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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前期以三法司为主体的中央司法机关ꎬ因职权不平衡导致刑部权力过重ꎬ大理寺平冤职能缺

失ꎬ其制衡与监督主要体现在都察院与刑部之间ꎮ 乾隆中期陈布统案的原始档案呈现了“两议”机制下一个全

闭环的司法过程ꎬ其中有关部院“两议”的详细记录ꎬ展示了清代前期中央司法机关制衡机制的实际运转状况ꎮ
概言之ꎬ“部院之争”在皇帝的统摄协调下并未演变成衙署相抗及朋党之争ꎬ而是在多个层面上有效发挥了司法

监督的作用ꎬ从而最大程度保证了司法活动的详慎公正ꎮ
〔关键词〕部院之争ꎻ两议ꎻ陈布统案ꎻ司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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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论“部院之争”ꎬ特指清末“预备立

宪”时ꎬ在官制改革过程中ꎬ新设立的法部(原刑

部)与大理院(原大理寺)之间产生的司法权限

之争ꎬ而对清代前期的“部院之争”ꎬ以及由此体

现的“两议”司法运行体制ꎬ特别是皇权对部、院
权力制衡的统摄ꎬ尚无专文论述ꎮ

清承明制ꎬ由刑部、大理寺与都察院组成三

法司ꎬ作为中央最高司法机构ꎬ参与司法审判活

动ꎬ但与前代相比ꎬ清代三法司的职权又发生较

大变化ꎮ 清代以前ꎬ“亭平疑狱ꎬ专属大理”ꎬ〔１〕

大理寺承担主要的司法职能ꎬ刑部与都察院只有

复核与监督职能ꎬ而到了清朝ꎬ刑部变为中央最

高司法审判机关ꎬ故有“部权特重”之谓ꎮ 大理

寺的职权被极大削弱ꎬ曾在清末刑部任职的近代

法学家董康就有 “惟清之大理ꎬ视同闲秩” 之

言ꎮ〔２〕权力过重易滋生弊端ꎬ因而必须对刑部的

权力加以制衡才能最大可能实现司法公正ꎬ清朝

统治者希望通过“三法司核拟”的会审制度来限

制刑部权力ꎮ 此前研究者多着眼于三法司会审

制度及其过程ꎬ注重分析会审制度在司法运行中

所起的作用ꎬ对三法司内部的权力制衡关系运转

机制则少有论及ꎻ同时ꎬ对清代大理寺职掌平反

冤狱职能的缺失几乎也无论及ꎬ“数十年来ꎬ未见

(大理寺)翻驳一案ꎬ出入一囚者”ꎬ〔３〕 因此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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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司法监督主要体现在都察院对刑部的权力

制约ꎮ 我们通过档案材料ꎬ特别是乾隆时期著名

的陈布统案ꎬ探讨清代前期的“部院之争”ꎬ对于

观察清代中央司法机关之间监督机制的运行及

其效果ꎬ对我们建设及完善中国的现行司法机关

内部监督体系ꎬ均有重要意义ꎮ 故专文探讨ꎮ

一、“部院之争”的前提:职权分配不平衡

刑部在清朝有“刑名总汇”之称ꎬ作为全国

最高司法审判机关ꎬ在司法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ꎮ 地方徒刑案件须报刑部备案ꎬ流刑及充军、
发遣即须刑部批结ꎬ死刑案件由督抚向皇帝具题

后ꎬ三法司照例奉旨核拟具奏ꎬ而京师的徒刑以

上案件也由刑部审断ꎬ是为现审ꎮ 此外ꎬ清朝的

会谳大典———秋审也是刑部的一项重要职责ꎬ为
了彰显“明德慎罚ꎬ慎重人命”的统治理念ꎬ清代

将死刑分为“立决”和“监候”ꎬ非常严重的犯罪

如谋反等才会拟“立决”ꎬ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死

刑立即执行ꎬ而被判处“监候”之囚ꎬ则因社会危

害性较轻可以“缓期执行”ꎬ留待第二年复核ꎬ再
根据案情轻重判断是否需要执行死刑ꎬ如此循环

往复ꎬ这种复核就是清朝的秋审制度ꎮ 大理寺作

为“三法司”之一ꎬ主要职责是平反冤狱ꎬ即复核

死刑案件有无冤错ꎮ〔４〕 而有“风宪衙门”之称的

都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监察ꎬ司法事务中的监察也

是其职责的重要部分ꎬ«大清会典»规定ꎬ都察院

“凡重辟则会刑部、大理寺以定谳ꎬ与秋审、朝
审”ꎮ〔５〕

刑部与都察院共同参与的司法活动主要有

三法司会审京师死刑案件ꎬ核拟全国死刑案件ꎬ
以及秋审、朝审ꎮ 京师的死刑案件ꎬ由刑部承办

“现审”后ꎬ都察院与大理寺官员先后赴刑部参

与会审ꎬ分为“会小法”与“会大法”ꎮ “会小法”
是指参与会审的非三法司最高长官ꎬ由承办的刑

部清吏司长官召集ꎬ大理寺派出一名寺丞或评

事ꎬ都察院则派出一名御史参加ꎬ作出处理意见

后送往刑部呈堂ꎬ即由该部堂召集三法司的高级

会审ꎬ即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副都御史ꎬ大理寺卿

或少卿赴刑部面审同议ꎬ该会审由三法司最高级

别长官参与ꎬ称之为“会大法”ꎮ 地方各省的死

刑重案ꎬ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 者ꎬ由督抚具

题ꎬ一面向皇帝具题ꎬ一面将揭帖咨送都察院与

大理寺ꎬ都察院与大理寺根据揭帖详推案情ꎬ复
核所拟罪名与适用法律是否适当ꎬ预拟意见ꎬ待
刑部拟定谳语意见ꎬ送都察院参核ꎬ若与预拟意

见无异ꎬ再送大理寺审核ꎬ审核无异议则画稿会

题ꎮ 秋审程序分为地方秋审和中央秋审ꎬ地方秋

审由府县造案犯清册ꎬ有司审录ꎬ督抚会审后将

结果汇题上奏皇上ꎬ由皇上降旨“授权”三法司

复核地方秋审结果ꎬ从而进入中央秋审程序ꎮ 刑

部进行看详、核拟ꎬ审定部拟意见ꎬ然后于每年八

月份在天安门外金水桥西与九卿、詹事、科道官

员齐聚举行会审ꎮ〔６〕

在三法司会审的司法活动中ꎬ刑部均为主稿

衙门ꎬ虽然顺治十五年强调“嗣后凡三法司核拟

事情ꎬ 御史会同大理寺官 ( 与刑部) 面审同

议”ꎬ〔７〕但刑部负责前期准备ꎬ办理具体核拟事

宜ꎬ出具核拟结果意见ꎬ承担主要职责ꎮ 秋审会

谳大典时ꎬ也由刑部书吏按招册逐一唱名ꎬ遇有

实缓变动者再加读看语ꎬ“其他各衙门ꎬ不过随同

画诺而已”ꎮ〔８〕«清史稿»中亦有“清则外省刑案ꎬ
统由刑部核复ꎮ 不会法者ꎬ院、寺无由过问ꎬ应会

法者ꎬ亦由刑部主稿ꎮ 在京讼狱ꎬ无论咨奏ꎬ俱由

刑部审理ꎬ而部权特重”的评价ꎮ〔９〕由此可以看出

清代司法实践中ꎬ刑部占据主导地位ꎬ权力较都

察院为重ꎮ

二、“部院之争”的合法途径:“两议”制度

权力一旦缺乏制衡便会被滥用ꎬ清前期刑部

是所谓“大部”ꎬ作为主稿衙门大权独揽ꎬ极易对

案情上下其手ꎬ从而有碍司法公正ꎬ蒙蔽皇帝视

听ꎬ因此清朝规定了三法司会审制度ꎬ使司法判

决经过多重商讨与监督ꎬ从而最大可能地实现司

法公正ꎮ 为了保障这种监督权的实施ꎬ清朝皇帝

设计出“两议”制度来保障甚至是鼓励三法司互

相制衡ꎬ充分沟通ꎬ而清代大理寺职权几乎悬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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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主要是由都察院利用这种途径向刑部提

