的综述性文章ꎬ 只有张仁善
和李文军的文章ꎮ 参见张仁善、 李文军: «三十年中国法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ꎬ 载 «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 ３０
周年纪念大会暨 ２００９ 年会会议论文集»ꎬ 第 １６－３８ 页ꎮ
例如ꎬ 南京大学法学院张仁善教授是目前国内法学院当中明确以 “法律社会史” 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极少数学
者之一ꎬ 而他在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分别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和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
教授ꎮ 冯尔康和蔡少卿皆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前辈大家和领军人物ꎮ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版ꎬ 导论第 １－２ 页ꎮ



场与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 “差距研究” (ｇａｐ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范式非常相似ꎮ而当下的很多学者

(尤其是历史学界的研究者) 往往将瞿同祖视为一位史学研究者ꎬ 忘记了他当年在燕京大学

求学期间主要受到的乃是社会学训练ꎮ 瞿同祖所做的学术工作ꎬ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ꎬ 乃是

“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ꎬ 而并非只是细致考证社会史意义上的各种

史实ꎮ
因此ꎬ 在我看来ꎬ 当下学界的多数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成果实际上并非直接赓续

“瞿同祖范式”ꎬ 而是还另有其他的学术渊源ꎮ 进而言之ꎬ 就宏观背景来说ꎬ 当下的很多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国内历史学界

复兴的 “社会史” 之研究方法向中国古代法律议题的延伸和扩展ꎻ就直接渊源而言ꎬ 可以

说ꎬ 这与一些研究中国社会史出身的学者针对中国古代法律议题所做的示范性研究之影响密

切相关ꎮ
以明清时期的诉讼与社会这一研究领域为例ꎮ 晚近二十多年来ꎬ 此领域当中一些被认为

体现了 “法律社会史” 研究风格的作品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的关注ꎬ 与其说直接得益于

“瞿同祖范式” 在学界中断数十年后又突然获得重视ꎬ 不如说与海外一些知名的中国社会史

研究者探讨明清时期诉讼之实际运作的作品被译成中文ꎬ 并逐渐引起中国同行们的注意和效

仿ꎬ 有着更为密切的直接关系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那些引发人们去反思关于传统中国诉

讼文化之旧有看法的学术作品当中ꎬ 有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相当关键ꎬ 那就是日本学者夫马

进的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一文ꎬ 以及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Ｃ Ｈｕａｎｇ)
的 «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一书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夫马进和黄宗智起初

皆主要以研究中国社会史而蜚声于学界ꎮ
在被译为中文并于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一文中ꎬ夫马进专门

设置了一节文字ꎬ 用来集中讨论明清时期的 “健讼之风” (或称 “好讼之风” )ꎮ 他利用康

熙末年浙江会稽知县张我观所撰的 «覆瓮集»、 乾隆年间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所撰的 «病榻

梦痕录» 和 «学治说赘»ꎬ 以及 «清稗类钞» 中关于道光年间山东邱县代理知县张琦的理讼

情况之记载ꎬ 大致估算了这些地方的县衙在放告期内一个月或一年中各自收到的词状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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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 “差距研究”ꎬ 亦即注重研究 “书本上的法” (ｌａｗ ｉｎ ｂｏｏｋｓ) 与 “行动中的法” (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之间的差距ꎮ 而这个学术传统ꎬ 可以追溯到罗斯科庞德在 １９１０ 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ꎮ Ｓｅｅ Ｒｏｓｃｏｅ
Ｐｏｕｎｄꎬ “Ｌａｗ 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１ (１９１０)ꎬ ｐｐ １２－３６ꎻ Ｊｏｎ Ｂ
Ｇｏｕｌｄ ＆ Ｓｃｏｔｔ Ｂａｒｃｌａｙꎬ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Ｇａ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ｅｇ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８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２３－３３５ 对 “差距研究” 的介绍ꎬ 参见刘思达: «美国 “法律与社会
运动” 的兴起与批判———兼议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ꎬ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２－２３ 页ꎮ
瞿同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ꎬ 他晚年在概括自己的为学特点时说: “我治学的最大感受ꎬ 就是用社会
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ꎬ 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ꎬ 是一条途径ꎮ 这也是我一生治学的方向ꎮ” 同注
①ꎬ 王健文ꎬ 第 １７－１８ 页ꎮ
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 “社会史” 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复兴的介绍ꎬ 参见宋德金: «开拓研究领域 促
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ꎬ «历史研究»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ꎻ 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ꎬ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ꎻ 赵世瑜、 邓庆平: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ꎻ 常建华: «改革开放 ４０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ꎬ «中国史研究动态»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一文的日文原稿ꎬ 最初收录于日本的宋史研究专家梅原郁主编、 同朋舍 １９９３
年出版的 «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 一书ꎬ 后被范愉译为中文ꎬ 收录于 １９９８ 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王亚新等
人编译的论文集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当中ꎮ



(例如ꎬ 其认为汪辉祖所在的宁远县衙一年间估计会收到一万余件诉讼文书)ꎬ 并且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强调:

　 　 这种情况下ꎬ 毕竟不能不说确实 “好讼”、 “健讼”ꎮ 不能不认为ꎬ 一个 (男) 人或

他的家族成员一生中必然有一次或两次涉及诉讼ꎮ 所以ꎬ 我们必须明确地舍弃一个所谓

“常识” 或 “偏见”ꎬ 即: 由于明清时代基本上是农业社会ꎬ 所以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应

该距离诉讼相当远ꎬ 或者当纠纷出现时ꎬ 应该在付诸审判前ꎬ 在村落、 宗族、 或行会等

小范围团体或集团内部调解解决ꎮ 实际上ꎬ 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ꎬ 涉及诉讼似乎是非常

自然的事情ꎮ

在被译成中文并且同样是在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一书中 (该书后来又由其他出版社以 «清代的法律、 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作

为新书名多次再版)ꎬ 黄宗智提醒说ꎬ 我们应当对存在于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代政

府的官方表达之间的颇大差距 (他将此称为 “实践” 与 “表达” 之间的 “背离” ) 多加措

意ꎮ 他指出ꎬ 按照清代官方话语的表达ꎬ 被称作 “细事” 的户婚田土词讼为数甚少ꎬ 安分守

己的良民不会也不应涉讼公堂ꎬ 即便有之ꎬ 那多半也是受到道德败坏的讼师之挑拨或唆

使ꎮ 黄宗智所概括的上述情况ꎬ 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法律史学界先前反复谈论的那种

以 “无讼” 为其所谓特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ꎮ 但黄宗智的论说重点并非停步于此ꎬ 而是利

用其所擅长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方法ꎬ 通过对搜集自四川巴县档案、 台湾淡水厅－新竹县

档案 (学界简称其为 “淡新档案” ) 和顺天府宝坻县档案的 ６２８ 件清代民事讼案的具体分

析ꎬ 揭示出此时期的民事讼案大约要占到这些县衙所处理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 (亦即至少从

这三个地方的情况来看ꎬ 清朝的地方县衙绝非极少审理民事纠纷)ꎬ 并且那些走上公堂的诉

讼当事人大多都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人ꎮ 尤其是在该书的第七章中ꎬ 黄宗智在参考了夫马

近前述研究成果的同时ꎬ 还利用了为数更多的其他史料 (例如 １９ 世纪顺天府宝坻县的 “词
讼案件薄” )ꎬ 扩展估算了清代更多地方衙门的大致诉讼规模ꎬ 并据此推论认为:

　 　 有关清代的实际数字显示清代一定程度上的健讼性ꎬ 每年可能有一百五十个案子闹

到县府ꎬ 相当于一年当中每二千人就有一件新案子 (假设每县平均人口为三十万人)ꎮ
如果我们是按诉讼当事人 (包括原告和被告) 而不是按官司件数ꎬ 是按户数 (平均每

