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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废除了这些令人发指的酷刑

晚年沈家本

2018 年 8 月，北京西城区宣
武门外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正
式对公众开放。冷落的院落变得
热闹，沈家本终于被越来越多的
人知晓——他是首任修律大臣，
修旧律立新法，在中国法律史上
承前启后，开风气之先；他是首任
大理院正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
长）；他是培养了上千名社会急需
法政人才的中国第一所法学教育
机构京师法律学堂的管理大臣，
即今天的校长；他是中国首个全
国性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
首任会长；他是
“中国法制近代化
之父”
“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
“依
法治国理念首倡者”
。
1904 年、1905 年，西方人在
菜市口拍下了凌迟的行刑现场，
这些犯人被
“千刀万剐”的照片于
1910 年左右传至欧洲，成为“残
忍、野蛮”的证物，在很长时间里
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而住
在菜市口不远处的沈家本，正是
令凌迟等酷刑在中国被彻底革除
的人。

“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
藏中的 19 世纪中国”近日在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启幕。展览展出包括
托马斯·查尔德、约翰·汤姆逊、威廉·
桑德斯、赖阿芳、山本赞七郎、雅真照
相馆、宝记照相馆、同兴照相馆、悦容
楼等在内的百多年前的 21 个摄影师
和摄影机构的“老照片”，用镜头讲述
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故事。
该展从洛文希尔家族摄影收藏
的一万五千多件藏品中遴选出 120
件，分肖像、日常百业、商贸交易、街
景、建筑、北京、风景、全景摄影八个
部分，其中暗含中国摄影市场从无到
有的兴起、审美眼光的变迁和摄影技
术本身的发展。
人物及肖像摄影
人物及肖像摄影，是此次展览中

从旁斜伸而出，当一切倒映在澄净的
江面，显得既诗意又超现实。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本次展览
策展人菲利普·普罗格在为展览撰写
的文章《记录的艺术：早期中国摄影
笔记》里提到一则趣事。虽然摄影术
毫无疑问从西方传来，外国摄影师时
常会聘请中国助手，但情况有时候也
正相反，比如赖阿芳就聘请了几位欧
洲助理。当时，西方摄影师和早期的
中国本土摄影师彼此是竞争对手，他
们像了解自己的相机一样了解对方
的作品。
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研究中国
洛文希尔收藏的创始人史蒂文·
洛文希尔在展览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摄影是历史的窗户，保存下这些珍罕
的早期老照片，也就保存了一段 19

老照片中的

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

花甲之年主持修律
1900 年 8 月，保定。刚过完
60 岁生日不久，直隶通永道沈家
本接到出逃路上的光绪帝御旨，
擢升他为山西按察使。这一年，
义和团在各地蓬勃发展，随后，
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慈禧
偕光绪仓皇西逃。
未及赴任，保定被联军占
领，沈家本与保定藩司廷雍等 5
名官员被拘。十余日后，廷雍等
皆被处死，独沈家本因附和义和
团的证据不足被继续囚禁监视，
直至 1901 年 2 月，重获自由，成
为此劫唯一幸存者。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这次绝

处逢生是沈家本一生最重要的转 思痛，须寻国手医。
”
折点，激发了他变法救国的强烈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在思考
信念，也成为其后来施展救国抱 怎么救国。有人实业救国，有人
负的序幕。
教育救国。沈家本儿时随父在京
“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那种 读书，对刑部事务及司法条文耳
悲愤屈辱的心情。”研究了曾祖 濡目染，后来历经 30 年刑曹生
父一辈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 涯，自然有了以法治救国的思想。
厚铎说，“一个地方大员，在自
1902 年 3 月，清政府下旨修
己的管辖之地，被外国人关进自 律，宣布修订 《大清律例》，仿照
己的监狱，在自己审人的地方， 西方制定“矿律”
“路律”
“商律”
被外国人给审了，那是什么感 等。4月，刘坤一、张之洞、袁世
受？”
凯三总督联名上奏，保举“久在
被释放后，沈家本匆匆赶往 秋曹，刑名精熟”的沈家本和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避难所西 “练习洋务，西律专家”的伍廷
安。路上，作诗叹息：“痛定应 芳，主持修律。