出异议ꎬ来制衡刑部甚至是与刑部争权ꎮ
顺治十年规定ꎬ“三法司凡审拟死罪ꎬ议同

者ꎬ合具看语ꎻ不同者ꎬ各具看语奏闻ꎬ永著为

例”ꎬ〔１０〕就是说三法司各衙署在核拟死罪案件

时ꎬ意见相同ꎬ共同画题上奏ꎻ意见不同ꎬ可将两

种不同核拟结果分别上奏ꎬ这种制度称之为“两
议”ꎮ 顺治帝还要求三法司会审时必须面商ꎬ避
免仅公文往来而致会审流于形式ꎮ 顺治十二年

谕称:近来三法司题覆稽延ꎬ皆由文移往来ꎬ虚费

日月ꎮ 且事不同审ꎬ稿不面议ꎬ岂能得平? 以后

核拟死罪ꎬ在京者ꎬ尔等各堂官面同研审ꎻ在外题

奏者ꎬ各将原招详察明白ꎬ面同议覆ꎬ俱当虚心商

酌ꎬ务期情罪适当ꎬ律例允协ꎮ〔１１〕

康熙年间又强调了三法司诸臣ꎬ尤其是负责

平反核复的大理寺和负责监督的都察院ꎬ不得碍

于情面不肯作为ꎮ 康熙三年四月ꎬ御史李秀上

疏:刑狱出入ꎬ生死攸关ꎬ在外督抚成招ꎬ在内刑

部定案ꎬ自缳首以上ꎬ必敕三法司核拟ꎬ此诚明慎

用刑之至意也ꎮ 近见三法司衙门会审ꎬ皆勉强趋

赴ꎬ当其承问时ꎬ出论多有参差ꎮ 及至成招看语ꎬ
仍然照旧ꎬ依样画题ꎮ 数十年来ꎬ未见翻驳一案ꎬ
出入一囚者ꎬ总因法司诸臣ꎬ彼此恐招嫌怨ꎬ不肯

力破情面ꎮ 嗣后请敕三衙门ꎬ各出看语ꎬ通列具

题ꎬ专候睿裁ꎮ 得旨ꎬ三法司议奏ꎮ〔１２〕

雍正时期进一步明确大理寺与都察院的权

力与责任ꎬ令地方督抚将案件咨送刑部的同时ꎬ
必须咨送都察院与大理寺ꎬ且三法司须共同审理

案卷ꎮ 雍正元年五月规定:嗣后凡三法司会议案

件ꎬ刑部于各省具题完结本尾ꎬ有带及行令补参

者ꎬ督抚咨覆到部ꎬ其或处分ꎬ或宽免ꎬ作何完结

之后ꎬ令刑部知会画题衙门ꎬ公同刷卷ꎮ〔１３〕

雍正年间还规定ꎬ若刑部所引律例不当ꎬ都
察院、大理寺扶同蒙混未查明改正ꎬ一并交部议

处ꎮ 雍正十一年三月ꎬ大学士张廷玉条奏:律例

之文ꎬ各有本旨ꎬ而刑部引用ꎬ往往删去前后文

词ꎬ只摘中间数语ꎬ即以所断之罪承之ꎬ甚有求其

仿佛、比照定拟者ꎬ或避轻就重ꎬ或避重就轻ꎬ高

下其手ꎬ率由此起ꎮ 夫都察院、大理寺与刑部同

为法司衙门ꎬ若刑部引例不确ꎬ应令院、寺驳查改

正ꎬ驳而不改ꎬ即令题参ꎮ 如院、寺扶同蒙混ꎬ或
草率从事ꎬ请即将院、寺官员一并加以处分ꎮ 雍

正帝命九卿确议具奏ꎮ 随即议定:凡引用律例ꎬ
务必请罪相符ꎬ如律内数事共为一条ꎬ轻重互见ꎬ
仍听只引所犯本罪ꎬ若一条止断一事ꎬ不得任意

删减ꎻ或律例无可引用ꎬ援引别条比附者ꎬ应令于

疏内声明ꎬ律无正条ꎬ今比照某例科断ꎬ倘承审官

仍前玩忽ꎬ援引失实ꎬ及律例本有正条而故引别

条ꎬ出入人罪ꎬ该堂官查出ꎬ将承审之司员题参ꎬ
书吏严拏究审ꎬ各照本律治罪ꎮ 至三法司衙门ꎬ
理应一体详慎ꎬ嗣后凡应法司会审事件ꎬ刑部引

例不确ꎬ院、寺即查明律例改正ꎬ倘院、寺驳改犹

未允协ꎬ三法司堂官会同妥议ꎬ如院寺扶同蒙混ꎬ
别经发觉ꎬ将院、寺官员ꎬ一并交部议处ꎮ〔１４〕

司法程序中的“两议”ꎬ意味着都察院与大

理寺不得在会审中蒙混职责ꎬ反映了三法司之间

的权力制衡ꎬ目的在于促进司法公正ꎬ同时也便

于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ꎮ 清前期“两议”屡见不

鲜ꎮ 顺治十七年ꎬ三法司核议浙江巡按牟云龙之

罪ꎮ 一议ꎬ牟云龙系钦差巡按ꎬ将贪官吴之荣原

参赃四万余两ꎬ妄请脱卸ꎬ虽无受贿实据ꎬ但情罪

重大ꎬ应照先拟立斩ꎻ一议ꎬ或系承问官隐匿受赃

原情ꎬ以致云龙凭详具题ꎮ 请敕督抚取承问官及

书办口供ꎬ以凭定拟ꎮ 顺治帝折衷“两议”ꎬ谕称

贪官审实赃款ꎬ辄为出脱请销ꎬ徇庇情弊ꎬ法难宽

贷ꎬ著该督抚严取申详经承员役口供ꎬ再加详审

确议ꎬ画一具奏ꎮ〔１５〕

“两议”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大理寺与都

察院实施监督权ꎬ限制刑部“部权特重”ꎬ促使三

法司在会审时进行更充分的讨论ꎬ最终得出更完

善的结论ꎬ“画一具奏”ꎮ 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ꎬ
三法司运转机制逐渐偏离其预设的监督、制衡初

衷ꎬ官员分门别派时有发生ꎮ 乾隆时期ꎬ三法司

之间利用“两议”制度屡屡提出对立意见ꎬ渐成

两衙门相角之势ꎬ抬高司法成本ꎬ降低司法效率ꎬ
因此最高统治者试图通过限制“两议”来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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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ꎮ
乾隆六年ꎬ湖北巡抚范璨奏报ꎬ民人江在金