户五口人) 而不是按个人来计算的话ꎬ 那么一年当中每二百户就有一户会卷入新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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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夫马进: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ꎬ 范愉译ꎬ 载 [日] 滋贺秀三等著: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
间契约»ꎬ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３９４ 页ꎮ 不过ꎬ 此表述也有一定的误导性ꎬ 例如ꎬ “必然” 一词未免显得
有些过于绝对化ꎮ
黄宗智的 １９９８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一书ꎬ 其英文原
版 Ｃｉｖｉ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ꎬ 系作为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主持的系列丛书
Ｌａｗ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中之第一种ꎬ 于 １９９６ 年在美国出版ꎮ 不过ꎬ 此书在中国学界更为人们所知的
中译本ꎬ 乃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时以 «清代的法律、 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作为新书名重
版ꎮ 此书后来还曾多次重印或再版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时将其作为黄宗智的 «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
践» 三卷本专著中的第一卷重版印行ꎮ



中ꎬ 这也意味着每二十年内 (这相当于日本人类学家所研究过的三个村庄中人们所能清

楚回忆的年限) 十户当中就有一户会有人卷入官司ꎮ

尽管夫马进和黄宗智在描述清代地方诉讼实况时所使用的措辞有所不同ꎬ 但二者鲜明体

现社会史研究特色的论述 (尤其是他们所引用或统计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ꎬ 无疑会

刺激一些学者不得不去反思ꎬ 先前那些宏观而论的法律文化研究作品所着力描述的 “无讼”
价值取向是否确能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完满的落实ꎬ 亦由此逐渐带动了不少学者对

先前那种旨在提炼传统中国诉讼文化之本质特征、 但却对其实践运作情况关注不足的研究进

路加以检讨ꎬ 抑或强化了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旧有看法进行挑战的信念ꎮ

二、 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条件制约

如果说夫马进和黄宗智的 ２０ 世纪末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上述论著ꎬ 直接给中国的法律史

学界同行们带来了观点上的刺激和方法论的启示 (从其文其书被关注此领域的中国法律史研

究者所频繁引用这一点ꎬ 便可看出其广泛的学术影响力)ꎬ 那么ꎬ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法律史

料利用方面的便利性大大增强ꎬ 以及由此带来的史料利用范围拓宽ꎬ 则是中国法律史研究者

将上述刺激和启示落实到自己所作的研究当中的更重要的支撑条件ꎮ
(一) 所用法律史料类型对研究者学术视野的限制

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流行的那种宏大叙事的法律文化研究不同ꎬ 法律社会史

研究所赖以为基的ꎬ 主要并非苦思冥想后的文思泉涌或神来一笔ꎬ 而首先是对原始法律史料

的广泛搜集和深入分析ꎮ 因此ꎬ 同样是对于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研究ꎬ 在那种深受宏大叙事

风格之影响的作品当中ꎬ 常可看到出自于作者个人体悟的 “我认为”ꎬ 而在法律社会史进路

的作品中ꎬ 更多的则应当是基于丰富史料的 “我发现”ꎮ 先前侧重于挖掘其整体性特征的中

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论据ꎬ 多来自于士人著述、 正史律典等传统文献ꎮ 而此类

史料由于非常明显地受到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或精英人物思想之深重浸染 (也因此是藉以研究

中国古代的 “大传统” 文化的首选材料)ꎬ 所以ꎬ 其对 “表达” 的凸显通常更胜于对 “实
践” 的细描ꎮ 研究能力卓越的学者固然可以将上述史料的优点加以充分展示ꎬ 甚至发挥得淋

漓尽致ꎬ 但也不得不承认上述相对缺陷所造成的学术视野限制ꎮ
就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ꎬ 梁治平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研究路径转变恰可作为

说明此点的一个绝佳例子ꎮ 梁治平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明确谈到ꎬ 在他那本完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并出版于 ９０ 年代初的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一书中ꎬ 其 “主要注意力还是在国家、 士大夫的和精英的层面”ꎬ “基本上还停留在 ‘大传

统’ 的层面”ꎬ 而他在 １９９５ 年完成并于次年出版的 «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 一书ꎬ则

意味着其关注重心从 “大传统” 转向 “小传统”ꎬ “开始从民间 (而不只是 ‘小传统’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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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黄宗智: «清代的法律、 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ꎬ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１７１ 页ꎮ
参见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ꎮ



方面去看古代的法律世界”ꎮ这种关注重心的转变之所以能被付诸实施ꎬ 所依赖的并不仅仅

是其研究思路的调整ꎬ 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史料利用范围的拓宽ꎮ 故而ꎬ 在 «清代

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 一书中ꎬ 我们看到了梁治平对清代乾隆朝巴县档案、 刑科题本、 (民
国时期)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等不见于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一书的 “新” 史料的不时摘引ꎮ 就此点而言ꎬ 相较于更早时候出版的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

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一书ꎬ «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 似乎更近于瞿同祖所

开创的那种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ꎬ 尽管梁治平认为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一书 “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对瞿著的发展”ꎮ
所用法律史料范围的拓宽ꎬ 固然离不开研究者的学术关注点转变和调整ꎬ 但更与法律史

料利用的便利程度有密切关系ꎮ 中国传统的史籍ꎬ 受载体介质 (如竹简、 绢帛、 纸张)、 印

刷技术 (如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 年代久远、 保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ꎬ 不少业已湮没于尘

埃而不复再见 (例如在中国法律史学界耳熟能详的亡佚之书 «法经» )ꎬ 即便是目前存世的

那部分史籍ꎬ 很多也都珍藏于各图书馆、 学术机构之中ꎬ 常人利用起来很不方便ꎬ 有时甚至

根本就难得一见ꎬ 更加不用说那些秘而不宣的珍本、 孤本ꎮ 因此ꎬ 客观地说ꎬ 这种原始资料

利用上的不便ꎬ 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大的限制ꎮ
(二) 法律史料利用的便利性对研究者关注点的影响

一直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上述状况才有了较大的改观ꎬ 而这首先要归功于更多

类型的法律史料整理成果的陆续出版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７ 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 «官箴书集成»ꎬ 以

皇皇十大册的规模ꎬ 影印收录了 １０１ 种自唐代至民国时期的官箴书 (其中近三成为孤本和稀

见本)ꎬ 大大便利了学术界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挖掘和利用ꎮ 而在这套丛书出版之前ꎬ 尽管也

偶有学者在其研究中对个别官箴书做过零星的利用ꎬ 但往往仅限于展示官箴书所体现的那种

出自于儒家道德观的仁政理念ꎬ 例如ꎬ 梁治平在其著作中对清人汪辉祖的 «佐治药言» 之

“息讼” 一节文字进行了援引和解说ꎮ囿于这种印象ꎬ 不少学者对官箴书的认识ꎬ 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基本只是停留于认为此类书籍充斥着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话语ꎮ 但正如黄

宗智所反复提醒的ꎬ 中国古代的官箴书实际上 “同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说教和对实际操作的

指导”ꎮ就其对传统中国的诉讼实态之研究的学术价值而言ꎬ 不少官箴书中亦不乏反映一些

地方的民事讼案数量实则颇为可观的记载ꎮ 例如ꎬ 清代乾嘉时期的名幕循吏汪辉祖在其那本

«学治说赘» 中写道: “邑虽健讼ꎬ 初到时词多ꎬ 然应准新词ꎬ 每日总不过十纸ꎬ 余皆诉词

催词而已ꎮ 有准必审ꎬ 审不改期ꎬ 则催者少而诳者怕ꎬ 不久而新词亦减矣ꎮ”又如ꎬ 清人袁

守定在其 «图民录» 一书中谈及: “南方健讼ꎬ 而投诉者之多ꎬ 如大川腾沸ꎬ 无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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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在边缘处思考 (代跋) »ꎬ 载梁治平: «在边缘处思考»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２７５－２７７ 页ꎮ
梁治平: «法律史的视界: 方法、 旨趣与范式»ꎬ 载梁治平: «在边缘处思考»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２１５
页ꎮ
参见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１９５ 页ꎮ
同注ꎬ 第 １５ 页ꎮ
(清) 汪辉祖: «学治说赘»ꎬ “理讼簿”ꎬ 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 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ꎬ 载 «官箴书集
成» (第 ５ 册)ꎬ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３０８ 页ꎮ



