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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律”与“财产犯罪”:古今刑法的价值变迁〔∗〕

谢　 晶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摘　 要〕“王者之政ꎬ莫急于盗贼ꎮ”与治盗相关的规则是古今刑法均极为重要的内容ꎮ 以«大清律例»为代

表的传统律典中的盗律ꎬ在看起来繁复杂乱的外在形式的背后ꎬ是试图通过养民、富民、教民、亲民的方式做到足

食、厚德、敛欲ꎬ从而止盗、去刑ꎬ真正实现“治本”的内在价值追求ꎮ 近现代刑法分类、编排各罪的标准由法益取

代行为性质ꎬ外在表现形式改变的背后ꎬ是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乃至立法价值的变迁ꎬ由禁止某些性质的行为变

为保护法益ꎮ 法益这一概念工具有诸多优点ꎬ但掩盖不了其以利益为唯一正当性基础的价值取向ꎬ与足食、厚
德、敛欲的治本方案的价值追求之间存在内在冲突ꎮ

〔关键词〕«大清律例»ꎻ盗律ꎻ法益ꎻ财产犯罪ꎻ立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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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季以降ꎬ西法东渐ꎬ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律

典被来自欧西的近现代法律取代ꎮ 有关刑法古

今嬗变的是非功过ꎬ百余年来聚讼不已、言人人

殊ꎮ 不过ꎬ对于具体问题的探讨ꎬ论者多延续“礼
法之争”的脉络ꎬ着重关注其中的“伦常条款”ꎬ
如无夫奸、干名犯义、子孙违犯教令等ꎮ〔１〕伦常问

题固然是传统律典相较近现代刑法的一大特色ꎬ
但远非全部色彩ꎮ 有鉴于此ꎬ本文另辟领域ꎬ选
取盗律为讨论对象ꎮ

盗律是传统时代律典的首要部分之一ꎬ从
«法经»的“王者之政ꎬ莫急于盗贼ꎬ故其律始于

盗贼”ꎬ〔２〕 到«大清律例»中“贼盗”位列«刑律»

首卷ꎬ囊括多达二十五条盗律ꎬ〔３〕 其重要地位两

千余年一以贯之ꎮ 法制近代化之后及至当下ꎬ虽
迭经政权更替、法制改革ꎬ与“盗”有关的条文仍

然一直是刑事立法、司法及学术研究中的重头

戏ꎮ 但关于盗律近代转型的问题ꎬ目前学术界却

似乎少有深入研究ꎬ相关作品或集中于传统时

代ꎬ〔４〕或仅偶及其中的个别条文而未顾及全部盗

律ꎮ〔５〕本文以盗律的古今转型为切口ꎬ尝试揭示相

关律例条文外在改变背后的内在立法价值变迁ꎮ

一、传统盗律繁复杂乱的外在表现形式

按照一般的说法ꎬ传统时代的治盗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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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早追溯自战国李悝«法经»中的盗法ꎬ尽
管«法经»之真实性目前尚存疑问ꎬ但此后秦汉

魏晋唐宋明清之因循传承有目可循ꎬ«大清律

例»的盗律是传统时代发展的最后形态ꎮ〔６〕 光绪

二十八年(１９０２)ꎬ清廷发布«决定修订律例谕»ꎬ
开馆修律ꎮ 但新的刑律一时难以产出ꎬ光绪三十

一年(１９０５)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上«奏删除

律例内重法折»:“请将刺字款目概行删除ꎮ 凡

窃盗皆令收所习艺ꎮ” 〔７〕 又上«修订法律大臣奏

请先将例内应删各条分次开单进呈折 (并清

单)»ꎬ删除盗律内的诸多例文ꎮ 如此ꎬ１９１０ 年在

原有«大清律例»基础之上删修形成的«钦定大

清现行刑律»中的盗律ꎬ整体而言大幅度减轻了

刑罚ꎬ但体例、内容等还都是传统的形式ꎮ〔８〕

在这部过渡性质的刑律颁行前的 １９０７ 年ꎬ
其实已经诞生了西式的«大清刑律草案»ꎬ〔９〕 此

后清廷、民国以至如今我国台湾地区的历部刑

律、刑法及相关草案均在此基础上损益发展ꎮ〔１０〕

新中国成立之后ꎬ刑法虽经废除又重建、修正ꎬ但
无论具体制度抑或背后的理论基础ꎬ均仍然不出

这一移植的脉络ꎬ拥有基本同质的价值取向ꎮ 所

以本文讲述的盗律古今转型及其价值变迁ꎬ将一

定程度简化为«大清律例»与 １９０７ 年«大清刑律

草案»之间的比较ꎮ
若粗略比较古今与盗相关的条文ꎬ则给人的

第一印象是前者非常繁杂ꎮ «大清律例刑律»
“贼盗” 篇中ꎬ “自首至妖言三条系贼ꎬ余皆盗

也”ꎬ〔１１〕盗律共二十五条ꎬ各律后再附数条至数

十条不等的例文ꎮ 其中ꎬ盗贼窝主、共谋为盗、公
取窃取皆为盗、起除刺字四律具有盗律“总则”
的性质ꎬ亦即凡论前二十一门律例ꎬ皆须以此四

项为据ꎮ “总则”之外ꎬ盗之对象为官物的律文

有盗大祀神御物、盗制书、盗印信、盗内府财物、
盗城门钥、盗军器、盗园陵树木、监守自盗仓库钱

粮、常人盗仓库钱粮ꎬ最末两条为盗一般官物ꎬ按
盗主体之不同分为监守盗与常人盗ꎬ其他的为特

殊官物ꎮ 盗之对象为私物的是强盗、白昼抢夺、
窃盗、盗田野谷麦、亲属相盗、恐吓取财、发冢ꎬ盗
田野谷麦与发冢为盗特殊私物ꎬ剩下的均为盗一

般私物ꎬ根据盗之主体及具体盗行为的不同而各

自成律ꎮ 诈欺官私取财与盗马牛畜产二律针对

的对象乃官、私物均可ꎬ另有盗之对象为人的劫

囚与略人略卖人ꎬ以及对象不明确的夜无故入人

家ꎮ (见表 １)
表 １　 盗律“总则”之外的律文

　 　 仅看这些律文的名称ꎬ其复杂程度已远超今

天ꎬ而若继续以近现代刑法学理论的目光来具体

审视ꎬ则更是一个“乱”字ꎮ 近现代刑法通常由总

则、分则两部分组成ꎬ分则中各罪根据其侵犯的

主要法益进行归类ꎮ 所谓“法益”ꎬ乃“法所保护

的利益”ꎮ〔１２〕或许正是由于受到这一近现代刑法

学分类标准的影响ꎬ在过往的研究中ꎬ学者常将

传统时代的“盗”界定为“财产犯罪”ꎬ〔１３〕 亦即主

要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ꎮ 但是ꎬ若果真以“法益”

论ꎬ则清代的二十五条盗律中ꎬ既有主要侵犯财

产法益的强盗、白昼抢夺、窃盗、盗田野谷麦、亲
属相盗、恐吓取财、诈欺官私取财ꎬ也有侵犯人身

法益的略人略卖人ꎬ又有侵犯王朝(国家)法益的

盗大祀神御物、盗制书、盗印信、盗内府财物、盗
城门钥、盗军器、盗园陵树木、监守自盗仓库钱

粮、常人盗仓库钱粮、劫囚ꎬ还有侵犯法益不确定

的夜无故入人家ꎬ且有难说主要法益究竟是私人

财产法益还是王朝(国家)法益的盗马牛畜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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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传统时代并无“法益”概念ꎬ也未按