殴伤大功服兄江声先身死ꎬ拟以斩决ꎬ并声叙应

否比照救母情切ꎬ酌量宽减ꎬ请刑部议复ꎮ 刑部

议覆称ꎬ查江在金供内ꎬ虽有怕声先误打伊母之

语ꎬ然实无救母情形ꎬ自不便比照此例议减ꎮ 左

都御史杭奕禄等议:江在金并无与兄斗殴之事ꎬ
若照弟殴大功服兄律拟以斩决ꎬ未免情轻法重ꎬ
应改为斩监候ꎮ 乾隆帝采纳了都察院的意见ꎬ将
江在金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ꎬ并就此案表明:凡
遇人命重案ꎬ朕必再三推详ꎬ稍有可原之情ꎬ或降

旨更改ꎬ或交九卿会议ꎮ 三法司惟应按律定拟ꎬ
不得意为轻重ꎮ 今此案刑部系按律办理者ꎬ而都

察院、大理寺ꎬ另议监候ꎬ虽属原情ꎬ究非立法之

本义ꎮ 且两议之事ꎬ间或一二人意见不同则可ꎬ
乃三法司本属一体ꎬ而与刑部判然两议ꎬ将来一

衙门立一意见ꎬ甚有关系ꎬ著训谕知之ꎮ〔１６〕 同年

十月ꎬ大理寺少卿周倓奏称:法司会议ꎬ不得各立

意见ꎬ曾经奉有谕旨ꎬ今三法司仍蹈故辙ꎬ动成

“两议”ꎬ请嗣后三法司核拟事件ꎬ有应酌改者ꎬ
即移知刑部ꎬ定期赴刑部衙门公同面议ꎬ画一定

拟ꎮ 得旨允行ꎬ下部知之ꎮ〔１７〕这一规定对“两议”
限制使用ꎬ即允许有“两议”ꎬ但不允许两个衙门

各持一议从而形成两个机构的“对立”ꎮ 乾隆十

一年五月ꎬ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题ꎬ李文

贵殴死胞兄李文远一案ꎬ刑部等衙门将李文贵依

弟殴胞兄致死律ꎬ拟斩立决ꎮ 御史宜兆罴等随后

提出不同意见:李文远之伤ꎬ由自行碰跌及夺爬

所致ꎬ与实在弟殴胞兄者有间ꎬ可否量为末减请

旨ꎮ 乾隆帝将此案交九卿定议具奏ꎮ 乾隆帝表

示ꎬ弟殴胞兄致死ꎬ例应斩决ꎬ三法司照例定拟ꎬ
原未差谬ꎬ所以重人伦也ꎮ 然立决案件ꎬ具题时

皆三覆奏ꎬ其中情节稍有一线可原者ꎬ朕必交九

卿定议ꎬ以期至当ꎬ向似此等改从监候者ꎬ不知凡

几ꎮ 御史等宜无不知ꎮ 即此案稍涉疑似ꎬ部、堂
两议ꎬ而御史亦各从而列名于后ꎬ未为不可ꎮ 今

乃部、堂御史ꎬ各分门户ꎬ置定例于不问ꎬ而伊等

即行另议ꎬ改为监候ꎮ 于理甚属不合ꎬ况从前因

伊等两议具奏ꎬ屡经降旨训饬ꎬ乃并不遵旨奉行ꎬ
非无心错误可比ꎬ此风断不可长ꎬ著将后议之御

史等ꎬ交部严察议奏ꎮ〔１８〕

如此一来ꎬ“两议”之制又无法发挥权力制

衡的作用ꎬ大臣们多以“两议”为讳ꎬ刑部作为主

稿衙门ꎬ得出案件结论后ꎬ其余会审者纷纷附和ꎬ
依样画题ꎬ如此刑部一家独大的情形又阻碍了三

法司运转机制的有效运行ꎬ背离三法司会审制度

的原意ꎬ因此皇帝又下旨提倡“合理的两议”ꎮ
乾隆十八年五月谕称:谳狱重案ꎬ交三法司核拟ꎬ
原期详慎ꎬ以昭平允ꎮ 其事属同ꎬ固成信谳ꎬ如或

迹涉两是ꎬ间有一二人不能尽归画一者ꎬ自不妨

各抒所见ꎬ候旨酌夺ꎬ向来原未定有不准两议之

例ꎮ 今据左都御史梅毂成召对时奏称ꎬ近年法司

办理刑名ꎬ每以两议为讳ꎮ 朕前因刑部、都察院

每各持意见ꎬ彼此分朋ꎬ竟成两衙门相角ꎬ此实恶

习ꎬ有关政体ꎬ是以降旨训谕ꎻ而乾隆六年大理寺

少卿周倓因奉有训饬谕旨ꎬ遂奏请画一具题ꎮ 夫

狱一成而不变ꎬ案情律意ꎬ推校不惮周详ꎬ要归一

是而已ꎮ 固不得逞其偏见ꎬ攘臂相争ꎻ而避立异

之名ꎬ苟且附和ꎬ亦岂国家设官集议之本意! 且

懦黠者ꎬ转得借口以为蒿目无策ꎮ 嗣后三法司核

拟重案ꎬ如有一二人意见不能相同者ꎬ原可两议

具题ꎬ但不得合部、合院ꎬ各成一稿ꎮ〔１９〕

由此可见ꎬ皇帝对三法司之间关于刑案的不

同意见及其呈现的“两议”方式ꎬ希冀保持在合

理的范围内ꎬ既对刑部权力有实质制衡但又不允

许与刑部形成对立ꎮ〔２０〕 “部院之争”的存在是以

司法监督为目的ꎬ有效促进司法活动的详慎公正

为指归ꎬ而不能影响其司法效率的发挥ꎬ尤其不

能演变为朋党之争进而妨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

行ꎮ

三、陈布统案透视的部院之争

要了解某项法律制度ꎬ一方面要分析其具体

内容(这一点在成文法国家尤其重要)ꎬ另一方

面更要考察其运作过程ꎬ了解其内容如何适用于

社会ꎬ只有这样ꎬ方可达到对某种法律制度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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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价ꎮ 就中国传统司法而言ꎬ也应从这两个方