息ꎮ 办讼案者不能使清ꎬ 犹挹川流者不能使竭也ꎮ”

就对中国法律史料的专门整理出版而言ꎬ 当首推杨一凡多年来的努力与贡献ꎮ 杨一凡所

主持的 “珍稀法律文献整理” 学术工程ꎬ 自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着手实施以来ꎬ 经过三十

多年的耕耘ꎬ 至 ２０１３ 年初时便已取得了如下赫赫成就:

　 　 除 “散见法律资料辑佚和法律孤本整理” 子项目正在进行外ꎬ 其他 １６ 个子项目已

基本完成ꎮ 已出版的有: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１４ 册)、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

编» (１０ 册)、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甲、 乙、 丙编ꎬ ４０ 册)、 «古代榜文告示汇

存» (１０ 册)、 «中国律学文献» (４ 辑ꎬ １９ 册)、 «历代珍稀司法文献» (１５ 册)、 «历代

判例判牍» (１２ 册)、 «古代判牍案例新编» (２０ 册)、 «刑案汇览全编» (１５ 册)、 «中

国监察制度文献辑要» (６ 册)、 «古代乡约与乡治法律文献» (３ 册)ꎬ 这些法律文献共

６０００ 余万字ꎬ 收入文献 ５４０ 余种ꎮ «皇明制书» (４ 册) 和 «清代成案选编» (５０ 册)
即将在 ２０１３ 年内出版ꎮ

上述引文中提及的 “ «皇明制书» (４ 册) 和 «清代成案选编» (５０ 册) ”ꎬ 后来已分别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ꎮ 不仅如此ꎬ 杨一凡近年来主

持整理出版的中国法律史料还包括 «刑案汇览全编» (共 １５ 册)、 «清代秋审文献» (共 ３０
册)、 «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 (共 ３０ 册) 和 «中国律学文献» 第五辑 (共 １４ 册)ꎮ在上

述出版品中ꎬ 不少系据散落珍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稀见版本 (包括刊本、 抄

本、 稿本) 整理而成ꎬ 寻常学人即便知晓原书的收藏信息ꎬ 若想查阅ꎬ 不仅往往须历舟车劳

顿之苦乃至远涉重洋之困顿ꎬ 而且还很可能会吃闭门羹ꎮ 这些文献如今以影印或点校的形式

整理出版ꎬ 嘉惠士林ꎬ 功莫大焉ꎮ
在上列中国法律史料整理成果中ꎬ 就对明清时期民间社会诉讼实态的研究而言ꎬ 能够作

为直接素材加以利用的ꎬ 就至少有 «历代珍稀司法文献»、 «历代判例判牍»、 «古代判牍案

例新编»、 «刑案汇览全编» 等数种ꎮ 试举几例以明之ꎬ «历代判例判牍» 第 ３ 册收录的 «云
间谳略» (明代万历年间任松江府推官的毛一鹭所撰)、 第 ４ 册收录的 «折狱新语» (明代崇

祯年间任宁波府推官的李清所撰) 和第 ５ 册收录的 «莆阳谳牍» (明代天启年间任兴化府推

官的祁彪佳所撰)ꎬ 皆为此前难得一见的明代判牍ꎬ其中所记载的众多案例ꎬ 包含了不少关

于明代后期地方民事讼案的社会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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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袁守定: «图民录» 卷二ꎬ “南北民风不同”ꎬ 清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江苏书局重刊本ꎬ 载 «官箴书集成»
(第 ５ 册)ꎬ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２０２ 页ꎮ
杨一凡: «为了推动中国法律史学的创新 (代前言) »ꎬ 载杨一凡: «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参见 «刑案汇览全编» (共 １５ 册)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ꎻ 杨一凡编: «清代秋审文献» (共 ３０ 册)ꎬ 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ꎻ 杨一凡编: «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 (共 ３０ 册)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ꎻ
杨一凡编: «中国律学文献» 第 ５ 辑 (共 １４ 册)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关于明代判牍的介绍ꎬ 参见 [日] 滨岛敦俊: «明代之判牍»ꎬ «中国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ꎻ 巫仁恕: «明
代的司法与社会———从明人文集中的判牍谈起»ꎬ «法制史研究» 第 ２ 期 (２００１)ꎬ 第 ６１－８８ 页ꎮ



三、 法律社会史研究进路的具体展开

强调晚近二十余年来越来越多中国法律史料的整理出版对法律社会史研究之开展的绝大

助力ꎬ 并非是说在此之前的研究者们即便有心为之也完全就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ꎬ 而是

指之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限于当时寻常的研究者们能够方便接触到的法律

史料之类型和数量在总体上皆颇为有限ꎮ
实际上ꎬ 就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所倚重的 “社会” 信息而言ꎬ 即便前述那些被整理出版

的官箴书、 珍稀法律典籍、 律学文献所能提供的ꎬ 也颇为有限ꎮ 判牍在此方面似属例外ꎬ 但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ꎬ 判牍之类的文献中所收录的ꎬ 通常只有官府所作的裁断ꎬ 并不像司法档

案那样往往还相伴有民众提交的各式诉讼文书ꎬ 故而其所传达的主要还是由具体官员代表

“国家” 发出的声音ꎬ 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是对 “社会” 的描述ꎮ 也因此ꎬ 在晚近以来那些其

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通常被学界同行归入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的论著当中ꎬ 最常被

引用的史料论据并非来源于此ꎬ 而是更多来自于以下几种被认为包含了更多 “社会” 信息

的史料类型———地方志、 民间文书和司法档案ꎮ 如今的法律史研究者们或侧重于主要利用其

中的某一类型史料 (例如司法档案)ꎬ或将多种类型的史料加以综合利用ꎮ以下选取与明

清社会诉讼实态研究有关的三个具体议题进行申说ꎮ
(一) 如何理解地方志中所记载的 “健讼之风”
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很广ꎬ 且包含信息丰富ꎬ 通常举凡舆地、 山川、 城邑、 古

迹、 职官、 人物、 艺文、 物产、 风俗、 掌故等方面皆有所叙ꎬ 故而绝不可因其在传统史学中

往往被列入史部地理类而仅以地理书视之ꎮ 地方志的研究价值很早便为近代中国的学者们所

注意ꎮ 梁启超在 １９０２ 年发表的 «新史学» 一文中ꎬ 将中国旧日史学之具体种类分为 １０ 种 ２２
类ꎬ 而其中的第 ７ 种便为地方志 (他当时称其为 “地志” )ꎮ １９２４ 年ꎬ 梁启超在 «东方杂

志» 上发表了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一文ꎮ在这篇对后世的方志学研

究影响深远的文章中ꎬ 梁启超将方志与史家记述相对比ꎬ 阐述了前者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重

要价值ꎮ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顾颉刚向陶希圣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找经济史料ꎬ 激发了陶希圣

及其学生鞠清远在 «食货半月刊» 上专门撰文予以响应ꎬ 讨论地方志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

的价值以及利用地方志的方法ꎮ其后则有梁方仲、 谭其骧、 傅衣凌、 何炳棣、 萧公权等人

在各自领域的研究中对地方志多有利用ꎮ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历史学界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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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佩林: «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ꎮ
参见尤陈俊: « “厌讼” 幻象之下的 “健讼” 实相? 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ꎬ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梁启超: «新史学»ꎬ «新民丛报» 第 １ 号 (１９０２)ꎬ 第 ３９－４１ 页ꎮ
参见梁启超: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ꎬ «东方杂志» 第 ２１ 卷第 １８ 号 (１９２４)ꎬ 第 ９１－１０９
页ꎮ
参见注ꎬ 第 ９２ 页ꎮ
参见陶希圣: «搜读地方志的提议»ꎬ «食货半月刊» 第 １ 卷第 ２ 期 (１９３４)ꎬ 第 ４０－４１ 页ꎻ 鞠清远: «地方志
的读法»ꎬ «食货半月刊» 第 １ 卷第 ２ 期 (１９３４)ꎬ 第 ４１－４５ 页ꎮ