这一标准分类、排列各律ꎮ 以«唐律疏议»为例ꎬ
其十二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则”———
«名例»ꎬ第二部分“事律”ꎬ包括«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ꎬ第三部分“罪律”ꎬ包括

«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ꎬ第四部分

为“专则”———«断狱»ꎮ〔１４〕 在 “事律” 中ꎬ按照

“事”之性质的不同归类各律条ꎬ在“罪律”中ꎬ
«杂律»为一些不便归类的犯罪集合ꎬ«捕亡»乃

程序性规范ꎬ其余三篇则按照犯罪行为性质的不

同而分篇别类ꎮ 到了明清律典ꎬ虽形成了所谓的

“六部分类法”———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

名分编ꎬ但其实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唐律的

编排方式ꎬ只是“在原唐律篇、条二级结构之间增

加了一级作为二者中介的层次ꎬ使原来传统二级

律典结构变为三级”ꎮ〔１５〕 唐律的罪律与专则部

分ꎬ基本相当于明清律的“刑律”部分ꎬ«贼盗»
«人命»«斗殴»«詈骂»«诉讼»«受赃»«诈伪»«犯
奸»«杂犯»«捕亡»«断狱»各篇ꎬ除最后的«杂犯»
«捕亡»«断狱»三篇ꎬ其余各篇基本也如唐律ꎬ乃按

照犯罪行为的性质而非“法益”分篇别类ꎮ
那么ꎬ “盗” 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说文解

字»释“盗”:“私利物也ꎬ从 皿ꎬ 欲也ꎬ欲皿为

盗ꎮ” 〔１６〕此为“盗”之本义ꎬ作动词解ꎮ «王力古汉

语字典»直接将其释为“盗窃”ꎬ〔１７〕 如此便缩小了

“盗”的含义ꎮ «春秋榖梁传» 载: “春秋有三

盗”———“微杀大夫谓之盗ꎬ非所取而取之谓之

盗ꎬ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ꎮ” 〔１８〕 «康熙字

典»也列举了盗作为动词时的一些其他含义ꎬ如
«周礼»中“司隶帅其民而搏盗贼”ꎬ«传»曰“盗ꎬ
逃也”ꎬ«风俗通»中“言其昼伏夜奔逃避人也”ꎬ
«正字通»谓“凡阴私自利者皆谓之盗”ꎮ〔１９〕当然ꎬ
律典中的“盗”又未必有如此宽泛的内涵ꎮ 律学

家有针对性更强的解说:西晋张斐“取非其物谓

之盗”ꎬ〔２０〕清初沈之奇“窃物曰盗”ꎬ〔２１〕 清末沈家

本“盗为盗窃”ꎮ〔２２〕但仍将盗之对象限定于“物”ꎬ
或将盗之方式局限为“窃”ꎬ似乎还是并不符合历

代律典的真实情况ꎮ

本文认为ꎬ“盗”作为律典中的用语ꎬ即成为

了被赋予特定法律含义的法律词汇ꎬ故对法律词

汇的解说ꎬ应从律典本身入手ꎬ考察其在律典中

的实际内涵ꎬ而非拘泥于文字学上的原义ꎬ更不

能犯以今度古之病ꎮ 纵览历代盗律ꎬ具体内容代

有损益ꎬ〔２３〕 确实难以确切定义ꎬ但仅就清律而

论ꎬ可借用前引«春秋榖梁传»之语ꎬ大致界定为:
非所取而取之ꎮ 只要行为表现为非所取而取之ꎬ
则无论其所取对象为何———或人或物或尚不明

确ꎬ也无论其取的具体方式———强、窃、诈欺、恐
吓等ꎬ均可被归之于“盗”ꎮ 因此ꎬ传统时代的盗

律ꎬ绝非仅指财产犯罪ꎬ且由于并无法益概念ꎬ也
根本无所谓“财产犯罪”ꎮ

当然ꎬ以上所论还仅是律文ꎬ倘若将清律的

例文一并纳入考察范围ꎬ则繁杂的程度更甚:因
盗之主体的身份、动机、分工以及行为对象、地域

等不同ꎬ处理规则亦有变化ꎮ 概括而言ꎬ地位或

权势高的人(家长、现任或曾任官职、捕役、兵丁)
较普通人承担更多责任ꎬ〔２４〕 行为动机的恶劣程

度、分工的重要程度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ꎬ〔２５〕

盗官物重于盗私物ꎬ〔２６〕 盗神物、马牛畜产等有特

殊价值之物重于其他普通种类物ꎬ〔２７〕 对盗情严

重之地域的案件加重处罚ꎮ〔２８〕

在这些“实体”性的规则之外ꎬ甚至还有专门

的“程序”性的规则ꎬ相较其他类型的案件ꎬ对盗案

有更高的效率要求ꎮ 相关规则集中在«刑律捕

亡»的“盗贼捕限”律例ꎮ 该律例的规范主体不再

是盗案行为人本身ꎬ而是盗案的承办人———各级

官员、捕役、兵丁等ꎮ 律文主要关于律名字面上

所言的“捕限”ꎬ例文则将审限也纳入规范ꎮ 首

先ꎬ要求迅速办结盗案ꎬ捕限、审限短于其他犯

罪ꎻ其次ꎬ若超越限期ꎬ承办人将面临较其他案件

更重处罚ꎻ再次ꎬ根据案件发生地及具体案情等ꎬ
再规定不同的限期及承办人责任ꎮ〔２９〕 据称ꎬ“地
方官不幸而罹此咎ꎬ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ꎮ 革职

能另案开复ꎬ此惟有捕务之一途ꎬ舍是则万劫不

复矣ꎮ 故官闻盗则穷治ꎬ役闻盗则急追ꎮ” 〔３０〕 所

以ꎬ有经验的官员的文集及公牍秘本中常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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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办理盗案的经验详细记载下来ꎬ告诫、示范

同侪与后生ꎮ〔３１〕

二、传统盗律“治本”的内在价值追求

繁复杂乱的盗律还普遍附有惩处较重的刑

罚ꎬ且有重而又重的趋势ꎮ〔３２〕 然而ꎬ«尚书»说:
“刑期于无刑”ꎮ〔３３〕 倡导刑治、重刑的商鞅、韩非

也认为ꎬ“刑盗非治所刑也”ꎬ〔３４〕 “以刑去刑ꎬ刑去

事成”ꎬ“非求伤民也ꎬ以禁奸止过也”ꎮ〔３５〕 繁、重
的刑律、刑罚本身并无价值ꎬ其价值在于“禁奸止

过”ꎬ具体到盗律即为“止盗”ꎬ“去刑”以至“无
刑”ꎮ

正是为了保障这些价值的实现ꎬ清律对盗行

为不仅有“实体”方面的规定ꎬ还有前及“程序”
性的专门规则ꎬ要求迅速、及时捕获盗贼、审结盗

案ꎮ «大清会典»尝强调:“每遇清理庶狱恩旨ꎬ必
将因事牵涉ꎬ拘系待质各犯ꎬ速行讯明省释ꎮ 一

切案件ꎬ俱令速为完结ꎬ以免拖累ꎮ 凡地方官审

理词讼ꎬ不得任意迟延ꎬ使民朝夕听候ꎬ以致废时

失业ꎬ牵连无辜ꎬ小事累及妇女ꎬ甚至卖妻鬻子

者ꎮ”所以还要求“该管上司ꎬ不时查察ꎬ毋得徇

庇”ꎬ“必求其当以无累于民”ꎮ〔３６〕 从技术层面讲ꎬ
有牧令书说:“捕盗之法ꎬ贵乎迅速ꎬ迟则盗远赃

消ꎬ百无一获ꎮ” 〔３７〕而更深一层的价值考量ꎬ则是

为求尽快解民于倒悬ꎬ如清初律学家周梦熊言:
“民甚苦于盗贼ꎬ而官宜亟为剿除ꎮ” 〔３８〕 同治年间

的贵州道监察御史恩崇道:“访拿贼盗ꎬ乃地方官

之专责ꎬ若抢劫之案不认真缉拿ꎬ则盗风日炽ꎬ民
累日深ꎮ” 〔３９〕

«周易»“旅卦”«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不留狱ꎮ” 〔４０〕及时捕获盗贼、处理案件ꎬ一方面是