面进行分析ꎮ〔２１〕“两议”的一再出现ꎬ说明清朝前

期的会审并非流于形式ꎮ 发生在乾隆二十六年

的陈布统案ꎬ是对清朝前期司法审判影响颇大的

案件ꎬ也是深入剖析“两议”机制下部院之争的

重要案例ꎮ 而现存的十几件原始档案ꎬ为我们呈

现出一个案件从地方督抚—刑部—都察院(大理

寺)—九卿—大学士—皇帝全闭环的司法过程ꎬ
特别是不同角色对具体案情的不同视角ꎮ

(一)秋审中的部院之争

陈布统案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乾隆二十六年

秋审会审时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窦光鼐与刑部抗

争的全过程ꎮ 当年广西省秋审招册内ꎬ有一起人

命案件:乾隆二十四年ꎬ陈布统与陈父悔夜守禾

田ꎬ黄父亦、邓亚弄与人约同窃牛ꎬ深夜路过田地

打火吃烟ꎬ被守禾的陈布统等人望见ꎬ疑为偷禾

之贼ꎬ邀同众人一同追捕殴打ꎬ致黄父亦、邓亚弄

身死ꎮ 广西经审转ꎬ由督抚将陈布统依故杀律拟

斩监候ꎬ入情实ꎻ陈父悔依共殴下手伤重致死律ꎬ
拟绞监候ꎬ入缓决ꎮ

该案经秋审复核ꎬ刑部作为主稿衙门经过看

详、核拟ꎬ针对案情给出的意见是:
其一ꎬ陈布统应依故杀律拟斩监候ꎬ入于情

实ꎮ 陈布统供称自己知晓死者黄父亦等三人曾

窃牛卖银分用ꎬ而案发时是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初

十日ꎬ黄父防是重邀黄父亦与邓亚弄三人一同窃

牛ꎬ刑部认为该供述乃一面之辞ꎬ死者等人曾经

窃牛之事并无失主与证据ꎬ案发当天窃牛也无事

实ꎬ陈布统等人疑其偷禾也无事实ꎬ即使死者心

有此念ꎬ陈布统等人也不得而知ꎬ并且初更之时ꎬ
在田野之中结伴而行也是常事ꎬ不能依据凶手疑

心就认定死者黄父亦等三人为窃贼ꎬ因此陈布统

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捕贼ꎬ而是恃众行凶ꎬ以故杀

律判斩监候拟入情实ꎬ似为妥当ꎮ
其二ꎬ陈父悔应改拟情实ꎮ 督抚在定罪时既

然已照故杀及共殴致死平人律定议ꎬ证明初审时

也未认定陈父悔等人的行为为捕贼ꎬ故此再将死

者邓亚弄定为贼匪ꎬ从而作为陈父悔死罪的减轻

情节就变得自相矛盾ꎮ 刑部议为:陈父六等五人

追及邓亚弄ꎬ对邓亚弄用乱棍连殴ꎬ期间邓亚弄

并未出言抵触ꎬ已被乱棍殴伤ꎬ倒地昏迷ꎬ痛楚不

堪ꎬ不可能出现督抚疏称 “不服捆拿ꎬ殴因拒

缚”ꎻ邓亚弄本来不是贼匪ꎬ不必拴缚ꎬ又何来

“拒缚”之说? 在此情形下ꎬ陈父悔又用锄柄殴

打邓亚弄ꎬ将其左后肋骨打断从而致其死亡ꎬ实
属杀害无辜ꎬ暴横已极ꎮ 若此时将死者邓亚弄冠

以贼匪之名ꎬ便是故意放纵凶犯ꎬ于情理不合ꎬ因
此应将陈父悔改拟情实ꎬ以为逞凶杀人者戒ꎮ〔２２〕

刑部以上意见得到九卿赞同ꎮ 而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窦光鼐不肯依样画题ꎬ按程序向刑部发

出签商改驳ꎬ称陈布统不该入于情实ꎬ陈父悔也

不应改拟情实ꎬ二人都应入缓决ꎮ 窦光鼐原签中

详细阐述其观点ꎬ就法律适用及犯罪事实认定等

问题对刑部提出质疑:
第一ꎬ陈布统应改缓决ꎮ 死者黄父亦与邓亚

弄同往窃牛ꎬ有其同伙黄父防亲口证供ꎬ且虽窃

牛未成ꎬ三人黑夜聚集他人田地ꎬ形迹可疑ꎬ被当

做偷禾之嫌疑人合情合理ꎬ并且ꎬ又岂知三人窃

禾不成被禾地主人陈布统追逐才诡称窃牛? 窃

禾未遂之人ꎬ按律“笞五十”ꎬ陈布统等人作为事

主及邻佑ꎬ是为“应捕之人”ꎬ陈布统追及黄父亦

后已将其制服ꎬ但黄父亦声称事后要带人放火烧

村ꎬ陈布统闻言信以为真ꎬ用枪连戳将黄父亦杀

死ꎬ这一情节属实ꎬ因此广西督抚以陈布统“临时

起意ꎬ杀出有心”为由将其以故杀入于情实似乎

并无不当ꎮ 然而ꎬ这种看似故杀的情形ꎬ在“罪人

拒捕”条内不拒捕而擅杀罪人的罪责中已有规

定ꎬ换言之ꎬ罪人拒捕条内不拒捕而擅杀罪人本

身兼容故杀情形ꎬ即使陈布统有心杀人ꎬ也应属

擅杀ꎬ以斗杀论ꎬ应拟绞监候ꎮ 陈布统被以故杀

罪拟定斩监候ꎬ是因为督抚与刑部认为其杀人为

事实ꎬ但死者黄父亦等窃牛并未发生实事ꎬ陈布

统“并未被窃ꎬ残忍杀人ꎬ法难宽宥”ꎮ 而上述论

证已说明故杀理由很难成立:陈布统追捕窃匪而

擅杀致死ꎬ应属擅杀罪人ꎬ其本罪不应死者ꎬ应各

以斗杀论ꎬ情节较故杀平民为轻ꎬ刑部不应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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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加重陈布统罪刑ꎬ也不应将罪人视作平民给予