研究的复兴和区域史、 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ꎬ 地方志更是被视为基本资料之一ꎮ
这种学术风气ꎬ 后来也逐渐影响到中国法律史学者在其研究中对地方志加以关注ꎮ 而各

种明清时期地方志的重印出版ꎬ 也为法律史研究者们更为贴近地综合了解当时民间的诉讼风

气创造了便利条件ꎮ 特别是由江苏古籍出版社 (后改名为凤凰出版社)、 上海书店和巴蜀书

社自 １９９１ 年起分头影印出版的大型方志丛书 «中国地方志集成»ꎬ 以当下的省和直辖市为单

位ꎬ 收录了来自北京、 上海、 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湖南、 湖北、
吉林、 辽宁、 黑龙江、 广东、 海南、 贵州、 山西、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西藏等地的地

方旧志两千余种ꎬ 为学者们利用方志开展包括地方诉讼风气研究在内的各种法律社会史研究

提供了莫大的便利ꎮ 例如ꎬ 侯欣一在查阅了来自浙江、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南、 湖北、 山

东七个省份的 １５０ 多种清代地方志后ꎬ 发现 “其中明确注明诉讼风俗中健讼的方志有 ７０ 多

个ꎬ 寡讼的有 ４０ 个”ꎬ 而 “江南地区有诉讼风俗记载的 ７０ 多个地方志中ꎬ 记载健讼的有 ５７
处ꎬ 寡讼的有 １４ 处ꎬ 也就是说健讼的地区已达到 ３ / ４”ꎬ 从而得出 “在清代中国的江南地区

民间已经出现了健讼的风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一学术判断ꎮ徐忠明和杜金几乎在同

一时期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ꎬ “整理了清代的江苏、 上海、 山东、 广东四省 (市) 的 ２８４ 种

府志和县志有关当地社会是否 ‘好讼’ 的记载”ꎬ 结果也发现ꎬ “在地方志的 ‘风俗’ 中ꎬ
提到 ‘好讼’ 的志书不在少数ꎮ 在 ２８４ 种地方志中ꎬ 有 ９５ 种谈到了当时当地的好讼风气ꎬ
约占 １ / ３”ꎮ 不过他们还注意到ꎬ “仍有 ８６ 种提到了不尚诉讼ꎬ 也接近 １ / ３”ꎮ

但是ꎬ 对于诸如 “在对各地民情、 风俗、 历史的记载方面ꎬ 无论是深度、 广度ꎬ 还是真

实性ꎬ 地方志都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作用” 之类的看法ꎬ尤其是关于地方志中记载内

容的真实性ꎬ 笔者以为ꎬ 或许需要慎加斟酌ꎮ 就将地方志中那些关于 “好讼”、 “健讼” 或

“厌讼” 的文字记载作为对当时社会诉讼实态之真实反映加以统计的做法而言ꎬ 有学者业已

敏锐意识到ꎬ 这些文字记载 “很有可能只是作者对于当时当地的诉讼风气的主观感受和道德

评判”ꎬ 并且ꎬ “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当时当地的诉讼风气产生迥然不同的感受”ꎬ 由此主张不

可将这些记载与当地民众的实际诉讼情况完全等同ꎮ
关于上述此点ꎬ 笔者拟再进一步予以申说ꎮ 一方面ꎬ 地方志中那些关于所谓 “好讼”、

“健讼” 的记载ꎬ 也有可能只是一种人云亦云、 相沿成习的惯用语ꎬ 而这种成见或刻板印象

有时甚至会过于夸张ꎮ 小川快之提醒说ꎬ “健讼” 常常只是被作为一种模糊的印象而为书写

者所使用ꎬ 因此当我们看待文献史料中的这些记载时ꎬ 需要注意到书写者的视角、 感觉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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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晓方: «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ꎬ «中国地方志»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６－３３ 页ꎻ 常建
华: «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ꎬ 载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７ 卷)ꎬ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６１－７３ 页ꎮ
侯欣一: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ꎬ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５１－
１５２ 页ꎮ
徐忠明、 杜金: «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ꎬ «清华法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３、 ９６－９８ 页ꎮ 利用地方志中的记载来讨论明清时期的健讼之风的专门研究ꎬ 还有乔素玲: «从地方
志看土地争讼案件的审判———以广东旧方志为例»ꎬ «中国地方志» 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ꎮ
参见注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参见注ꎬ 徐忠明、 杜金文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不能径直将其所写当作其时当地的诉讼实态ꎮ特别是当该地若在宋元明之时便已经被打上

“健讼” 的标签ꎬ 则这种描绘在清代的地方志中通常便会相延无改ꎮ 山本英史指出ꎬ 在诸如

清代光绪朝的 «江西通志»、 «吉安府志» 和同治朝的 «建昌府志»、 «赣州府志» 等江西地

方志中ꎬ 常可见到关于当地健讼之风的描述ꎬ 但事实上ꎬ 这些叙述 “多转引自明代以前刊行

的地方志与文集ꎬ 几乎没有清代新添入、 作为风俗的记载”ꎬ 故而他认为ꎬ “将健讼作为清代

江西的风俗而大书特书ꎬ 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ꎬ 也说明不了问题”ꎮ另一方面ꎬ 一些地方志

中关于当地 “寡讼” 的记载ꎬ 也未必皆属当时社会的诉讼形态之实情ꎬ 亦有可能是修志者出

于粉饰太平、 彰扬主政者治绩之考虑而故意如此叙述ꎮ 例如ꎬ 光绪年间的 «长汀县志» 称当

地自清代开国以来 “凶讼少闻”ꎬ 但曾任汀州知府的王廷抡在其 «临汀考言» 一书中则描

述ꎬ 早在康熙年间ꎬ 长汀县所在的汀州地区便是一番 “越控之刁风实繁”、 当地劣衿势恶包

揽词讼 “专以唆讼而网利” 的社会景象ꎮ因此ꎬ 地方志中的诉讼风气记载未必皆与当时当

地的诉讼实态相吻合ꎬ 我们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ꎬ 而是需要将其与其他类型的更多资料进行

对照后方可加以辨明使用ꎮ 倘若将地方志作为 “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作用” 的文献单

一使用ꎬ 便有可能会造成所得结论在准确性程度上失之偏颇ꎬ 甚至有时会让读者无所适从ꎬ
例如ꎬ 若不了解地方志中关于诉讼风气的文字描述往往承担着一定的政治目的ꎬ 便无法理解

一些地方志 (例如清代福建省的地方志) 中出现的当地 “既健讼又寡讼” 的矛盾记述ꎮ
(二) 从社会视角关注民间文书所反映的普通百姓日常涉讼信息

另一类近年来常在法律社会史取径的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研究中被加以使用的ꎬ 是各地民

间一些保存至今的文书资料 (特别是诉讼文书资料)ꎮ 其中ꎬ 宋代以来 (主要是明清时期)
徽州地区的民间文书在学术界受到的关注最为充分ꎮ

在总数以几十万计的现存徽州文书中ꎬ 有不少都属于诉讼文书ꎮ例如ꎬ 根据刘伯山的

介绍ꎬ 仅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收藏的 １ １ 万件徽州文书当中ꎬ 诉讼文书便有近 ２１０ 份

(册)ꎮ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中外学者利用包括明清时期民间诉讼文书在内的徽州文献ꎬ
围绕徽州地区的民间纠纷与官府诉讼之互动ꎬ 以及当地民众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诉讼观

念ꎬ 陆续发表或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ꎮ 其中关于徽州地区 “健讼” 之风和民众