为了让社会秩序尽快恢复常态ꎬ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避免讼狱拖累民众ꎮ 西人贝卡利亚也曾论及

刑罚及时性的重要:“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

和及时ꎬ就越是公正和有益ꎮ”不过ꎬ贝卡利亚持

这一观点的原因在于:
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ꎬ在人

们心中ꎬ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

出、越持续ꎬ因而ꎬ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

起因ꎬ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ꎮ 
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ꎬ才能指望相联的

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
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猛醒过来ꎮ 推迟刑罚只

会产生使这两个概念越离越远的结果ꎮ〔４１〕

亦即ꎬ迅速、及时是为了让犯罪人感受到犯

罪与刑罚之间的紧密联系ꎬ以起到震慑、预防犯

罪的作用ꎮ 在我国传统时代ꎬ虽似未见这一角度

的阐释ꎬ但亦不妨推论ꎬ其在客观上或也确实可

一定程度取得这一效果ꎮ 只是我们看重的价值

更进了一步ꎬ亦即由止盗而“安良善”ꎬ让民众尽

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ꎮ
然而ꎬ仅靠繁复杂乱、重而又重的“实体”“程

序”律条ꎬ就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么? 繁则全面、
细致ꎬ定罪量刑可更精确、合理ꎬ但同时也可能造

成“杂”———规则之间相互不协调甚至矛盾、冲
突ꎻ〔４２〕重则威慑力大ꎬ但现实却“法愈重而犯愈

多”ꎮ〔４３〕至于迅速、及时的程序要求ꎬ清初名臣姚

文然、李之芳均发现ꎬ过于严格的时限要求ꎬ可能

会逼使承办人讳盗ꎮ〔４４〕 而在实践中ꎬ甚至还发生

了承办人为了尽快结案ꎬ诬良为盗、串通别案盗

犯妄认等严重的情形ꎬ导致律典不得不专门订例

严惩ꎮ〔４５〕迅速、及时的程序要求也可能反倒不利

于弥盗ꎮ
若单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而言ꎬ这些繁、重

的实体性、程序性规则似乎确实已可谓较为成

熟、完备ꎬ但其缺点亦彰显无遗ꎮ 因此ꎬ传统时代

并不止步于此ꎬ认为这些技术性的规则不过是

“治标”ꎬ若想要真正实现止盗、去刑ꎬ还得在“治
标”的同时“治本”ꎮ 那么ꎬ如何治本呢? «论语»
载:“子适卫ꎬ冉有仆ꎮ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ꎬ又何加焉?’曰:‘富之ꎮ’曰:‘既富矣ꎬ
又何加焉?’曰:‘教之ꎮ’” 〔４６〕 俗语道:“饥寒起盗

心ꎬ饱暖思淫欲ꎮ”止盗、去刑的治本之方ꎬ即如圣

人之训ꎬ应首先在低层次上“养民”“富民”ꎬ实现

“足食”ꎬ以应对“饥寒起盗心”ꎬ其次再在较高层

次上“教民”“亲民”ꎬ使之“厚德”“敛欲”ꎬ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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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暖思淫欲”ꎮ
«管子»言:“仓廪实则知礼节ꎬ衣食足则知荣