同等保护ꎻ就陈布统罪行而言ꎬ斩监候的量刑本

就过重ꎬ因此秋审时更不应入情实ꎬ应该改为缓

决ꎮ
第二ꎬ陈父悔已入缓决ꎬ不可改为情实ꎮ 窦

光鼐提出ꎬ邓亚弄已先被陈父六等乱棍殴伤ꎬ后
仍拾取石头掷向他们ꎬ存在拒捕情节ꎬ而且肩甲

臂膊犹可谓轻伤ꎬ但右肋骨断与顶心偏左都可谓

致命伤ꎬ可见邓亚弄在陈父悔追打其行为前ꎬ已
身受重伤ꎬ其死亡结果不能全部归因于陈父悔的

殴打行为ꎬ只因陈父悔最后下手ꎬ直接导致邓亚

弄死亡结果的发生ꎬ才量刑最重ꎮ 因此从情节

看ꎬ陈父悔并非穷凶极恶ꎬ有心致死ꎬ督抚原拟缓

决较为平允ꎬ而刑部议将其改入情实十分不妥ꎮ
随后ꎬ窦光鼐对刑部改议情实的理由一一反驳ꎮ
首先ꎬ刑部将这起案件定义为“械斗”ꎬ将捕贼行

为定义为“械斗”本就十分荒唐ꎬ更何况定例对

凶器的界定为刀枪弓箭斧鞭锏扒头流星骨尕参

穗秤钟等物ꎬ陈父悔手中所持锄柄自然不在“重
械”之列ꎬ因此不应定为械斗ꎻ其次ꎬ刑部提出ꎬ其
时邓亚弄已倒地不起ꎬ陈父悔仍上前殴打ꎬ此举

与落井下石无异ꎬ可以作为加重情节ꎮ 窦光鼐就

此辩解称ꎬ黑夜之中众人追逐殴打ꎬ仓促混乱之

间无暇仔细辨别ꎬ直到后来检验时才分辨伤者所

受何伤ꎬ分别为何人所为ꎬ陈父悔造成致命伤是

偶然巧合ꎬ并非有意致邓亚弄身死ꎬ因此与落井

下石不同ꎻ其三ꎬ窦光鼐对刑部“一命抵一命”之
说质疑称ꎬ如果只要杀人者必须抵命ꎬ则每年三

法司核拟的死刑案件均为应抵之犯ꎬ其中多数受

害者为无罪之人ꎬ似更应令凶手抵命ꎬ然而实际

每年入情实者每省不过数十人或仅十余人ꎬ多数

仍拟缓决或予可衿ꎬ甚至有凶手本身理曲又以金

刃伤人致死者仍能拟入缓决ꎬ就是因其本无心杀

人ꎬ这才是体察皇上慎重人命之仁心的体现ꎬ何
以现在一定要把因捕贼过失致死人命的平民为

贼匪抵命呢?
此外ꎬ窦光鼐在签商中又援引贵州罗阿扛戳

死李正芳之妻罗氏的旧案与陈布统案对比ꎮ 该

案案犯罗阿扛黑夜路过受害人李正芳家门口ꎬ听
到李正芳在室内喊叫捉贼ꎬ罗阿扛以为李正芳是

指自己为贼ꎬ感到被侮辱ꎬ加之与李正芳本就有

口角之嫌ꎬ此时触发旧忿ꎬ于是愤然推门入室ꎬ拔
刀连戳李正芳夫妇ꎬ致李正芳之妻罗氏顶心偏左

伤ꎬ五日后罗氏身死ꎮ 该案地方督抚审结时ꎬ认
为受害者李正芳出言侮辱挑衅在先ꎬ且罗阿扛入

室以后李正芳举起板凳与其互殴ꎬ罗阿扛戳死李

正芳之妻罗氏也是互殴过程中急于脱身而为ꎬ并
非有心致死ꎬ因此将罗阿扛依斗杀律拟绞监候ꎮ
当年秋审ꎬ刑部议复赞同地方所定罪刑ꎬ罗阿扛

最终拟入缓决ꎮ 窦光鼐对该案提出质疑:首先ꎬ
李正芳夜闻犬吠ꎬ在室内声喊捉贼ꎬ并未指名ꎬ不
存在侮辱罗阿扛的情形ꎬ罗阿扛出声詈骂是因为

心中触动二人的口角旧忿ꎬ而李正芳听到后回骂

也属人之常情ꎬ不能据此认定该案衅起李正芳ꎬ
反而是罗阿扛随即于黑夜公然入室的行为实在

是形同窃匪ꎮ 其次ꎬ据李正芳所供ꎬ罗阿扛入室

后ꎬ自己举起板凳是作顶门之用ꎬ并未用板凳与

罗阿扛互殴ꎬ这一点在罗阿扛的同行伙伴陈通法

的供述中也得到佐证ꎬ而退一步讲ꎬ即使听信罗

阿扛的一面之词ꎬ李正芳用板凳殴打了他ꎬ也是

因其黑夜入室致使李正芳自救所为ꎬ由此可知该

案性质不是平民之间互相斗殴ꎬ而是罗阿扛黑夜

公然入室杀人ꎬ与窃匪无异ꎮ 窦光鼐对比陈布统

案与罗阿扛案ꎬ一则是事主邻佑追捕中擅杀窃

贼ꎬ一则是窃匪黑夜入人家内ꎬ恃强行凶杀人ꎬ结
果是刑部定议ꎬ窃匪罗阿扛入缓决ꎬ捕贼之陈父

悔却要改入情实ꎬ随众捕贼之平民罪刑反比黑夜

入室杀人的窃匪更重ꎬ显然于情理不合ꎮ
以上所述ꎬ窦光鼐于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

六日在签商内就陈布统案提出量刑异议ꎬ质疑刑

部所引律例不当ꎬ案犯陈布统与陈父悔均应依罪

人拒捕条内的擅杀罪人其本罪不应死者各以斗

杀论ꎬ〔２３〕拟绞监候ꎬ〔２４〕 入缓决ꎬ而不应如刑部所

议ꎬ分别依故杀与共殴律拟断ꎬ均入情实ꎮ
都察院与刑部对案件的重要分歧ꎬ在于死者

黄父亦与邓亚弄究竟是否为罪人身份ꎮ 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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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ꎬ窦光鼐原签中提到刑部删去了秋审招册中