“好讼” 观念的研究ꎬ 在数量上亦复不少ꎮ 例如ꎬ 早在 １９９３ 年ꎬ 卞利便撰文专门针对明清徽

州地区 “民俗健讼” 的历史渊源、 形成过程和主要表现进行研究ꎮ 据他考察ꎬ 东晋南朝时

期ꎬ 一些北方士家大族为避战乱ꎬ 南迁定居于徽州山区ꎬ 他们为保家园而养成的 “尚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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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小川快之: «伝統中国の法と秩序———地域社会の視点から»ꎬ 东京汲古书院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６ 页ꎮ 中译
本参见 [日] 小川快之: «传统中国的法与秩序: 从地域社会的视角出发»ꎬ 赵晶编译ꎬ 台北元华文创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３ 页ꎮ
[日] 山本英史: «健讼的认识和实态———以清初江西吉安府为例»ꎬ 阿风译ꎬ 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
院编: «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 (下册)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５９５ 页ꎮ
参见尤陈俊: «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 “健讼” 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５ 页ꎮ
参见肖丽红: «区域法律社会史视角下的地方志研究———以清代福建省地方志 “既健讼又寡讼” 的矛盾记述
为例»ꎬ «福建史志»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郑小春: «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遗存及其特点»ꎬ «巢湖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７－１３４ 页ꎮ
参见刘伯山: « “伯山书屋” 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究 (上) »ꎬ 载 «徽学» (２０００ 年卷)ꎬ 安徽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４２１ 页ꎮ



风”ꎬ 与在两宋时期与唐末黄巢起义后不少中原士族衣冠南渡避居此地而带来的 “右文之

习” 相结合ꎬ 共同促生了健讼风气在当地的形成ꎮ 明代中期以来ꎬ 随着主要由商业兴起之影

响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风俗变革ꎬ 此种健讼风气更趋加剧ꎬ 具体表现为在日常生活的很

多方面均发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争讼事件 (田地、 山场、 坟地、 塘堨、 婚姻、 继子、 主仆等

方面的争讼尤其明显)ꎮ 卞利强调ꎬ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俗健讼的形成ꎬ 固然与这里长期以

来存在的武劲之风和争讼之习的传承有关ꎬ 但更主要的还是徽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文明进步的结果”ꎮ
不过ꎬ 卞利当时所利用的徽州文献主要还只限于徽州当地的地方志和士人文集ꎬ 直到后

来才逐渐开始结合契约、 账簿等其他徽州文书ꎬ 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通过民事纠纷与诉讼展

现出来的 “健讼” 现象进一步加以讨论ꎮ就对明清时期徽州诉讼文书之专门研究而言ꎬ 用

力最勤的乃是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和中国学者阿风、 郑小春等来自历史学界的学者ꎮ
自 １９９５ 年开始ꎬ 中岛乐章便开始利用徽州文书撰写和发表专题文章ꎬ 其基于 １９９９ 年时

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扩充而成的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一书于 ２００２
年在日本由汲古书店正式出版ꎮ 中岛乐章将明代徽州文约、 合同等民间文书和各种诉讼文书

作为核心史料ꎬ 并辅之以族谱、 地方志、 文集等关联资料ꎬ 通过将明代徽州地区的乡村纠纷

处理实态及其变迁状况予以充分展示ꎬ 力求勾勒出其时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实然情况和社会

秩序形成的真实过程ꎮ中岛乐章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ꎬ “明代后期乡村社会中ꎬ 在老人、
里甲制下可以平稳地解决当地纠纷的状况日益困难起来ꎬ 结果导致向地方官提起的诉讼开始

增加ꎬ ‘健讼’ 风潮明显”ꎮ
阿风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追随周绍泉研究徽州文书ꎬ 除了发表了关于此领域研究主

题的众多散篇论文外ꎬ 近年来还先后出版了两本专著ꎮ 在 ２００９ 年出版的 «明清时代妇女的

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 诉讼档案为中心» 一书中ꎬ 他广泛利用了明清时期徽州地

区的土地买卖文书、 家产分析文书、 人身买卖文书以及关于招婿、 招夫等变例婚姻的婚姻文

书ꎬ 细致探讨了当时妇女在法律上和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ꎮ而在 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 «明清徽州

诉讼文书研究» 一书中ꎬ 阿风通过对明清徽州地区的讼费合同文约、 记载诉讼个案的相关民

间文书的深入研究ꎬ 不仅从宏观上指出 “从现有的徽州诉讼文书来看ꎬ 明清时代的民众与诉

讼的距离并不是很远的事情”ꎬ 而且细致地分析了明代中后期以来ꎬ 在诉讼案件大量增多的

共同表相背后ꎬ 不同时期在主要诉讼纷争内容上的大致变化ꎮ 例如ꎬ 明初的土地登记方式ꎬ
以及新宗族运动的蓬勃开展ꎬ 使得与宗族始祖祭祀有关的墓产争讼在其后大量增加ꎻ 万历年

间所进行的旨在 “均田均役” 的全国性土地清丈与赋役改革ꎬ 造成土地争讼在万历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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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利: «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ꎬ «江淮论坛» 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２ 页ꎮ
参见卞利: «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４－１０５ 页ꎻ 卞利: «明清徽
州社会研究»ꎬ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ꎻ 卞利: «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
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ꎮ
参见 [日] 中岛乐章: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ꎬ 郭万华、 高飞译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４９ 页ꎮ
同注ꎬ 第 ２１２ 页ꎮ
参见阿风: «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 诉讼档案为中心»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后达到最高潮ꎻ 清代中期ꎬ 随着雍正皇帝开豁世仆 (世仆原先属于贱籍) 的谕旨在徽州地区

实施ꎬ 当地有关主仆纷争的讼案频发ꎮ
大致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 郑小春也利用明清徽州地区的诉讼文书展开一系列研究ꎬ 其讨论

的具体议题主要包括: 诉讼文书的分类与特点ꎬ 司法审判制度中涉及的状词格式、 保证文

书、 代书制度、 判词制作ꎬ 宗族合约与乡村治理ꎬ 等等ꎮ 尤其是他利用徽州文书中的讼费帐

单和诉讼案卷 (例如清初休宁苏氏诉讼案)ꎬ 通过对具体诉讼案例的挖掘ꎬ 深入研究了明清

徽州地区健讼之风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表现ꎮ
上述研究成果的问世ꎬ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安徽大学徽学

研究中心等机构对徽州文书的搜集和整理ꎬ 尤其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ꎬ 一些徽州文书

被成规模地整理出版ꎬ 更是为学者们进行研究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ꎮ 从 ８０ 年代末开始出

版的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第一辑和第二辑ꎬ 分别点校收录了安徽省博物馆、 徽州

地区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分宋元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ꎮ特别是

共二十大册的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在 １９９３ 年的出版ꎬ 极大地推动了随后此领域研究的开

展ꎮ而近年来更是有多套明清徽州文书的大型资料集被整理出版ꎬ 例如刘伯山主编的 «徽
州文书»、 黄山书院编的 «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 李琳琦主编的 «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

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 黄志繁等人编的 «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 俞江主编

的 «徽州合同文书汇编» 和王振忠主编的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ꎮ此外ꎬ 一些学者还结