辱ꎮ” 〔４７〕孔子赞其“如其仁ꎬ如其仁”ꎬ“民到于今

受其赐”ꎮ〔４８〕 养民、富民实现足食是治本的第一

步ꎬ也是止盗的物质基础ꎬ正如西人贝卡利亚之

谓ꎬ“盗窃是一种产生于贫困和绝望的犯罪ꎬ是不

幸者的犯罪”ꎮ〔４９〕清人也颇为精彩地分析过这类

“不幸者”为盗的心理动机:“贫人既无生计ꎬ饥寒

亦死ꎬ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ꎬ等是一死ꎬ而饥寒重

迫ꎬ必死无疑ꎬ为盗虽犯法ꎬ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

为官所捕ꎬ即捕ꎬ亦不过一死ꎮ 是不为盗则死目

前ꎬ且必无幸免之理ꎬ而为盗则非特目前不死ꎬ且
可以侥倖不死ꎮ 既若此ꎬ是亦何乐而不为盗

也ꎮ” 〔５０〕 樊增祥亦言:“盗窃起于饥寒ꎬ仁义生于

丰足ꎬ民穷财尽ꎬ各有一钱如命之心ꎬ故盗财

者无复廉耻之存ꎬ而被盗者亦以性命相搏ꎮ 
近年命盗各案倍于曩昔ꎬ孰非穷之所使耶?” 〔５１〕

吉同钧还道:“盗又生于饥寒ꎬ必课农劝桑、通商

惠工以开利源ꎬ而又轻徭薄赋ꎬ不竭小民之脂膏

以饱污吏之橐囊ꎬ迄乎衣食无缺ꎬ事畜有资ꎬ人非

草木ꎬ谁肯冒不测之危险、被不美之恶名、犯不赦

之法网ꎬ深陷罪戾而不恤乎?” 〔５２〕

所以清律规定ꎬ若仅是“于他人田园ꎬ擅食瓜

果之类”ꎬ则不以盗论ꎬ而是规定在«户律» “田
宅”篇之中ꎬ仅以坐赃论ꎮ〔５３〕 律典关于亲属间相

盗、关系愈亲罪刑愈轻的规则ꎬ〔５４〕 亦部分体现这

一观念ꎬ如瞿同祖先生言:“凡属同宗亲属ꎬ不论

亲疏远近ꎬ道义上都有患难相助的义务ꎬ理当周

济ꎮ 法律上虽无绝对的义务ꎬ也就对于因贫穷而

偷窃财物的穷本家加以宽恕ꎮ” 〔５５〕 实践中ꎬ雍正

九年(１７３１)ꎬ广东巡抚鄂弥达发现韶州府常有猺

人行盗扰民ꎬ上疏曰:“猺山一带ꎬ荒土甚多ꎬ向因

乏本耕作ꎬ以致旷废ꎮ 应令该地方官查明ꎬ借给

牛种ꎬ责令猺目、猺甲等督令猺人尽力开垦ꎬ各安

生理ꎮ 所借牛种ꎬ酌量令其陆续缴还ꎮ”雍正皇帝

也认可此论ꎬ硃批:“似属是当ꎮ” 〔５６〕 光绪三十一

年(１９０５)ꎬ伍廷芳、沈家本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

折»ꎬ建议“凡窃盗皆令收所习艺ꎬ按罪名轻重定

以年限ꎬ俾一技能娴ꎬ得以糊口ꎬ自少再犯三犯之

人”ꎮ〔５７〕这些观点及做法都可谓不忘古训、深悟

其道ꎮ
第一步养民、富民有了足食物质基础之后ꎬ

教民、亲民的功夫亦须跟上ꎬ否则“饱暖”之下亦

可能“思淫欲”ꎬ正如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

如水之走下ꎮ 不以教化堤防之ꎬ不能止也古

之王者明于此ꎬ是故南面而治天下ꎬ莫不以教化

为大务ꎮ 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ꎬ教化行

而习俗美也ꎮ” 〔５８〕 那么ꎬ何为教? 何以教? 法家

推崇“以法为教ꎬ以吏为师”ꎬ〔５９〕 对此儒家也难说

全然反对ꎬ传说中其倡导的“象刑”即是一例ꎮ〔６０〕

清律中专门针对盗贼的刺字以及锁带铁杆、石
墩、巨石等刑罚手段ꎬ便部分体现了儒家、法家的

这些思想的影响ꎮ〔６１〕

不过ꎬ儒家虽非全然反对以法为教ꎬ毕竟认

为“道之以政ꎬ齐之以刑ꎬ民免而无耻ꎻ道之以德ꎬ
齐之以礼ꎬ有耻且格”ꎬ〔６２〕 “渐民以仁ꎬ摩民以谊ꎬ
节民以礼” 〔６３〕 的礼乐之教方是儒家所着力倡导

者ꎮ 这一观念在清律中直接的体现乃有关“家人

共盗”的律例ꎬ要求父兄尊长承担对卑幼的教化

之责ꎬ只是很遗憾ꎬ这里并未把在儒家看来更为

重要的统治者的责任纳入进来ꎬ更是遗忘了礼教

的首要方式是身教ꎬ“子欲善而民善矣”ꎬ亦即统

治者自己以身作则、垂范天下ꎮ〔６４〕

对于礼教的具体内容———礼ꎬ盗律也进行了

特别的保护ꎬ形成所谓“礼之所去ꎬ刑之所取ꎬ失
礼则入刑ꎬ相为表里” 〔６５〕 的局面ꎮ 举例而言ꎬ律
典对普通窃盗行为的科刑标准是计赃ꎬ处罚随赃

数增多而加重ꎬ〔６６〕 但在盗大祀神御物与发冢律

例中ꎬ科刑的考量标准不再是所盗之物作为普通

财物的客观价值本身ꎬ而是相关行为的违礼程

度ꎬ〔６７〕如发冢的处罚随发掘(破坏)程度———发

而未至棺椁、见棺椁、已开棺椁见尸———之加重ꎬ
而非随所获财物之多寡ꎬ惟“其盗取器物砖石者”
仍计赃准凡盗论ꎮ〔６８〕 前及亲属间相盗的问题也

属此类ꎬ 亲属关系愈近罪刑愈轻ꎬ 反之则愈

重ꎮ〔６９〕“礼之用ꎬ和为贵”ꎬ〔７０〕 “礼”维护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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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和睦亲爱ꎬ倡导相互扶助周济ꎬ“以礼入

法”之后的王朝律典认为ꎬ“与窃盗本无相恤义务

的凡人不同ꎬ越是亲属关系亲近ꎬ则不容坐视ꎬ愈
有赒急的义务ꎬ古大功同财ꎬ所以大功以上盗罪

更轻”ꎮ〔７１〕而若发亲属之冢ꎬ则依据礼数ꎬ卑幼发

尊长冢加重处罚ꎬ尊长发卑幼则减轻ꎮ〔７２〕

程朱将«大学»三纲领之一的“亲民” 释为

“新民”ꎬ“革其旧之谓也ꎬ言既自明其明德ꎬ又当

推以及人ꎬ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ꎬ〔７３〕 即

强调教民、身教的重要性ꎮ 但王阳明对此有不同

看法:“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ꎮ 说‘新民’便觉

偏了ꎮ”指出“亲”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新”的意

涵并高于“新”的概念:
“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ꎬ民之所恶

恶之ꎬ此之谓民之父母” 之类ꎬ皆是“亲” 字

意ꎮ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ꎬ“亲

之”即“仁之”也ꎮ “百姓不亲”ꎬ舜使契为司

徒ꎬ“敬敷五教”ꎬ所以亲之也ꎮ «尧典»“克明

峻德” 便是 “明明德”ꎬ “以亲九族” 至 “平

章”、“协和”便是“亲民”ꎬ便是“明明德于天

下”ꎮ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ꎬ“修己”
便是“明明德”ꎬ“安百姓”便是“亲民”ꎮ〔７４〕

亦即“亲”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新”中
教民的意涵ꎬ且是更进一步ꎬ对统治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ꎬ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在教化之责之外ꎬ
还要求他们须得成为“民之父母”ꎬ做到“如保赤

子”“民之所好好之ꎬ民之所恶恶之” “明明德”ꎬ
以“安百姓”ꎮ 非得有这样的亲民之心ꎬ商汤才会

说:“朕躬有罪ꎬ无以万方ꎻ万方有罪ꎬ罪在朕躬ꎮ”
周武王方能言:“百姓有过ꎬ在予一人ꎮ”曾子曰:
“上失其道ꎬ民散久矣ꎮ 如得其情ꎬ则哀矜而勿

喜ꎮ” 〔７５〕孟子建议齐宣王“王如好货ꎬ与百姓同

之”ꎬ〔７６〕亦是基于此ꎮ 盗律中诸条盗官物律关于

“杂犯”的规则ꎬ即不啻这一思想的体现ꎮ 盗内府

财物、盗城门钥、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常人盗仓库

钱粮四律中ꎬ原本有斩刑或杖一百、流三千里的

处罚ꎬ但律文小注却言其为“杂犯”ꎬ以徒四年和

徒五年来代替流刑和斩刑ꎮ〔７７〕 其中缘由ꎬ“不欲

因盗钱粮官物而即杀之也”ꎬ〔７８〕 亦即重民命而轻

财物ꎬ不愿为了官家的财物就取了人的性命ꎬ违
背亲民之训ꎮ〔７９〕

道家也在多处论及止盗的问题ꎬ且也是从治

本的角度去谈ꎬ所持观点在很多方面与儒家颇似ꎮ
«道德经»言:“圣人常无心ꎬ以百姓心为心ꎮ 
圣人在天下ꎬ歙歙焉ꎬ为天下浑其心ꎮ 百姓皆注其

耳目ꎬ圣人皆孩之ꎮ”具体而言止盗ꎬ则曰:“不贵难

得之货ꎬ使民不为盗ꎻ不见可欲ꎬ使民心不乱ꎮ 是

以圣人之治ꎬ虚其心ꎬ实其腹ꎬ弱其志ꎬ强其骨ꎮ 常

使民无知无欲ꎮ”又言:“绝圣弃智ꎬ民利百倍ꎻ绝
仁弃义ꎬ民复孝慈ꎻ绝巧弃利ꎬ盗贼无有ꎮ 此三者

以为文不足ꎮ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ꎬ少私寡欲ꎬ
绝学无忧ꎮ” 〔８０〕«庄子»曰:“古之君人者ꎬ以得为

在民ꎬ以失为在己ꎻ以正为在民ꎬ以枉为在己ꎮ 故

一形有失其形者ꎬ退而自责ꎮ 今则不然ꎮ 夫

力不足则伪ꎬ知不足则欺ꎬ财不足则盗ꎮ 盗窃之

行ꎬ于谁责而可乎?” 〔８１〕 儒家所言“养民” “亲民”
的大义均可从中寻得ꎬ但«道德经»似乎并不赞同

“富民”与“教民”ꎮ
确实ꎬ儒家要“富民”ꎬ认为“好货” 无可厚

非ꎬ«道德经»则似径倡“无欲”ꎮ 然而实际上ꎬ从
其“实其腹”以及“甘其食ꎬ美其服ꎬ安其居” 〔８２〕的

说法来看ꎬ此“无欲”乃“寡欲”ꎬ“去甚ꎬ去奢ꎬ去
泰”之谓ꎬ〔８３〕与宋儒“去私欲”的说法相近ꎬ仍认

可满足人必要生活保障的、正常范围之内的欲

望———宋儒所谓“天理”ꎮ〔８４〕只是两家对何为“正
常范围之内的欲望”的看法有程度上的差异ꎮ

«道德经»“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看法与

儒家的“教民”也不一致ꎮ 但其实ꎬ一者ꎬ儒家之

教乃礼乐之教ꎬ亦即主要是关于如何做人、如何

与人相处的伦理之教ꎬ并不提倡“智巧”ꎬ与«道德

经»的“弃智”不谋而合ꎮ 二者ꎬ所谓“绝圣弃智”
“绝仁弃义”ꎬ亦并非真想全然拒绝ꎬ而是以退为

进ꎬ拒绝的最终目的是得到———“民复孝慈”ꎬ亦
即并不绝对反对孝、慈、仁、义这些价值本身ꎬ只
是不赞同儒家实现这些价值的方法ꎬ担心积极求

仁反致不得仁ꎮ 三者ꎬ«道德经»之绝、弃并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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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民众ꎬ而是要求统治者自己也“歙歙焉”ꎬ如
此方能 “为天下浑其心”ꎬ “我无欲ꎬ 而民自