陈父悔、罗阿扛两案紧要情节:“于同往窃牛下删

去黄父防赴村探听黄父亦、邓亚弄在畬地坐候情

事ꎬ遂疑当夜伙窃无据ꎻ陈布统追捕因不叙ꎬ陈布

统等约同防守畬禾供情又删去一同种畬四字ꎬ遂
疑陈布统等非应捕之人ꎻ删去邓亚弄拾石乱掷一

层ꎬ遂疑陈父六等凶殴无因ꎻ右后肋下删去骨断

字样ꎬ遂疑陈父悔凶殴独甚ꎻ锄柄向殴下删去适

字又疑陈父悔有心致死”ꎮ 刑部则认为ꎬ这些均

为地方衙署幕僚的文饰之词ꎬ与定罪量刑无关ꎬ
承办员有权删除ꎮ 一时之间ꎬ双方对案情的异议

无法达成一致ꎮ〔２５〕

(二)由“两议”到“大学士议”
按照秋审程序ꎬ都察院与大理寺官员有权向

刑部发出签商ꎬ签商者与刑部需以达成一致、“画
一具奏”为目的进行充分讨论ꎻ案情疑难复杂ꎬ双
方实在难以形成同一意见的ꎬ再通过“两议”呈

报皇帝定夺ꎮ 由此ꎬ三法司内部的充分讨论是

“两议”的必要前置程序ꎮ 而充分讨论的前提是

双方就事论事ꎬ结果是一方说服另一方ꎮ 但从窦

光鼐的签商可以看出ꎬ他并没能做到平实论述ꎬ
而是心怀愤懑ꎬ驳斥刑部观点时语带讥讽ꎬ如“故
无论以捕贼为械斗说本荒唐” “议者又谓一命须

一实抵其说尤妄”等等ꎬ除此以外更是对刑部发

出诛心诘问:“罗阿扛之不改则曰好生ꎬ陈父悔之

议改则又曰应死ꎬ不知何爱于恃强行凶之窃贼而

必求其生ꎬ又不知何恶于随众捕贼之愚民而必求

其死?” 〔２６〕刑部议复签商后ꎬ不等窦光鼐答复即

于八月二十六日密奏乾隆帝ꎬ表达对窦光鼐的不

满ꎬ在奏章中称:“若果有案情重大ꎬ疑似两歧ꎬ众
议未谐ꎬ何妨各抒独见ꎬ若成心不化ꎬ遇事胶固ꎬ
方秋审伊始ꎬ案件正多ꎬ必至日事抵牾ꎬ恐失大

体ꎬ臣等实深惶惧ꎬ再四思维ꎬ不得不详叙案情及

九卿公议ꎬ据实密陈ꎬ仰祈圣鉴ꎮ” 〔２７〕 并于八月二

十九日的奏章中附上窦光鼐原签ꎬ预先向皇帝说

明窦光鼐不肯画题的无理之处ꎬ为随后应对窦光

鼐“两议”后皇帝的质疑作了铺垫ꎮ〔２８〕

窦光鼐不知刑部已将未定议之稿先行密奏ꎬ

八月二十六日当天部臣议覆签商后ꎬ即从九卿在

陈布统入于情实稿上画题ꎻ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

六日提起“两议”时ꎬ也是以自己修改后的意见ꎬ
即陈布统应入于情实这一结果直接上奏ꎬ〔２９〕 并

未详细解释中间经过ꎬ这样在提前接到刑部密奏

的皇帝看来ꎬ窦光鼐是对自己的无理之处“取长

略短ꎬ巧为掩饰”ꎮ 于是ꎬ窦光鼐于九月初六日的

上奏引来了乾隆的严厉指责ꎬ谕称:“会谳大典不

肯平心商榷ꎬ徒用笔舌相攻ꎬ任气谩骂ꎬ不特有乖

政体而分门树帜之弊ꎬ尤不可不防其渐ꎬ前降谕

旨已明ꎮ 此事在刑部集议时ꎬ或执成见以排众

论ꎬ致窦光鼐不能心服ꎬ然其过未彰ꎬ而窦光鼐则

签驳纷呶ꎬ龂龂不已ꎬ且自奏折内将愤骂尽行抹

煞ꎬ而罗阿扛定入缓决ꎬ窦光鼐已经画题ꎬ何以复

议改情实ꎬ其故杀之陈布统何以改缓决ꎬ而彼奏

折中又未详悉声叙ꎬ是窦光鼐忿争失体ꎬ既不可

为训ꎬ及陈奏时自知于理不胜ꎬ因取长略短ꎬ巧为

掩饰ꎬ以上情节著窦光鼐按实明白回奏ꎮ” 〔３０〕 随

后ꎬ乾隆帝又在令大学士查明此案的旨意中评论

窦光鼐:“会谳大典理应虚公核定ꎬ果有拟议未

协ꎬ不妨平心商榷ꎬ务归明允ꎬ即使意见不能强

同ꎬ原可两议具请ꎬ候朕酌夺ꎬ今观窦光鼐议贴因

已见参差ꎬ竟至以笔舌忿争哓哓不已ꎬ此等习气

在前明弊政时视为固然ꎬ以致各立门户ꎬ大坏朝

政ꎬ今当纲纪肃清之日ꎬ一切案牍朕无不折衷裁

处ꎬ窦光鼐岂得逞意ꎬ侈腾口说ꎬ歧乖政体ꎮ” 〔３１〕

陈布统案的“两议”未能顺利按照程序得到

皇帝的裁决ꎬ而是先引来了皇帝的训饬ꎮ 正如上

文所述ꎬ皇帝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会审制度的有

效运转ꎬ因此不止窦光鼐“各立门户”的行为会

引起皇帝的愤怒ꎬ刑部拒绝与窦光鼐充分沟通ꎬ
将窦光鼐签商未定议之稿先行密奏ꎬ且抓住其口

实“密行入告”的行为ꎬ无疑也扰乱了三法司机

制的正常运转ꎮ 因此乾隆帝在训饬窦光鼐的同

时也并未偏袒刑部ꎬ令大学士来保等人详查此案

情形时谕称:“(窦光鼐)签内称刑部删去黄父防

赴村探听一节ꎬ则系本案是否窃贼要据ꎬ招册内

何以不入? 又罗阿扛一案何以定议缓决ꎬ与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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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不符ꎬ以窃贼杀人而议缓ꎬ何以服守禾杀贼

而改实者? 朕观窦光鼐虽不无气质用事ꎬ口舌纷

争之失ꎬ而刑部先后两奏ꎬ迹似预为张本ꎬ其中情

节曲直亦或有不足服窦光鼐之心者ꎬ着将各折交

与大学士来保、史贻直ꎬ协办大学士梁诗正ꎬ将两

案审拟各原稿详悉确核ꎬ秉公定议具奏ꎮ” 〔３２〕

(三)大学士核拟定议

清朝有大学士管理部务的体制ꎬ大学士直接

听命于皇帝ꎬ在六部与皇帝之间搭起了既不能专

权又听命于皇帝的桥梁ꎬ反映了皇权的加强ꎬ〔３３〕

除三法司外ꎬ皇帝也经常将涉及官员的重大案件

或有争议刑案案件交大学士等议ꎮ 陈布统案中ꎬ
皇帝早在接到刑部先后两奏后已经谕令大学士

来保、史贻直ꎬ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复核两案审拟

原稿ꎬ在九月初六日接到窦光鼐奏折后又于九月

初八日将此一并交与大学士来保等人ꎬ令其结合

所有材料仔细审核案情ꎬ秉公定议ꎮ 大学士来保

等奉旨核查陈布统案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ꎬ死者黄父亦、邓亚弄与逃脱的黄父防

三人确为窃匪ꎮ 黄父防亲口供述ꎬ邀约黄、邓二

人一同窃牛ꎬ以及自己先去村口探听望风ꎬ等村

民熟睡后引他们进村窃牛的事实ꎻ另外ꎬ黄父亦

的妻子与母亲也都称其生前整日在外游荡ꎬ不务

正业ꎬ家中十分贫穷ꎬ这些证据相互佐证ꎬ可推知

死者等人于案发当天确实正准备实施窃牛行为ꎬ
因此三人确为窃匪ꎮ 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ꎬ在于

采纳了黄父防等人的口供ꎬ虽然制度允许刑部在

招册内删繁就简ꎬ但该案中黄父防供述自己邀同

窃牛ꎬ赴村探听的情节显然是判断死者身份进而

影响陈布统等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ꎬ与闲言虚

词不可等同视之ꎬ刑部不应将其删去ꎮ
第二ꎬ即便死者确为窃匪ꎬ黄父亦被陈布统

追及后也已经受枪伤倒地ꎬ没有反抗能力ꎬ陈布

统完全可以将其抓捕送官处理ꎬ却因惧怕他放火

烧村的恐吓而起杀心ꎬ用枪连戳黄父亦致其身

亡ꎬ实是逞凶用强ꎬ应照故杀拟情实ꎮ
第三ꎬ陈父悔追赶邓亚弄ꎬ本是受陈布统的

指使ꎬ邓亚弄倒地前所受重伤也不是陈父悔所

为ꎬ锄柄又不是凶器ꎬ综合来看ꎬ陈父悔的犯罪情

节较轻ꎬ应拟缓决ꎮ
清朝重视犯罪的主观情形ꎬ唐朝时斗杀时只

要用金刃即可推定“害心显著”ꎬ定为故杀ꎬ而清

朝故杀与斗杀的区分标准只有犯罪者的主观意

图ꎬ有意杀人为故杀ꎬ无意杀人为斗杀ꎬ由于主观

上有意无意的认定大多只能以犯罪者口供为证ꎬ
导致清朝出现故杀与斗杀相混淆的情形时多数

认定为斗杀ꎬ且多入于缓决ꎮ 陈布统案中ꎬ大学

士等人也采用了“犯罪者是否有杀人意图”这一

主观标准来定罪ꎬ将死者的窃匪身份只作为情节

标准参考量刑ꎬ认定陈布统属于有心故杀ꎬ应拟

入情实ꎬ而陈父悔从众斗殴无心致死ꎬ应拟入缓

决ꎮ
另外ꎬ对窦光鼐提出异议的罗阿扛案ꎬ大学

士等人也采用了这种主观意图标准ꎬ无论该案前

因后果如何ꎬ施害受害双方身份、关系如何ꎬ案犯

罗阿扛属于斗殴时急于逃脱ꎬ一时失手ꎬ本无欲

杀之心ꎬ因此认定原拟缓决恰当ꎬ没有采纳窦光

鼐的意见ꎮ 这个结果或许还有一层理由ꎬ罗阿扛

案已经皇帝的最终批示ꎬ奉旨著“秋后缓决”ꎬ因
此在核拟案情的大学士看来ꎬ窦光鼐的意见根本

毋庸再议ꎮ 最终ꎬ大学士来保等于乾隆二十六年

九月十二日回奏:陈布统依刑部议ꎬ仍以故杀拟

情实ꎬ陈父悔依窦光鼐所议ꎬ即该抚原议ꎬ拟缓

决ꎬ并请饬刑部ꎬ嗣后招册只许略删虚字重句及

无关紧要闲文ꎬ 不得删去要据情节ꎬ 以昭详

慎ꎮ〔３４〕乾隆帝予以肯定ꎮ 窦光鼐也于九月十八

日回奏时自陈:“此皆臣愚昧激直ꎬ不能降心抑

气ꎬ与刑臣婉商所致ꎬ臣实无所辞咎” “所有臣愚

昧之咎ꎬ仰祈皇上将臣交部严加议处”ꎮ〔３５〕 吏部

议窦光鼐当左迁ꎬ乾隆帝命仍留任ꎮ

四、“部院之争”的司法监督效果与“正当防卫”