合对徽州民间私约的采集ꎬ 深入徽州各地进行习惯调查并出版了相关成果ꎮ
近年来ꎬ 常被用于研究明清地方诉讼实态的民间文书ꎬ 除了徽州文书外ꎬ 还有贵州清水

江地区的民间文书ꎬ 亦即学界所称的 “清水江文书”ꎮ因数量众多 (据估计约有 ３０ 万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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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阿风: «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ꎮ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ꎬ 作为附录收入该书
的 «清朝的京控———以嘉庆朝为中心» 一文ꎬ 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清代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１７９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皇帝发布的京控新政谕旨如何导致了此后京控数量剧增ꎬ 并深入分析了嘉庆朝京控扩大化的诸多原因ꎮ
参见郑小春: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帐单谈起»ꎬ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９８－１０６ 页ꎻ 郑小春: «从清初苏氏诉讼案看徽州宗族内部的矛盾与分化»ꎬ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０６－１１５ 页ꎻ 郑小春: «从徽州讼费账单看清代基层司法的陋规与潜规则»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２－１６０ 页ꎻ 郑小春: «一起休宁苏氏诉讼案所再现的清代基层司法审判实践»ꎬ 载 «徽学» (第 ６
卷)ꎬ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７９－９４ 页ꎻ 郑小春: «清代的基层司法审判实践: 苏氏诉讼案所见»ꎬ
«清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６－３５ 页ꎮ
参见安徽省博物馆编: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选编» (第 １ 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ꎻ 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选编» (第 ２ 辑)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ꎮ
参见王钰欣、 周绍泉主编: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共 ２０ 册)ꎬ 花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ꎮ 该书分为 “宋元
明编” 和 “清民国编”ꎮ
参见刘伯山主编: «徽州文书» (共 ６ 辑 ６０ 册)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出版ꎻ 黄山书院编:
«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 (共 １０ 册)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ꎻ 李琳琦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
州契约文书集萃» (共 １０ 册)ꎬ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ꎻ 黄志繁等编: «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
辑录» (共 １８ 册)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ꎻ 俞江主编: «徽州合同文书汇编» (共 １１ 册)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ꎻ 王振忠主编: «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 (共 ３０ 册)ꎬ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参见田涛: «徽州民间私约研究及徽州民间习惯调查» (上册徽州民间私约研究)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关于清水江文书的 “发现” 过程和搜集情况ꎬ 参见张应强: «清水江文书的收集、 整理与研究刍议»ꎬ «原生
态民族文化学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３－３８ 页ꎮ



且类型丰富ꎬ 清水江文书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不少学者对其加以研究ꎮ与对徽州文书的整

理和研究相互促进类似ꎬ 近年来亦有多套整理清水江文书的大型资料集出版ꎬ 例如ꎬ 张应强

等编的 «清水江文书» 已经出版三辑 (共 ３３ 册ꎬ 收录了 １ ５ 万余份清水江文书)ꎬ张新民

主编的 «天柱文书» 已经出版一辑 (共 ２２ 册)ꎬ贵州省档案馆、 该省一些地方档案馆以及

凯里学院等机构合作整理的 «贵州清水江文书» 系列ꎬ 已经出版了黎平、 三穗、 剑河等地方

的文书共 ４０ 余册ꎮ在这些清水江文书之中ꎬ 亦有不少属于诉讼文书ꎮ 而一些学者利用清水

江文书等相关资料所作的研究发现ꎬ 在明代ꎬ 随着卫所制度在黔东南地区的推行ꎬ 以及由此

导致的外地移民到来ꎬ 此地区便开始进入了争讼时代ꎬ 而从清代中期开始ꎬ 原先流行的理讲

和鸣神不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ꎬ “好讼” 之风逐渐在当地兴盛ꎮ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

明清时期边疆民族杂居地区的健讼之风的认识ꎮ
(三) 披沙拣金: 利用地方司法档案探讨法律与社会的互动

不过ꎬ 在法律社会史进路的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研究所喜用的各类型史料当中ꎬ 对 “无
讼” 旧论最具颠覆性的ꎬ 恐怕要属各地方衙门的诉讼档案ꎮ 杨鸿烈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曾提

及ꎬ “我们若把明清两朝的刑部、 御史台、 大理寺所谓的 ‘三法司’ 的档案用统计学方法整

理出来ꎬ 一定可推测出明清两代民风的升降厚薄ꎬ 而且近代的中国社会史、 法制史、 犯罪史

等也将以之为重要的材料”ꎮ 他还援引了文史学家瞿宣颖 (瞿同祖的叔父) 的如下这番话ꎬ
以说明县级司法档案对于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县邑档案中最足窥见社会情态者ꎬ 莫

如狱讼ꎮ”但这种利用司法档案 (无论是中央层级还是地方层级的司法档案) 研究包括诉讼

风气在内的社会实态的设想ꎬ 要到数十年后才在学界真正开始实现ꎮ 在 １９７１ 年发表的一份

开创性研究中ꎬ 包恒 (Ｄａｖｉｄ Ｃ Ｂｕｘｂａｕｍ) 通过对淡新档案进行统计分析认为ꎬ 在清代ꎬ 民

事纠纷事实上相当频繁地被诉至当地衙门ꎬ 并且指出ꎬ 对当地人来说ꎬ 并非任何与官府的接

触皆意味着其个人的一场灾难ꎮ而黄宗智的前述专著以及后来出版的合编论文集 «从诉讼

档案出发: 中国的法律、 社会与文化» 一书ꎬ则将主要利用诉讼档案所作的清代法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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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泽时: «清水江文书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ꎬ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８－３１ 页ꎻ 吴
才茂: «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ꎬ «中国史研究动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９－５２ 页ꎮ
参见张应强等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１ 辑)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 共 １３ 册ꎻ 张应强等编: «清水
江文书» (第 ２ 辑)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共 １０ 册ꎻ 张应强等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３ 辑)ꎬ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共 １０ 册ꎮ
参见张新民主编: «天柱文书» (第 １ 辑)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共 ２２ 册ꎮ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 黔东南州档案馆、 三穗县档案馆合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 (三穗卷第一辑)ꎬ 贵州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共 ５ 册ꎻ 贵州省档案馆、 黔东南州档案馆、 三穗县档案馆合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 (三
穗卷第二辑)ꎬ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共 ５ 册ꎻ 贵州省档案馆、 黔东南州档案馆、 黎平县档案馆合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 (黎平卷第二辑)ꎬ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共 ５ 册ꎻ 贵州省档案馆、 黔东南州档案
馆、 剑河县档案馆合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 (剑河卷第一辑)ꎬ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共 ５ 册ꎻ 凯里
学院、 黎平县档案馆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ꎬ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共 ２２ 册ꎮ
参见吴才茂: «清代清水江流域的 “民治” 与 “法治” ———以契约文书为中心»ꎬ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６－３３ 页ꎻ 吴才茂: «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７４－
８５ 页ꎮ
杨鸿烈: « “档案” 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ꎬ «社会科学月刊» 第 １ 卷第 ３ 号 (１９３９)ꎬ 第 ７６ 页ꎮ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Ｃ Ｂｕｘｂａｕｍꎬ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ａｎｓｈｕｉ ａｎｄ Ｈｓｉｎｃｈｕ ｆｒｏｍ
１７８９ ｔｏ １８９５”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２６４－２７１
参见 [美] 黄宗智、 尤陈俊编: «从诉讼档案出发: 中国的法律、 社会与文化»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史研究大大推进了数步ꎬ 无论是所利用资料的范围ꎬ 还是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度ꎬ 皆是如此ꎬ
亦由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学者利用各地诉讼档案研究清代诉讼文化的新风潮ꎬ 例如

后来吴佩林利用南部县档案、 杜正贞利用龙泉司法档案各自所作的系列研究ꎮ
另外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中国越来越多的档案馆将各自收藏的档案文献加以整理ꎬ

并陆续向公众开放使用ꎮ 特别是近十余年来ꎬ 一些地方档案被不同程度地整理出版ꎬ 使得更

多的中国学者利用其中的诉讼档案来研究清代诉讼文化成为可能ꎮ 时至今日ꎬ 淡新档案、 巴

县档案、 宝坻县档案、 南部县档案、 黄岩县档案、 龙泉司法档案、 冕宁县档案、 紫阳县档案

等ꎬ 在中国法律史学界尤其是清代法律史学界常被提及ꎮ 而在这些诉讼档案皆占据其总量之

相当大比例的各地方档案当中ꎬ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ꎬ 有不少地方档案都已陆续被部分或全部

整理出版ꎮ
以这些档案中较早便向学界开放利用的淡新档案为例ꎬ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降ꎬ 戴炎