朴”ꎬ〔８５〕如此也与儒家以身作则的礼教内核异曲

同工ꎬ更不论«庄子»对“退而自责”的赞美ꎬ几乎

就是对前引商汤、周武之言的脚注ꎮ 季康子患

盗ꎬ问于孔子ꎬ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ꎬ虽赏之不

窃ꎮ” 〔８６〕若统治者自己没有贪欲ꎬ则即便赏民使

之为盗亦不为也ꎬ毋论主动为之ꎮ 相信老庄读

此ꎬ也能会心一笑ꎮ 止盗、去刑的治本之方究在

何处? 或许正在于统治者自己厚德敛欲、垂范天

下ꎬ切实做到养民、富民、教民、亲民ꎮ

三、近现代刑法保护法益的内在价值取向

不过ꎬ这些治盗、止盗的方案及其背后的价

值追求ꎬ历数千年之成长、演进ꎬ无论优劣得失ꎬ均
在近代随整个传统时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坍塌而

蓦然退场ꎬ被移植自欧西的近现代刑法所取代ꎮ
早在 １９０７ 年的第一部近代刑律草案«大清

刑律草案»ꎬ便“仿欧美及日本各国刑法之例”ꎬ完
全打破传统律典的体例和内容ꎮ 从体例言ꎬ草案

分总则与分则两部分ꎬ分则中各罪开始以法益为

标准分类、排列:“以直接有害国家存立之条件者

居于首项(第一章至第八章)ꎬ其害社会而间接以

害国家次之(第九章至第二十五章)ꎬ其害个人而

间接害及国家社会者又次之(第二十六章至第三

十六章)ꎮ” 〔８７〕在这样的编排模式之下ꎬ第三十二

章“关于窃盗及强盗之罪”的“总说”言:“本章之

罪ꎬ专以不法移取他人所有之财物为自己或第三

者之所有为要端ꎬ如现行律例之劫囚及略人、略
卖人等不关乎财物者ꎬ又恐喝、欺诈之特种手段

得无效之承诺以取财物者ꎬ又发冢及夜无故入人

家之特种之罪恶等ꎬ皆不在此章之列ꎮ” 〔８８〕 不仅

将传统盗律中侵犯非财产法益的劫囚、略人略卖

人、发冢等分离出来ꎬ还把同样侵犯财产法益但

采“特种手段”的恐吓取财、诈欺官私取财也单列

了出来ꎮ
具体来说ꎬ第三十二章仅有强盗与窃盗二

罪ꎬ强盗罪取代了强盗律ꎬ窃盗罪不仅取代了窃

盗律ꎬ亦且涵盖盗马牛畜产、盗田野谷麦、共谋为

盗等ꎬ其中关于“窃取御物”的规定ꎬ可看作是盗

大祀神御物、盗内府财物的后世留存ꎬ还有专条

关于亲属相盗ꎮ〔８９〕 恐吓取财与诈欺官私取财合

并为接下来的第三十三章 “ 关于 诈 欺 取 财

罪”ꎮ〔９０〕监守自盗则被认为是“侵占自己管有物

罪ꎬ究与夺他人持有以归于己者不同ꎬ故由贼盗

分析于”第三十四章“关于侵占罪”之中ꎮ〔９１〕 劫囚

被置入第十章“关于监禁者脱逃罪”ꎬ略人略卖人

变为整个的第三十章———“关于略诱及和诱之

罪”ꎮ〔９２〕至于发冢ꎬ“兹从各国通例ꎬ移辑”第二十

章“关于祀典及坟墓罪”ꎮ〔９３〕 盗贼窝主律中关于

赃物的内容ꎬ被第三十五章 “关于赃物罪” 取

代ꎮ〔９４〕草案中不再有夜无故入人家一律ꎬ但在第

十六章“关于秩序罪”有条文禁止“无故入人所居

住或现有看守之邸宅、营造物或船舰ꎬ或既受要

求而不退去者”ꎬ按照该条文后附之“沿革” 及

“理由”的说法ꎬ此与夜无故入人家律“古今中外

同此一理”ꎮ〔９５〕

或许因为清廷一再强调新刑律须“中外通

行”ꎬ〔９６〕这一部可谓“全盘西化”的草案的各条后

附“沿革”说明却总是试图列出其在传统律典中

的来源ꎮ 诚然ꎬ中西之别即便天壤ꎬ也总能找到

一些相似或看起来相似的东西ꎬ毕竟俗语说“人
类的心灵是相通的”ꎮ 但实际上ꎬ正如学者所指

出ꎬ这部草案“基本认同和遵循了西方近代法哲

学的逻辑进路和价值判断ꎬ忽视并否定了中国传

统法史学的逻辑要求和价值存在”ꎮ〔９７〕 很多相似

或看起来相似的东西ꎬ并非立法者主观上真正顾

及了融贯中西ꎬ而通常可能只是照抄西方(或借

日本转译来的西方)之后客观上的巧合罢了ꎮ 如

有学者专门探讨过夜无故入人家与“无故入人所

居住或现有看守之邸宅、营造物或船舰”亦即如

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之间的巨大差异ꎮ〔９８〕 还有

学者考证出ꎬ“关于坟墓罪”虽融入了部分礼教伦

理的内容ꎬ但其直接移植对象仍是德日刑法ꎬ〔９９〕

笔者也曾论及该章与发冢、盗大祀神御物之间的

鸿沟ꎮ〔１００〕无论如何包装乃至牵强附会ꎬ这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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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例、内容等各个方面均不可不谓纯粹的西式

