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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法律文献整理与法史考证”出版回眸
法学所

杨一凡

在建院 30 周年前夕，适逢《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
《古代榜文告示汇存》
、
《刑案汇
览》、《中国律学文献》第四辑（以上 4 书共 40 册）相继面世。至此，我主持的“珍稀法律文献
整理与法史考证”科研工程中的前 108 册已经出版。回顾近 30 年来为实现这一科研规划走过的
艰辛而又充满激情的历程，我深深感到，项目组成员同心协力、坚持严谨治学、国家和院所的大
力支持，是大型科研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和取得高质量成果的基本保障。
“珍稀法律文献整理与法史考证”
规划的实施概况
1979 年至 1982 年间，经过广泛调研，我初步弄清了海内外现存中华法律文献的状况以及法
史研究的难点，于 1983 年 2 月制定了“珍稀法律文献整理与法史考证”科研规划。这一规划最
初是由我约请法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实施的，主要是进行了明代稀见法律文献整理和法史考证方面
的工作。1988 年 3 月，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把这一科研规划列为科研工作的重点。2003 年，我
们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这一规划，增加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律学文献的有关项
目。这一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所、院和国家的大力支持。1992 年至 2006 年间，规划中
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中国法制史考证》、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历代判例判牍》、
《刑案汇览》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研究》先后被列为院或国家的重点项目。
我们实施这一规划的宗旨，是为学界提供法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及阐述对重大问题的见解，推
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我国学界用现代法学观点研究中国法律史已有百年之久，不少学者在这一
领域做出了贡献。然而，由于绝大多数法律文献还未来得及整理，因而对中国古代法制的认识存
在许多误区，研究思维和方法也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忽视了中华法系“多种法律形
式并存，朝廷立法与地方立法并存”、传统法律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但毕竟精华大于糟粕”
这一基本史实，局限于国家立法研究而不及地方法制研究，偏重国家刑事法律的研究而未注重行
政、经济、民事等法律的研究，按照“以刑为主”的模式描绘古代法制，这就未能全面和正确地
揭示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使人们看不到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成分和借鉴价值。出现
以上问题的原因，大多与对基本法律史料缺乏了解、对重大史实缺乏严谨的考证有关。因此，要
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必须注重稀见法律文献的整理与法史考证。
“珍稀法律文献整理与法史考证”最终成果为 230 卷本，其中法律文献整理成果 200 卷本，
考证类著作 30 卷本。该项目从 1983 年起分阶段实施，计划于 2012 年左右完成。经课题组成员
的共同努力，历时 20 余年，当初规划确定的大多数分支项目现已完成。已出版的成果有：
《中国
法制史考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历代判例判牍》、
《中国律
学文献》、《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古代榜文告示汇存》、《刑案汇览》、《古代乡约及乡
治法律文献十种》等，总计为 108 卷本，约 5000 余万字。即将在今年和明年出版的有：
《历代珍
稀司法文献》
（10 卷本）、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乙丙编（30 卷本）、
《中国珍稀法律资料辑存》
第一辑（5 卷本）、《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14 卷本）。
珍稀法律文献整理的主要收获
中华民族在创建古代法制文明的进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法律文化。中华法律文化遗产之
丰富，为世界各国所少见。然而，因年代久远，明代以前的法律典籍大多失传。明代和清代前期
的许多法律，不少已版本稀见，且散藏于海内外，给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挖掘、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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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法律文献，不仅能够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基础资料，也有利于祖国法律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流传。现将已出版的 5 类分支项目简介于后。
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与刘海年主编）
，院重点项目，全书 14 册，900 余万字，科学
出版社 1994 年 8 月出版。该书收录散失于海内外各地稀见的中华法律典籍近 60 种，其中 5 册系
对文物、历史档案中法律资料的挖掘整理、注释性成果，8 册系古籍校勘成果，1 册系对西夏天
盛律令的译著成果。该书所辑文献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简牍法律文献，汉代屯戍遗简法律文
献，吐鲁番出土法律文献，敦煌文书法律文献，西夏法典，明清稀见法律等。由于唐以前法律存
世者已不多见，该成果能够为研究中国古代前期法律制度提供基础性的资料。
2.《中国珍稀法律文献续编》
（与田涛主编），国家和院重点项目，全书 10 册，500 万字，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出版。该书收入散失于海内外各地的中华法律典籍孤本、珍本 57
种，其中宋代 2 种，元代 1 种，明代 12 种，清代 16 种，少数民族法典法规 26 种。还收入少数
民族地方法规、乡规民约和司法文书 700 余件。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宋、元、明、清及少数民族法
律制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中国律学文献》，全书 35 卷本，分为 7 辑出版。现已出版前 4 辑，收入中国古代律学文
献 44 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自唐代以后，律学和法律思想处于衰败、僵化阶段。已出版的
中国法律思想史著作，对古代律学很少涉及。这些文献的出版，有益于促进古代律学的研究，也