陈布统案只是清前期“部院之争”的一个缩

影与载体ꎬ该案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窦光鼐虽然

受到皇帝申饬ꎬ但他的“两议”之举最终纠正了

刑部随意删减招册内影响量刑轻重的重要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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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ꎬ使得案犯陈父悔未如刑部所议改入情

实ꎬ实现了个案的司法监督ꎮ
陈布统案后ꎬ窦光鼐的上奏进而证明都察院

的司法监督不止于此ꎮ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三十

日ꎬ窦光鼐上奏乾隆帝ꎬ就“盗贼与事主相杀伤案

件”的法律适用陈述理由ꎮ 上奏称“臣自今岁三

月至八月ꎬ与刑臣陆续签商有关罪名出入者ꎬ计
十二案ꎬ而盗贼事主之案居其八”ꎮ 其中ꎬ湖广司

唐成添戳死贼首张得卫一案、浙江司陈永桂等殴

死吴郁元一案、直隶司贼犯刘老等拒捕扎死无名

人一案ꎬ与安徽司贼犯杨德士拒捕刀伤事主妻女

一案ꎬ这四案刑部采纳窦光鼐的意见ꎬ“已依签改

驳”ꎻ山西司贼犯杜九思拒捕一案ꎬ窦光鼐签商一

次后刑部回复ꎬ窦光鼐同意刑部意见ꎬ“即行画

题”ꎻ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ꎬ福建司事主蔡朝一

案ꎬ以及江西司事主黄魁成一案ꎬ窦光鼐与刑部

签商往复多次而“未有定论”ꎮ 签商原因是窦光

鼐认为刑部近来办理这些“盗贼、事主相杀伤”
案件时适用法律不当ꎬ导致量刑出现偏差ꎬ其理

由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ꎬ于法理而言ꎬ针对事主与窃盗相杀伤

案件ꎬ刑部逐渐形成了援用“罪人拒捕、罪人不拒

捕”条作为通用活例的惯性ꎬ事主杀死窃盗的ꎬ比
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律”ꎬ以斗杀论ꎬ导致按其

本律本例ꎬ即“夜无故入人家”条〔３６〕罪止杖、徒的

事主被拟绞刑ꎮ 窃盗杀伤事主按律应斩决的ꎬ也
一并按斗杀拟绞ꎬ往往导致事主量刑畸重ꎬ窃盗

却被轻纵ꎮ 窦光鼐指出ꎬ“罪人拒捕律”本为官

差追捕犯人而订立ꎬ事主杀、伤盗贼者ꎬ自有其本

律本例ꎬ即“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律”
及条例ꎬ以及乾隆二十五年由河南按察使蒋嘉年

条奏定例〔３７〕ꎬ“若贼人偷窃财物被事主殴打致

死ꎬ则比照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致死

律ꎬ杖一百ꎬ徒三年ꎮ 惟在旷野白日摘取苜蓿蔬

果等类ꎬ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ꎬ这是因蔬果等物

细微ꎬ不同于财物ꎬ不得将偷盗蔬果者以窃盗论ꎬ
这才将事主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ꎬ也就是说ꎬ不
加区分地适用“罪人拒捕”条会额外加重事主邻

佑等人的罪刑ꎮ 窦光鼐认为ꎬ这类案件应按其本

律本例ꎬ若窃盗持仗拒捕ꎬ则官差、事主、邻佑依

律均得格杀勿论ꎬ即便窃盗不持仗但拒捕ꎬ因其

拒捕而杀之的事主也应轻判ꎮ
其二ꎬ于情理而言ꎬ事主杀盗贼与平民相杀

不可同日而语ꎮ 平民之间的“谋杀、故杀、斗杀、
共殴杀”ꎬ要治以斩绞之刑ꎬ体现了“人命为重”
的原则ꎬ用重刑使人引以为戒ꎬ事主擅杀窃盗罪

止杖、徒ꎬ也并不意味着不重人命ꎬ宽纵事主ꎬ而
是因为“盗贼为害于人ꎬ生不得与平民齿ꎬ死亦不

得与平民抵”ꎬ重盗贼之拒捕而轻事主邻佑之擅

杀ꎬ才能达到明刑弼教的效果ꎬ使人不敢为盗ꎮ
反之按刑部所拟ꎬ事主擅杀拒捕不持仗之窃盗以

斗杀论ꎬ则将令捕盗者畏首畏尾ꎬ盗贼逐渐横行

无忌ꎮ 最后ꎬ窦光鼐请皇帝降旨ꎬ“通饬内外问刑

衙门ꎬ凡遇盗贼事主杀、伤案件ꎬ一遵钦定本律本

例及议准新例ꎬ画一办理”ꎮ〔３８〕

窦光鼐的上奏超越了个案的司法判决ꎬ而在

更深层次上进行了司法监督ꎮ 清人钱维城也曾

在«杀贼无抵命法论»中ꎬ论及事主与贼盗相杀

伤案件ꎬ认为事主即良民杀贼ꎬ若事出突然ꎬ即便

擅杀也应罪止徒刑ꎬ而司法实践中多误用“罪人

拒捕”条的原因有二:一则依照清律规定ꎬ窃盗律

中窃盗弃财逃走时若因事主追逐而持金刃戳伤

事主的ꎬ照罪人拒捕绞罪ꎬ反之事主擅杀既无明

确规定ꎬ司法官员顺水推舟地援引了“罪人拒

捕”条处理ꎻ二则ꎬ“夜无故入人家”下原本的例

文未区分登时还是已就拘执而杀ꎬ〔３９〕 因此需用

捕亡律来补足漏洞ꎮ 其实不论是稽考古代还是

遍查清律ꎬ事主追捕过程中擅杀窃盗为其抵命并

无任何明确依据ꎬ只因办案的幕客之流学识不

足ꎬ牵强援用ꎬ才导致逐渐形成惯例ꎮ 实际上ꎬ
“罪人拒捕”条中严格区分“弃财”与否ꎬ“临时”
与否ꎬ“持仗”与否等等条件ꎬ是为了体谅某些情

形下窃盗伤人是死中求生才给予其一线宽宥ꎬ事
主杀贼也援用此条就会导致这些条件变成束缚

事主的枷锁ꎬ事主追捕贼人时需满足种种条件才

能得到宽宥ꎬ这岂不成了长盗贼之势ꎬ夺良民自

—６８１—

　 ２０２１. １学术史谭



救之权吗?〔４０〕

实际上ꎬ窦光鼐关注的这类“盗贼、事主”案
件的背后隐含着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当