或言近现代式ꎮ
若对这些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古今变迁

的比较ꎬ首先从宏观来看ꎬ不可讳言ꎬ近现代在逻

辑性、理论性上胜于传统ꎮ 前文已及ꎬ清代盗律

因越来越多的例文而愈加繁且杂ꎬ而这一问题不

仅存在于盗律ꎬ整个清律都常被指摘ꎬ如沈家本

言:“其始病律之疏也ꎬ而增一例ꎬ继则病例之仍

疏也ꎬ而又增一例ꎬ因例生例ꎬ孳乳无穷ꎮ 例固密

矣ꎬ究之世情万变ꎬ非例所可赅ꎮ 往往因一事而

定一例ꎬ不能概之事事ꎬ因一人而定一例ꎬ不能概

之人人ꎮ 且此例改而彼例亦因之以改ꎬ轻重既未

必得其平ꎬ此例改而彼例不改ꎬ轻重尤虞其偏倚ꎬ
既有例即不用律ꎬ而例所未及ꎬ则同一事而仍不

能不用律ꎬ盖例太密则转疏ꎬ而疑义亦比比皆是

矣ꎮ” 〔１０１〕确哉斯言ꎬ例文再多、再密ꎬ也饶不过世

情万变ꎬ考虑再周全的法律也难免具有滞后性乃

至缺陷、空白ꎮ
故近现代刑法一方面规定“相对确定的法定

刑”ꎬ赋予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应对万变

之世情ꎮ 另一方面ꎬ将刑法学的重心置于解释论

而非立法论ꎬ亦即以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必然存

在的漏洞ꎬ而非一味批判现行法、擅提立法建

议ꎮ〔１０２〕在这些观念之下ꎬ近现代刑法、刑法学愈

趋富于逻辑性、理论性ꎬ让我们的传统律典难以

望其项背ꎮ 不过ꎬ我们古老的传统哲学也一再提

醒物极必反的道理ꎬ法典、法学过于追求逻辑性、
理论性也可能有缺点ꎬ那就是为理论而理论、限
于逻辑不能自拔之后ꎬ忽视实践、罔顾人情ꎬ遗忘

法典、法学的目的是顺应人情、解决实践问题ꎬ而
非拘泥于理论与逻辑本身ꎬ治标不治本ꎬ本末倒

置ꎮ 近年引起全社会广泛争议的诸多所谓轰动

案件ꎬ如张扣扣案、于欢案等ꎬ其轰动之因、哗然

之由ꎬ恐怕正在于此ꎮ〔１０３〕 传统盗律不注重理论ꎬ
有时甚至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ꎬ即因其总是试图

直面实践、周全人情ꎬ理论与逻辑不过是实现目

的的手段(治标)ꎬ而非目的本身(治本)ꎬ故为了

目的有时甚至不惜抛开工具ꎮ 其中著例ꎬ如被律

学家批评尤其不合逻辑的白昼抢夺与盗贼窝主

二律ꎬ以及乍一看也能发现逻辑混乱的有关盗贼

自首的规则ꎬ背后的原理即均在此ꎮ〔１０４〕

古今相较ꎬ具体一些而言ꎬ在各罪的分类、排
列方式上ꎬ以法益为标准代替了依犯罪行为的性

质ꎬ而这一外在表现形式改变的背后ꎬ实际上是

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乃至内在立法价值取向的变

迁ꎬ由禁止某些性质的行为转变成了保护法益ꎮ
古今的这一差异ꎬ看起来很像近现代刑法学中行

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间的争议ꎬ前者关

注行为对伦理规范或法规范的违反性ꎬ后者仅考

虑法益侵害及其危险ꎮ〔１０５〕 但其实即便行为无价

值论者ꎬ为了告别“道德主义的羁绊”ꎬ也逐渐放

弃无视法益的做法ꎬ承认犯罪是违反行为规范并

进而指向法益的行为ꎬ是“新规范违反说”和“法
益侵害导向性说”的统一体ꎮ〔１０６〕

对于法益概念的优点ꎬ学者所言已尽ꎬ有利

于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合理控制处罚的范围ꎬ将没

有侵犯法益以及侵害程度并不严重的行为排斥

在犯罪之外ꎬ防止过罪化、保障谦抑性ꎮ〔１０７〕 笔者

也颇为认同法益概念的这些优点ꎬ但是ꎬ法益这

个概念本身ꎬ所谓“法所保护的利益”ꎬ以及与此

相关的观念———包括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的目

的都在于“保护利益”是“不可动摇的真理”ꎬ〔１０８〕

在传统时代的儒家、道家眼中ꎬ可能并不以为然ꎮ
前已及ꎬ在儒家、道家看来ꎬ虽然“君子未尝不欲

利”ꎬ一定范围内的利、欲无可厚非且实所必要

(足食)ꎬ但是ꎬ“专以利为心则有害”ꎬ“利诚乱之

始也ꎮ 夫子罕言利ꎬ常防其源也”ꎮ〔１０９〕 止盗的治

本之方正在于敛欲ꎬ而此处却大张旗鼓地将“利
益”当作唯一的正当性依据ꎬ作为内在的价值取

向ꎬ甚至声称“离开了利益的正义ꎬ是一个空洞的

概念”ꎮ〔１１０〕正如学者的批评ꎬ“西方法治理论一方

面鼓励人欲膨胀ꎬ另一方面又以水来土屯的对抗

性措施堵截过度的人欲”ꎮ〔１１１〕法益这个概念工具

充其量能治标ꎬ殊难治本ꎮ
有意思的是ꎬ在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刑法学

中ꎬ不仅财产是刑法保护的“利益”ꎬ生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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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名誉、信用、贞操等等都是“利益”ꎮ 而其实

若放眼西人的整个法律世界ꎬ则可以看到ꎬ“现代

西方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核心

概念———‘权利’ꎬ说白了ꎬ不过是合法获取货财

之利的抽象表达而已”ꎮ〔１１２〕法益之于刑法如同权

利之于私法ꎬ都是在“利益概念体系”之下分化而

来的对应概念ꎮ〔１１３〕西人向来倾向于、擅长于把一

切物、事、人都量化为财产ꎬ把一切物、事、人及其

相互关系简单化、通约化为财产权的关系去处

理ꎬ似乎离开了这一概念便不知所措ꎮ〔１１４〕

比如ꎬ他们认为“将精子视为财产令人不安ꎬ
但不将其视为财产又不切实际”ꎮ 还比如他们会

专门讨论尸体是不是财产的问题:“如果尸体被

盗ꎬ那该怎么办? 这不是盗窃行为ꎬ因为所谓的

‘窃贼’并未盗取任何人的财产ꎮ”他们也承认ꎬ
“将身体称为财产似乎亵渎了人之为人的观念”ꎬ
但若“不将其称为财产则导致对尸体的亵渎行为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惩罚”ꎬ最终只能创造出一个