有益于人们重新认识古代律学的价值。
4.在古代判例判牍整理方面，已出版了《历代判例判牍》
（12 卷本，与徐立志主编）、《刑案
汇览》
（15 卷本，与尤韶华主持）。这两个项目均系院重点项目，主要由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的学
者完成。全书 613 万字，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出版。该书收入文献 53 种，其中先秦至
明清代表性的判例判牍文献 43 种，与研究元代以前判例判牍相关的著名案例集 10 种。在这些文
献中，有 30 种属于明代和明代以前的文献。古代判例判牍是历史上诉讼、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
是反映司法制度实施状况的实证资料。人们以前对这类文献知之甚少，导致对中国古代判例制度
的描述大多是望文生义，失错较多。该成果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我国古代的判例制度，并能够为
创建当代中国的判例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刑案汇览》全书近 500 万字，收入清乾隆元年至光
绪十一年刑案 9200 余件，是研究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实证资料。
5.在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整理方面，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10 册）
，
《古代榜文告示汇存》
（0 册）
、
《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
（3 册）。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
朝廷立法与地方立法并存。地方立法制度建设的状况如何，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的
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古代地方法律处于不了解状态，除发表过个别论文外，基本尚未进
行研究。古代地方法律大多散藏在各类古人文集、地方志、历史档案之中，我们历时多年，查阅
了上万部古籍，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法律编辑成书。《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收入自秦至
明代地方法律 65 种，《古代榜文告示汇存》收入宋、元、明、清 60 多名地方长官和朝廷派出的
巡按各地的官员发布的榜文、告示 1700 余件。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特别是民间
事务管理法律制度的必读资料，它的出版将会拓宽法史研究的领域。
法史考证的主要收获
要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必须对关系到本学科发展的一些重要史实和全局性的重大问
题做出科学的论证。为了以充分理据回答法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疑义或存有争论的问题，为这门
学科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就开始了法史考证类的专题研究。1997
年，
《中国法制史考证》
（甲编）被列为院重点项目。之后不久，该课题乙、丙、丁编（丁编系法
史考证系列专著，现更名为《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又被列为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项目。为了保证该项目高质量完成，我们约请了国内外法学界、历史学界学术功底深厚的专家参
加撰写。经参加项目组全体学者历时 5 年的努力，《中国法制史考证》甲、乙、丙编（15 册）于
2003 年 8 月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1997 年至 2006 年期间，我们又组织了 14 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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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事法史研究、学术造诣深的学者，围绕多个法史考证专题进行系统探讨。“考证续编”项目
组成员历时多年精心研究，形成了 14 部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著。
《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是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历朝法制考证的著作，分为《夏商周
法制考》、
《战国秦法制考》、
《两汉魏晋南北朝法制考》、
《隋唐法制考》
、
《宋辽金元法制考》、
《明
代法制考》、
《清代法制考》7 册编辑。该编对中国古代法制史 100 多个重大或有疑义、争论的问
题进行了考证，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该书乙编收入近百年来中国学者考证法史的有创见的论文
112 篇，丙编收入百年来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的重要论文 50 篇。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的
成果全部属于作者独立创见，是这一学术领域学术精华的汇集和代表性成果。
《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是当代中国学者考证法史的系列专著，主要有《律注文献丛考》、
《碑
刻法律史料考》、
《历代例考》、
《汉简中法制文书辑考》、
《汉代律章句学考论》
、
《北魏职官制度考》、
《隋代法制考》、
《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辩》、
《唐式辑佚》、
《金元法制丛考》、
《明大诰研究》、
《秋审
条款源流考》、《中国近代法律文献与史实考》、《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考证》。这些专著
是作者在多年基础上，又经过近 10 年来反复研究、修改才定稿的。该书定于今年年底前由社科
文献出版社出版。
国内外学界对已出版的“珍稀法律文献整理与法史考证”科研成果给了较高的评价，《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996 年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
续编》2004 年获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制史考证》今年被院、所
评为优秀科研成果。我们珍惜院里和读者给予的鼓励，但也自知这些成果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需要不断改进和提高。
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是当代法史学者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使命，我们将继
续努力，力争在 5 年内，全面实现“珍稀法律文献整理与法史考证”科研规划确定的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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