防卫ꎬ这是现代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ꎬ即对

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采取制止不法侵害

的行为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ꎬ属于正当防

卫ꎬ不负刑事责任ꎮ 清代虽然没有建立完整的正

当防卫制度ꎬ但早已有学者提出“夜无故入人

家”条是正当防卫制度的精神在我国古代法律中

的体现ꎬ〔４１〕 窦光鼐引罗阿扛案与陈布统案作对

比ꎬ将大学士口中“确属不同”的两案牵扯到一

起ꎬ正是因为两案反映了同样的问题ꎬ那就是刑

部对待正当防卫问题的失当ꎮ 陈布统案是事主

邻佑受到窃盗侵害在先ꎬ即便超过了一定限度ꎬ
也是具有防卫性质的ꎮ 而罗阿扛案ꎬ是罪犯因几

句口角便深夜入室ꎬ受害人出于自卫揪住罗阿扛

以后声喊救援ꎬ在这种情况下ꎬ罗阿扛杀死受害

人ꎬ根本不能与正当防卫的案件采用一样的放宽

标准ꎮ 窦光鼐意识到了这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将

会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引导作用ꎬ社会影响极为深

远ꎬ这不仅仅是就陈布统一案的讨论ꎬ更是正当

防卫的适用标准问题在清代司法实践中的争论ꎬ
正当防卫制度的意义恰恰在于鼓励公民同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ꎬ以及震慑犯罪分子使之

不敢轻举妄动ꎬ正当防卫的限度也一直是司法实

践中的难题ꎬ即使现代刑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

卫ꎬ正确的激活与依法行使防卫权依然是当前司

法政策的一大痛点ꎮ〔４２〕 虽然正当防卫条款直至

清末修律时才正式写入法律ꎬ窦光鼐从未接触过

正当防卫理论ꎬ但他从类案中察觉到了刑部弃

“夜无故入人家”条不用ꎬ使得平民不敢捕贼ꎬ窃
盗更加猖獗ꎬ必须明确事主等人杀伤窃盗的法律

适用ꎬ为后来的司法审判提供更加正确且统一的

标准ꎬ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ꎮ
无论是“签商”提出异议还是最终提起“两

议”ꎬ都是窦光鼐作为都察院官员的职责所在ꎬ签
商结果中修改刑部议定结论的情况也屡屡出现ꎬ

更是证明刑部不能专擅ꎮ 不仅如此ꎬ窦光鼐于上

奏中提到的“去岁刑部议准蒋嘉年条奏”所定之

新例ꎬ于嘉庆六年移入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
律ꎬ即窦光鼐疏中所称“本律”下ꎬ虽然窦光鼐这

次上奏没有被记载在该律条的修订过程中ꎬ但毫

无疑问这样的司法监督正是完善立法的一大推

动力ꎮ 总之ꎬ通过陈布统案ꎬ我们进一步观察了

解了清前期都察院对刑部的司法监督是如何进

行的ꎬ在职权分配上ꎬ刑部确实占主导地位ꎬ但
“部权过重”不等于“刑部专权”ꎬ都察院积极履

行了司法监督的职责ꎮ 窥一斑而知全豹ꎬ陈布统

案甚至其背后的正当防卫法律适用之争都是清

代前期部院之争的一个缩影ꎬ表面上都察院与刑

部争论不休甚至被皇帝斥为“歧乖政体”ꎬ但其

结果恰恰证明ꎬ清代前期ꎬ都察院在司法监督中

发挥了职能作用ꎬ维持了三法司会审机制的有效

运转ꎬ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活动的慎重与

公正ꎮ 研究考察清前期“部院之争” 的实际状

况ꎬ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中央司法机关的运转与

制衡机制ꎬ对于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ꎬ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ꎬ不断完善我

国司法监督体制同样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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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钱汝城等奏ꎬ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ꎮ
〔２３〕凡犯罪(事发ꎬ而)逃走ꎬ(及犯罪虽不逃走ꎬ官司差人

追捕有抗)拒(不服追)捕者ꎬ各于本罪上加二等ꎬ罪止杖一百ꎬ
流三千里ꎻ(本应死者ꎬ无所加)ꎮ 殴(所捕)人至折伤以上者ꎬ
绞ꎻ(监候)ꎮ 杀(所捕)人者ꎬ斩ꎻ(监候)ꎮ 为从者ꎬ各减一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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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ꎬ不拒捕ꎬ而(追捕之人恶其逃走ꎬ擅)杀之ꎬ或折伤者ꎬ(此

皆囚之不应死者)ꎮ 各以斗杀、伤论ꎮ (若)罪人本犯应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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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ꎮ 主家登时杀死者ꎬ勿论ꎮ 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ꎬ减斗

杀、伤罪二等ꎮ 至死者ꎬ杖一百、徒三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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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者ꎬ仍照夜无故入人家ꎬ已就拘执而擅杀至死律ꎬ杖一百ꎬ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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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六年时窦光鼐疏中所指“夜无故入人家”条下仅包

括以上律文以及一条康熙五十一年刑部议准定例ꎬ雍正三年续

增入律并于乾隆五年修律时审定的例文ꎮ 嘉庆六年修律时ꎬ将

原载于捕亡律内的例文移至“夜无故入人家”条下ꎬ并修改内容ꎬ
于嘉庆十年改定ꎬ现开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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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偷窃财物ꎬ并市野偷窃有人看守器物ꎬ登时追捕殴打至死

者ꎬ不问是否已离盗所ꎬ捕者人数多寡ꎬ贼犯已未得财ꎬ俱杖一

百、徒三年ꎮ 余人杖八十ꎮ 若贼犯已被殴跌倒地ꎬ及已就拘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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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遁ꎬ直前追捕ꎬ或贼势强横ꎬ不能力擒送官ꎬ登时仓猝致毙者ꎬ
杖一百、徒三年ꎮ 余人杖八十ꎮ 若贼已弃赃及未得财ꎬ辄复捕殴

致毙ꎬ并已被殴跌倒地ꎬ及就拘获后ꎬ辄复叠殴ꎬ又捕人多于贼

犯ꎬ倚众共殴致毙者ꎬ仍照擅杀罪人律拟绞监候ꎮ 余人杖一百ꎮ
其贼犯持仗拒捕ꎬ登时格杀者ꎬ亦勿论ꎮ

贼犯旷野白日盗田园谷麦蔬果、柴草木石等类ꎬ被事主、邻

佑殴打致死者ꎬ不问是否登时ꎬ有无看守ꎬ各照擅杀罪人律ꎬ拟绞

监候ꎮ 其贼犯持仗拒捕ꎬ登时格杀者ꎬ仍勿论ꎮ 参见〔清〕吴坤修

等编撰、郭成伟主编:«大清律例根原»卷七十二«刑律贼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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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ꎬ杖一百ꎬ徒三年ꎮ 若业已拿获辄复叠殴ꎬ或捕人多于贼犯倚

众共殴ꎬ及恃强逞凶致毙者ꎬ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律ꎬ拟绞监

候ꎬ共殴之余人仍照律ꎬ杖一百ꎮ 参见〔清〕吴坤修等编撰、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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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１学术史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