辉、 包恒、 艾马克 (Ｍａｒｋ Ａ Ａｌｌｅｅ)、 黄宗智等人都曾利用淡新档案探讨清代法律与当地社

会之不同面向的议题ꎮ年轻一代的学者ꎬ 例如林文凯ꎬ 致力于利用淡新档案并配合以其他

诸种社会史料ꎬ 践行一种被其称为 “法律的社会史” 的分析框架ꎬ 以期克服学界先行研究中

存在的所谓 “法律中心主义” 之弊端ꎬ 近年来更是倡导 “地方法律社会史” 的研究取径ꎬ
围绕不同的议题探讨清代台湾淡水－新竹地区的诉讼文化与地方社会整体变迁之间的关系ꎮ
另外ꎬ 经过戴炎辉等几代学者数十年的接续努力ꎬ 淡新档案已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之间全部

点校整理出版ꎬ 凡 ３６ 册ꎬ 共计 １１４３ 案 (其中行政编 ５７５ 案ꎬ 民事编 ２２４ 案ꎬ 刑事编 ３６５
案)、 １９２８１ 件文书ꎮ并且ꎬ 淡新档案数字化后的电子资源ꎬ 也已在台湾大学图书馆网络上

免费开放ꎬ 吸引了海内外更多学者利用其进行研究ꎮ
除淡新档案之外ꎬ 目前已出版的包含司法文书的大规模档案整理套书 (基本都采用影印

的形式) 至少还有 «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

４０２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参见注ꎬ 吴佩林书ꎻ 杜正贞: «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 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ꎬ 中华
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ꎮ
参见戴炎辉: «清代台湾之乡治»ꎬ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１９７９ 年版ꎻ 注ꎬ Ｄａｖｉｄ Ｃ Ｂｕｘｂａｕｍ 文ꎻ 注ꎬ 黄宗智
书ꎻ Ｍａｒｋ Ａ Ａｌｌｅｅꎬ Ｌａｗ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ꎻ [美] 艾马克: «晚清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 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ꎬ 王兴安译ꎬ 台
北播种者文化公司 ２００３ 年版ꎮ
参见林文凯: «地方治理与土地诉讼———清代竹堑金山面控案之社会史分析»ꎬ «新史学» 第 １８ 卷第 ４ 期
(２０１７)ꎻ 林文凯: «清代地方诉讼空间之内与外: 台湾淡新地区汉垦庄抗租控案的分析»ꎬ «台湾史研究» 第
１４ 卷第 １ 期 (２０１７)ꎻ 林文凯: « “业凭契管”? ———清代台湾土地业主权与诉讼文化的分析»ꎬ «台湾史研究»
第 １８ 卷第 ２ 期 (２０１１)ꎻ 林文凯: «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 “地方法律社会史” 研究提出的对话»ꎬ
载柳立言编: «史料与法史学»ꎬ 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３１１－３４８ 页ꎮ
关于淡新档案的更多介绍ꎬ 参见尤陈俊、 范忠信: «中国法律史研究在台湾: 一个学术史的述评»ꎬ 载 «中西
法律传统» (第 ６ 卷)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４２－４４ 页ꎮ
参见赖骏楠: «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ꎬ «法学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四川省档案局 (馆) 编: «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ꎮ 该书共 １６
册ꎬ 系从现藏四川省档案馆的 ３ 万余件咸丰朝巴县档案中精选了 ５２７３ 件予以影印出版ꎮ



晚清时期»、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

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ꎮ 除了这些大型精装套书外ꎬ 尚还有一

些价格相对平民化的档案整理成果出版ꎮ 例如ꎬ 四川省档案馆曾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挑选了一小部分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巴县档案进行点校整理ꎬ 先后编成 «清代巴县档案汇

编 (乾隆朝) »、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上下两册) 出版ꎬ 近年则又从乾嘉道时期的

巴县档案中挑选了上百宗司法档案ꎬ 编成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乾隆朝

(一) »、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乾隆朝 (二) »、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嘉庆朝»、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道光朝» 等四种单册出版ꎮ此外ꎬ
收录了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专家修复后得到的 ７８ 件诉状的黄岩诉讼档案在 ２００４ 年时便

已出版面世ꎮ
由于巴县档案、 南部县档案等地方档案包含了数量非常可观的诉讼文书和司法文书ꎬ 故

而除了聚焦于若干个案对其展开 “厚描” 之外ꎬ 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定量研究ꎮ 例如ꎬ 夫

马进利用现存的清代同治朝巴县档案中诉讼文书上当年所记的字号ꎬ “推算出同治年间一年

提出的诉讼文书数量大约在 １２０００ 份至 １５０００ 份左右” (不过他也承认这个估计也有可能略

微偏高)ꎬ 而这 “１３ 年间平均年诉讼件数为 １０００ 件到 １４００ 件左右”ꎬ 并认为 “这是一个最

低限度的数据”ꎬ 因为 “通常一个诉讼往往要持续两三年ꎬ 这样算来ꎬ 每年间实际进行的诉

讼数量无疑为这个数字的数倍”ꎮ 他还据此推算上述数据对当时民众社会生活的意义ꎬ 亦即

认为 “每年大约每 ４０ 户或 ６０ 户中有一户提起新的诉讼并予以立案ꎬ 参与诉讼”ꎬ “每年约

２０００—２８００ 人与新起诉案件发生关联”ꎬ 并同样强调这 “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数据”ꎮ这种

立基于大规模司法档案之上的定量研究ꎬ 对于以往那些片面强调无讼理念和息讼实践的宏大

叙事法律文化研究所得之论点ꎬ 无疑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ꎮ

５０２

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 “复兴” 及其反思———基于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析















参见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 浙江省龙泉市档案局整理编选: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
晚清时期»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ꎮ 该书共 ２ 册ꎬ 收录了晚清时期龙泉档案中的 ２８ 个典型案件ꎮ
参见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 浙江省龙泉市档案局整理编选: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版ꎮ 该书共 ４４ 册ꎬ 系从 １ 万 ７ 千余卷的龙泉档案中选取了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２７ 年
间的 １８０ 例民刑诉讼案件 (合计约 １１０００ 件文书)ꎮ
参见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 浙江省龙泉市档案局整理编选: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ꎮ 该书共 ３０ 册ꎬ 收录了从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７ 年的现存龙泉档案中选取了出来
的 ８２ 个民、 刑诉讼案例 ８２ 个ꎬ ８６００ 余件文书ꎮ
参见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编: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ꎬ 黄山书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该书共 ３０８ 册ꎬ 定价高达 ２４
万元ꎮ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 (乾隆朝) »ꎬ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ꎻ 四川大学历史系、 四川省
档案馆主编: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上)ꎬ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ꎻ 四川大学历史系、 四川省档案
馆主编: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下)ꎬ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ꎻ 四川省档案馆编: «清代巴县档案
整理初编: 司法卷乾隆朝 (一) »ꎬ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ꎻ 四川省档案馆编: «清代巴县档案整
理初编: 司法卷乾隆朝 (二) »ꎬ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ꎻ 四川省档案馆编: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
初编: 司法卷嘉庆朝»ꎬ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ꎻ 四川省档案馆编: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
卷道光朝»ꎬ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参见田涛、 许传玺、 王宏治主编: «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法下乡» (上、 下卷)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ꎮ
[日] 夫马进: «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ꎬ 范愉译ꎬ 载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 ６ 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４９－５３ 页ꎮ



结语: 重新理解并认真对待瞿同祖的学术遗产

倘若要举出被誉为中国 “法律社会史” 研究典范之作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一书

的最大学术特色ꎬ 与其说该书在史料运用上ꎬ 除了利用正史、 律典之外ꎬ 还大量援引了 «刑
案汇览» 中的具体案例ꎬ 不如说该书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了两大鲜明特点———整体主义和功能

主义ꎮ 具体而言ꎬ 所谓 “整体主义” 的视角ꎬ 用瞿同祖的原话来说便是ꎬ «中国法律与中国

社会» 一书的写作目的之一ꎬ “即在于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ꎮ 试图

寻求共同之点以解释法律之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ꎬ 并进而探讨此种精神及特征有无变化ꎮ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ꎬ 本书将汉代至清代二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ꎮ因此ꎬ 有