妥协概念———准财产( ｑｕａｓｉ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将身体

称为财产和允许他人亵渎尸体这两种令人难以

接受的极端中间的一种妥协”ꎬ仍是脱离不了财

产观ꎮ〔１１５〕显然ꎬ这一困境在包括清律在内的传统

律典里便不会存在ꎬ因为传统律典不采“法益”分
类法ꎬ不将“盗”限定为对财产法益的侵害ꎬ正如

上文论及ꎬ发冢律考量的不是尸体作为“财产”利
益被侵害ꎬ而是考虑其违礼、背伦的程度ꎬ故并不

会出现那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情况ꎮ

四、结　 论

法制近现代化的历史已百年有余ꎬ对于古今

刑法外在条文变化以及背后内在价值的变迁ꎬ如
今回眸ꎬ该作何等评价? 这一过程至今仍未停

歇ꎬ所以这一追问不仅是法律史的课题ꎬ也应当

成为思索现实法制及其未来之路的研究者、实践

者的关注ꎮ 在笔者看来ꎬ闭关自守、闭门造车固

应摒弃ꎬ妄自菲薄、邯郸学步似亦不可取ꎮ 从治

盗律法的古今绝续来看ꎬ古今各有得失ꎬ未来之

路ꎬ或许只能从尽弃自我的简单学步他人ꎬ走向

不失传统价值又能取他人之长的真正自立ꎮ
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盗律ꎬ在外在形

式上发展出繁杂、重而又重的实体与程序治盗规

则ꎬ又将内在价值追求置于养民、富民、教民、亲
民的治本ꎮ 当然ꎬ养民、富民、教民、亲民的理念

虽能部分程度地在律典及实践中体现ꎬ但真正实

现的途径恐怕其实应在律典之外ꎬ只是这并非本

文主要关注的话题ꎮ 而且ꎬ“法之所用易见ꎬ而礼

之所为生难知也”ꎬ〔１１６〕传统时代的律典及实践常

发生重视治标而忽视治本的偏差ꎬ刑罚愈加繁

复、严苛的原因便在于此ꎬ甚至以刑罚之威与民

争利ꎮ〔１１７〕 但如今ꎬ我们却又徒羡西人 “良法美

政”ꎬ以为仅靠“法益”这种治标的概念、理论便能

万事大吉ꎬ罔顾治标背后价值取向与治本之方的

背道而驰ꎬ“不求复其与万物同体之本性ꎬ不务全

其所以生之理”ꎬ〔１１８〕 不思克己以富民ꎬ不修文德

以身教ꎮ
«周易»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ꎬ旧井无

禽”ꎬ六四:“井甃ꎬ无咎”ꎻ革卦卦辞:“己日乃孚ꎬ
元亨ꎬ利贞ꎬ悔亡ꎮ”黄道周申其义:“先王之法ꎬ一
弊不修ꎬ必以所养人者害人ꎮ” «彖传»叹曰:“己
日乃孚ꎬ革而信之ꎻ文明以说ꎬ大亨以正ꎬ革而当ꎬ
其悔乃亡ꎮ 天地革而四时成ꎻ汤武革命ꎬ顺乎天

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实ꎬ中国人从来都

不盲目守旧ꎬ向来遵奉 “穷则变ꎬ变则通ꎬ通则

久” 〔１１９〕的道理ꎬ也自古善于向其他文化学习、弥
补自身之短ꎮ 张岱年先生说ꎬ厚德载物的精神使

得“中华民族对域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极浓

厚的兴趣ꎬ大力搜索ꎬ广泛吸收ꎮ 从名马到美酒ꎬ
从音乐到舞蹈ꎬ从科学到宗教ꎬ无不兼容并包ꎬ其
气度之闳放、魄力之雄大确实令人赞叹”ꎮ〔１２０〕 东

汉以降ꎬ西来印度之佛教在中土的流传、发扬、光
大甚而逼出宋明“新儒学” (Ｎｅｏ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的兴起ꎬ即是其中明证ꎬ非但不会盲目排外ꎬ亦且

汲取精华、为我所用ꎮ 中国文化正是由于向来海

纳百川、不辞众水的气度ꎬ而达至其博大精深与

源远流长ꎬ成为全世界唯一能绵延数千年至今仍

不绝如缕的古老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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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ꎬ学习什么? 应如何学? 学习是否意味

着必须尽弃自我、邯郸学步? «说文解字» 释

“古”字:“故也ꎬ从十口ꎬ识前言者也ꎮ” 〔１２１〕 «周
易»“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ꎬ以畜

其德ꎮ” 〔１２２〕柳诒徵先生解说道:“非甘为前人之奴

也ꎮ 积前人之经验ꎬ为吾所未经验之经验ꎬ其用

始捷而宏也ꎮ” 〔１２３〕 我们不是要盲目维护传统ꎬ而
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推进、发扬传统ꎮ 荀

子说:“循其旧法ꎬ择其善者而明用之ꎮ” 〔１２４〕 事实

上ꎬ正如本文所论ꎬ包括止盗之方在内的我们自

己的制度以及背后的价值ꎬ尚有诸多在今天仍堪

取用之处ꎮ 就连对中国文化颇有微词的孟德斯

鸠也感慨:“在历史上ꎬ中国有数次被蛮族征服ꎬ
但是中国的法律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掉ꎬ中国

的文化从来没有毁灭ꎬ它完整地保留下来ꎬ而且

还征服了蛮族统治者ꎮ 这些蛮族虽然从军事上

征服了中国ꎬ但在文化上却被中国征服ꎮ 不能不

感叹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ꎮ” 〔１２５〕只是孟德斯鸠未

能看到ꎬ中国文化在近代未遭蛮族征服ꎬ却被自

己主动抛弃ꎮ 清末以降ꎬ吾国家民族渐次经历器

物、制度、文化价值观之西潮洗礼ꎬ陈寅恪先生所

谓“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也!〔１２６〕

百年近代史ꎬ百年西法东渐史ꎬ外在制度条

文变迁的背后ꎬ是内在价值取向、追求的嬗变ꎮ
遗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ꎬ我们似乎至今仍未进行

细致的价值考量与分辨ꎬ尽弃己长又盲从他人ꎮ
如此ꎬ安得不令人叹惋!

注释:
〔１〕相关探讨的集中汇编、研究ꎬ可参见高汉成编著:«‹大清

新刑律›立法资料补编汇要»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ꎻ黄源盛:«晚清民国刑法春秋»ꎬ台北:犁斋社ꎬ２０１８ 年ꎮ

〔２〕〔２０〕〔唐〕房玄龄等:«晋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６００、６０４ 页ꎮ

〔３〕根据«读例存疑»所列例文统计ꎬ到清末ꎬ本篇盗律内例

文达 ３０７ 条ꎮ 参见〔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四
册ꎬ黄静嘉编校ꎬ台北:成文出版社ꎬ１９７０ 年ꎮ 如未特别说明ꎬ本

文«大清律例»的主要参用本即为此书ꎮ
〔４〕相关论著较多ꎬ值得关注的如〔日〕森田成满:«清代刑

法中的盗窃罪»ꎬ载张世明等主编:«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１６４４—１９１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ꎻ孙向阳:«中国古代

盗罪研究»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５〕如刘鄂:«依违于礼教与宗教之间———‹钦定大清刑律›

“发掘坟墓罪”研究»ꎬ«清华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ꎻ黄延廷:«清代

侵占罪之认定与盗窃罪之认定的纠缠———兼与现代侵占罪与盗

窃罪的认定比较»ꎬ«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ꎻ周亦杨:
«现行刑法抢劫罪与唐律强盗罪的比较»ꎬ«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ꎮ

〔６〕具体演变过程ꎬ可参见«唐律疏议»ꎬ刘俊文点校ꎬ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３４８ 页ꎻ〔清〕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
(下)ꎬ怀效锋、李俊点校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５４３ 页ꎮ

〔７〕〔５７〕〔８７〕〔８８〕〔８９〕〔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９５〕高汉

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 － ８ꎬ４ － ８ꎬ２４、７０ꎬ１６０ꎬ１６０ － １７１ꎬ１７１ － １７３ꎬ
１７５ － １７６ꎬ９７、１５４ － １５７ꎬ１２８ － １２９ꎬ１７７ － １７８ꎬ１１６ 页ꎮ

〔８〕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ꎬ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５ － ３２、３４６ － ３６６ 页ꎮ
〔９〕此前还有 １９０５ 年的«刑律草案»稿本ꎬ但该案仅有总则ꎮ

参见黄源盛纂辑:«晚清民国刑法史料辑注» (上)ꎬ台北:元照出

版公司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 － ３４ 页ꎮ
〔１０〕近代历部刑律、刑法及相关草案ꎬ参见赵秉志、陈志军

编:«中国近代刑法立法文献汇编»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ꎮ
〔１１〕〔６６〕〔７７〕〔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三

册ꎬ黄静嘉编校ꎬ台北:成文出版社ꎬ１９７０ 年ꎬ第 ５５５ꎬ６４９ － ６５０ꎬ
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７ － ５７８、５８３ 页ꎮ

〔１２〕张明楷:«刑法学»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７、
６５８ 页ꎮ

〔１３〕如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５６ 页ꎻ王宏治:«中国刑法史讲义:先秦至清代»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３７４ 页ꎮ
〔１４〕刘俊文:«唐律疏义笺解» (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３０ － ３５ 页ꎮ
〔１５〕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修订版)»ꎬ北京:商务印书