学者认为ꎬ 瞿同祖此书其实应当被视作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 “理想类型研究”ꎮ所谓 “功
能主义” 的研究方法ꎬ 则是指瞿同祖强调法律对整体社会需要的功能性回应ꎬ 而此点通常被

认为是受到其老师吴文藻所代表的社会学研究中的 “功能学派” 之影响ꎮ
如果将瞿同祖的上述方法论特色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以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

作品加以对比ꎬ 那么可以发现ꎬ 梁治平、 张中秋、 范忠信、 武树臣等人早期所作的 “法律文

化” 研究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瞿同祖 “整体主义” 的方法论立场ꎬ 而苏力近年

来出版的 «大国宪制: 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一书则可被视为发扬了瞿同祖将 “功能主

义” 运用于中国传统法律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当然ꎬ 苏力的研究带有更强的社会科

学解说色彩)ꎮ
相较而言ꎬ 前述那些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中其作者自我认同为或者通常被同行归类

为 “法律社会史” 的作品ꎬ 总体来看ꎬ 很难说是直接继承了瞿同祖的前述两大方法论特点ꎬ
而是主要来自于 (历史学意义上的) 社会史研究进路在中国古代法律议题研究上的延伸和

展开ꎮ 进一步详言之ꎬ 第一ꎬ 当下研究明清诉讼与社会的 “法律社会史” 作品ꎬ 通常都带有

明显的区域关照 (例如关于江西、 徽州之诉讼文化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尤其多)ꎬ 一些学者

更是鲜明地打出 “地方法律社会史” 的旗号ꎬ 以彰显此种研究进路相较于那种主要利用跨

地域史料、 采用从帝国整体着眼的巨观分析方法、 关注法律文化与社会整体变迁之关系的法

律社会史研究进路的优点ꎬ并且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对考察时段予以限缩ꎬ 以至于一些学者

批评此类研究过于 “碎片化”ꎬ 而这显然与瞿同祖当年所采用的 “长时段”、 “整体主义” 方

法有所不同ꎮ 第二ꎬ 当下研究明清诉讼与社会的 “法律社会史” 作品ꎬ 大多是从发掘更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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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⑩ꎬ 导论第 １－２ 页ꎮ
同注④ꎬ 第 ８６ 页ꎮ
参见注ꎻ 张中秋: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ꎻ 范忠信、 郑定、 詹学农: «情理
法与中国人»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ꎻ 武树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ꎮ
参见苏力: «大国宪制: 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参见林文凯: «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 “地方法律社会史” 研究提出的对话»ꎬ 载柳立言编: «史料与
法史学»ꎬ 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３１１－３４８ 页ꎮ 据林文凯概括ꎬ 地方法律社会史
研究 “这一取径的重点是以整个地方社会为讨论空间ꎬ 关切社会纠纷如何在地方社会中出现ꎬ 以及其如何解
决的过程ꎬ 尝试把这其间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变迁过程ꎬ 以及政治、 经济与法律文化的关联统合在一起讨论ꎮ
尤其关切从地方行政的角度着眼探究法律文化与地方治理的整体关联”ꎮ



会性史实入手展开ꎬ 侧重于利用多元的史料文献来描绘和展示其时民间诉讼的实况ꎬ 而不像

瞿同祖当年那样还致力于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运作实际情况提供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主

义解释 (客观地说ꎬ 这与当下此领域的研究者们总体上缺乏像瞿同祖当年所受到的那样系统

的社会学训练ꎬ 甚至对社会学兴趣不大有关)ꎮ 就上述几点而言ꎬ 当代不少学者所理解和使

用的 “法律社会史” 研究方法ꎬ 与瞿同祖当年所开创的那种 “法律社会史” 范式相比ꎬ 其

“名” 虽同ꎬ 但其 “实” 已然有变ꎬ 故而很难称得上是对瞿同祖范式的直接复兴ꎮ
我们该如何评价当代学者进行的明清诉讼与社会领域的 “法律社会史” 研究? 将之视

为对瞿同祖范式的一种背弃ꎬ 还是将之看作是在瞿同祖范式之外另辟新径? 对于此类问题的

回答ꎬ 归根结底ꎬ 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 “法律社会史” 的学术意义ꎮ 倘若我们不是将 “法
律社会史” 当作时髦的学术标签加以标榜ꎬ 那么ꎬ 我们就必须去认真思考在上述这种 “变”
与 “不变” 背后的得失ꎮ 一方面ꎬ 当学者们从注重 “整体主义” 的瞿同祖范式逐渐转向当

下强调区域性、 地方性的法律社会史研究时ꎬ 我们收获了更为精细化的细部认知ꎬ 但同时也

容易变得视野越来越碎片化ꎬ 并且又经常有意无意地从区域性、 地方性的研究所得径直走向

整体性的结论ꎮ另一方面ꎬ 当今天的人们批评那种 “功能主义” 进路的法律社会史研究容

易忽略历时性和滑入主观解释的泥潭ꎬ于是转而主要致力于利用各种文献史料来尽可能地

如实呈现相关社会史实时ꎬ 我们固然在微观层面深化了事实性认知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ꎬ
一些研究对相关地方性社会史实的展示和分析ꎬ 有时过于细腻或枝蔓太多ꎬ 以至于让绝大多

数并非专精于此的读者感到头绪繁杂ꎬ 逐渐失去了继续阅读下去的兴趣与耐心)ꎬ 但也往往

在分析框架的推陈出新、 理论命题的概括提炼等方面力不从心ꎮ 而这具体表现为ꎬ 一方面ꎬ
近年来研究传统中国的诉讼与社会的论著在数量上越来越多ꎬ 使得人们对相关历史社会事实

的认识越来越丰富ꎬ 但另一方面ꎬ 很少有学者能像瞿同祖、 黄宗智等研究中国法律社会史的

前辈们那样ꎬ 提出一些有较强的后续学术生命力的中层学术概念 (例如瞿同祖所说的 “法
律儒家化”、 黄宗智所说的 “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ꎮ

质言之ꎬ 如果说法律史料利用的便利性增强 (包括前文未专门提及的越来越多的史料文

献数据库的出现) 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转型的重要外部条件ꎬ 那么ꎬ 如何重构一种

兼顾历史真实性和理论启发性的 “法律社会史” 研究范式ꎬ 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们

当下不得不加以正视的问题ꎮ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ꎬ 今天的研究者们需要走出纯粹的历史学考

据视野ꎬ 保持开放的心态ꎬ 强化自己的问题意识ꎬ 训练自己的理论概括能力ꎬ 善于从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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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邓建鹏以近年出版的一本主要以清代南部县档案来研究清代县级层面的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的专著为
例ꎬ 批评说: “偏远的南部县 (局部) 与清代中国 (整体) 之间存在巨大逻辑跳跃ꎬ 我们却未见作者尝试作
过弥补这种逻辑断裂的任何理论论证ꎮ” 邓建鹏: « “化内” 与 “化外”: 清代习惯法律效力的空间差异»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９１ 页ꎮ 另可参见尤陈俊: «司法档案研究不能以偏概全»ꎬ «中国社会科学
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ꎮ
对功能主义方法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运用之反思与批评ꎬ 参见孙国东: «功能主义 “法律史解释” 及其限
度———评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ꎬ «河北法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ꎻ 邓建鹏、 刘雄涛: «假设、 立场与
功能进路的困境———对瞿同祖研究方式的再思考»ꎬ 载 «法律史评论» (总第 ９ 卷)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社会科学理论 (例如法律社会学) 当中汲取灵感ꎮ而在这一点上ꎬ 瞿同祖这位既具有社会

学视野的理论关怀、 又能细致地梳理法律史料的前辈学者ꎬ 恰恰可以被作为我们向其致敬的

学术榜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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