馆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９８ 页ꎮ
〔１６〕〔１２１〕〔汉〕许慎撰ꎬ〔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４１４、８８ 页ꎮ
〔１７〕«王力古汉语字典»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７７８ 页ꎮ
〔１８〕范宁集解ꎬ杨士勋疏:«十三经注疏春秋榖梁传注

疏»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３４０ － ３４１ 页ꎮ
〔１９〕«康熙字典»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７９４ －７９５ 页ꎮ
〔２１〕〔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 (下)ꎬ怀效锋、李俊点校ꎬ

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５４３ 页ꎮ 王明德之说也与此类似:
“贼者ꎬ害也ꎮ 害及生灵ꎬ流毒天下ꎬ故曰贼ꎮ 盗ꎬ则止于一身一

家一事而已ꎮ”参见〔清〕王明德撰:«读律佩觿»ꎬ何勤华等点校ꎬ
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７９ 页ꎮ

〔２２〕〔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册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 －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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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５学者专论



〔２３〕流变过程ꎬ可参见«唐律疏议»ꎬ刘俊文点校ꎬ北京:法律

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３４８ 页ꎻ〔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ꎬ怀
效锋、李俊点校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５４３ 页ꎻ〔清〕沈家

本:«历代刑法考»下册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４ 页ꎮ
〔２４〕谢晶:«清律“家人共盗”的法思想源流»ꎬ«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ꎻ«重实行与靖盗源———清律“盗贼窝主”立法原

理及当代启示»ꎬ«法商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ꎻ «财产何必 “神

圣”? ———清代“盗官物”律例论析»ꎬ«法制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１ 期ꎮ
〔２５〕谢晶:«律贵诛心:清代盗律及实践中的“主观恶性”»ꎬ

«学术月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ꎻ«中西文化与古今刑法之间:清代盗

律中的时空因素»ꎬ«法学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ꎻ«重实行与靖盗

源———清律“盗贼窝主” 立法原理及当代启示»ꎬ«法商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２６〕〔７９〕谢晶:«财产何必“神圣”? ———清代“盗官物”律

例论析»ꎬ«法制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１ 期ꎮ
〔２７〕〔６７〕〔１００〕谢晶:«古今之间的清律盗毁神物:神明崇

拜、伦常秩序与宗教自由»ꎬ«政法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２８〕〔４２〕谢晶:«因人因地制宜的法律传统及其当代演变:

以清代盗律为中心的考察»ꎬ«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期ꎮ
〔２９〕相关律例见〔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五

册ꎬ第 １１８０ － １１９４ 页ꎮ
〔３０〕〔清〕刘体智撰:«异辞录»ꎬ刘笃龄点校ꎬ北京:中华书

局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７５ 页ꎮ
〔３１〕如〔清〕吉同钧:«乐素堂文集»ꎬ闫晓君整理ꎬ北京:法

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５２ － １５７ 页ꎻ〔清〕佚名:«招解书»ꎬ«明清

公牍秘本五种»ꎬ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５２６、５２０、５３３、５３６ 页ꎮ
〔３２〕〔６１〕谢晶:«儒法之间的刑罚根据论:清律窃盗罚则的

古今之维»ꎬ«学术月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３３〕〔汉〕孔安国撰ꎬ〔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ꎬ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９１ 页ꎮ
〔３４〕〔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４５８ 页ꎮ
〔３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８１、１０１ 页ꎮ
〔３６〕«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六ꎬ光绪乙亥刻本ꎮ
〔３７〕〔清〕徐栋辑:«刑名»ꎬ载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第

三辑第五册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５０８ 页ꎮ
〔３８〕〔清〕周梦熊辑:«合例判庆云集»ꎬ载杨一凡编:«中国

律学文献»第三辑第二册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２１７ 页ꎮ

〔３９〕军机处档折件ꎬ档案号 ０９１８８７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ꎮ
〔４０〕〔１１９〕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３２８ꎬ２８１ － ２８２、２８５ － ２８６、４０２ 页ꎮ
〔４１〕〔４９〕〔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ꎬ黄风

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４７ － ４８、５２ 页ꎮ
〔４３〕〔清〕吉同钧纂辑:«大清律讲义»ꎬ闫晓君整理ꎬ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６４ 页ꎮ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说ꎬ参
见谢晶:«儒法之间的刑罚根据论:清律窃盗罚则的古今之维»ꎬ
«学术月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４４〕〔清〕姚文然:«请复盗案半获旧例疏»、〔清〕李之芳:
«严饬讳盗累民疏»ꎬ载〔清〕贺长龄、〔清〕魏源等编:«清经世文

编»(下)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２２６７、２３００ － ２３０１ 页ꎮ
〔４５〕３３６ － １１、３９４ － １１ 二例ꎬ见〔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

疑重刊本»第四、五册ꎬ第 １００６、１１８６ 页ꎮ
〔４６〕〔４８〕〔６２〕〔７０〕〔７５〕〔８６〕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ꎬ北

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３４ － １３５ꎬ１４９ꎬ１１ － １２ꎬ７ꎬ２０５、２０６、
２０１ꎬ１２７ 页ꎮ

〔４７〕黎翔凤:«管子校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２ 页ꎮ
〔５０〕〔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一册ꎬ北京:中华书

局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５３３７ 页ꎮ
〔５１〕〔清〕樊增祥:«樊山政书»ꎬ那思陆、孙家红点校ꎬ北京:

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３５ 页ꎮ
〔５２〕〔清〕吉同钧:«乐素堂文集»ꎬ闫晓君整理ꎬ北京:法律

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４０ 页ꎮ
〔５３〕〔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疑重刊本»第二册ꎬ第 ２８６ －

２８７ 页ꎮ
〔５４〕〔６８〕〔６９〕〔７２〕 〔清〕薛允升著述:«读例存疑重刊本»

第四册ꎬ第 ７０３ － ７０８、７３９、７０３、７３９ － ７４９ 页ꎮ
〔５５〕〔７１〕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ꎬ北京:中华书

局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５８ － ５９ 页ꎮ
〔５６〕宫中档—雍正朝ꎬ档案号 ４０２０１００６７ꎬ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ꎮ
〔５８〕〔汉〕班固撰:«汉书» (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１９０５ 页ꎮ
〔５９〕详细集中的论述ꎬ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４０ － １４７ 页ꎮ
〔６０〕〔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下)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９５７ － ９５８ 页ꎮ
〔６３〕语出董仲舒ꎬ参见〔汉〕班固撰:«汉书» (二)ꎬ北京:中

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０５ 页ꎮ
〔６４〕谢晶:«清律“家人共盗”的法思想源流»ꎬ«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６５〕语出〔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 (二)ꎬ北京:中华书

局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０４８ 页ꎮ
〔７３〕〔１０９〕〔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２０２ 页ꎮ
〔７４〕〔明〕王阳明:«传习录注疏»ꎬ邓艾民注ꎬ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６ － ７ 页ꎮ
〔７６〕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４ 页ꎮ
〔７８〕〔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 (下)ꎬ怀效锋、李俊点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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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律”与“财产犯罪”:古今刑法的价值变迁



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５７３ 页ꎮ
〔８０〕〔８２〕〔８３〕〔８５〕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２５３、７１、１３６ꎬ３５７ꎬ１８３ꎬ２８４ 页ꎮ
〔８１〕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 (下)ꎬ北京: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７３０ － ７３１ 页ꎮ
〔８４〕“尽夫天理之极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ꎮ” 〔宋〕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 页ꎮ
〔９６〕«决定修订律例谕» «著派沈家本、伍廷芳修订律例

谕»ꎬ载高汉成主编:«‹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ꎬ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９７、１５４ － １５７ 页ꎮ
〔９７〕高汉成: «中国近代刑法继受的肇端和取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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