删除重法废除酷刑
1902 年至 1911 年的 10 年，沈
家本主持了翻译西法、改造旧律、
制定新律等方方面面的修律事务。
彼时，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司法特权
“领事裁判权”，即一国公民侨居
中国时遇民事、刑事诉讼，不受中
国法律管辖，而由该国领事按本
国法律审判。这直接危及了清政
府的统治，成为晚清变法修律最
直接的原因。
沈家本奏请成立修订法律
馆，组织人手翻译海外法规并派
人出国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大清
律例》进行了全面修订。
尽管专精于传统律学，不通

洋文，从未出国且已年过六旬，沈
家本对西方法学的态度却有着异
于传统士大夫的清醒和开放。有
学者曾指出，沈家本的可贵正在
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西化派。
在称赏西法并认定中国制度的许
多缺陷应通过学习西方加以弥补
的同时，他更对两种伟大的文化
传统的融合寄予厚望”，西方法的
参照让沈家本的传统律学知识别
具价值，他的法律改革方案既全
面又富有针对性。
1905 年，沈家本和伍廷芳奏
请删除《大清律例》中的重法，
“中
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
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

国之约束”。经清廷准允，凌迟、
枭首、戮尸等“历史悠久”的酷刑
从此在中国彻底被废除。他们还
力主禁止刑讯、削减死罪条目、删
除奴隶律例……
1906 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
宪，法律改革也从改造旧律为主
转向制定新法为重。修律 10 年，
沈家本主持修订了中国第一部近
代刑法《大清新刑律》、第一部专
门的民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
还有《破产律》
《刑事民事诉讼法
草案》
《法院编制法》等大批古代
中国没有的新型法律，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近代法律体系框架，为
近代法治建设开辟了道路。

被指败坏纲常礼教
沈家本所遇阻力之大是可想
而知的。围绕 《刑事民事诉讼
法》 和 《大清新刑律》，曾保举
过他的张之洞和劳乃宣等礼教派
大臣，对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
派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批驳，认为
他们败坏纲常礼教，不审国情：
指责新刑律草案中，谋反大逆不
处死；与无夫妇女通奸无罪；旧
律子孙殴打祖父母或父母者处
死，妻子殴打丈夫处杖刑，丈夫
殴打妻子未造成伤残即无罪等内
容被删改……沈家本被迫重修了
草案。
1911 年 3 月，因遭礼教派弹
劾，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

资政院副总裁的职位。10 月，武
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在一个月后
设立责任内阁，71 岁的沈家本出
任司法大臣。
1912 年 2 月 22 日，清帝颁退
位诏书，沈家本作为司法大臣参
加了仪式，此后，他逐渐退出官
场，闭门谢客整理典籍。
沈家本对律学文献做了大量
考据总结，并抢救性地收罗和再
刊法律典籍，其代表作 《历代刑
法考》 对有文献记载以来的中国
刑法制度、刑罚制度和刑官制度
等做了巨细无遗的考订，被视为
了解中华法系的必读书目。
清朝的覆灭，令沈家本创设

的许多法律制度被搁置，但最
终，它们又都化为民国法制的土
壤。尽管沈家本本人以年高有病
为由，多次婉谢了国民政府司法
总长的职位。
1913 年春，沈家本在病榻上
作诗感叹“可怜破碎旧山河，对
此茫茫百感多”，“处仲壮心还未
已，铁如意击唾壶歌”。这年端
午，73 岁的沈家本去世。
次年，他的灵柩被运回故乡
湖州。袁世凯为其墓题词：“法
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
传。
”
（据《新华每日电讯》王京雪/
文）

▲约翰·汤姆逊《福
建闽江金山寺》。
▶雅真照相馆《广州
天平街》。
最具灵魂的部分。透过人物的面容、
衣着、器物、背景和修饰，能窥见 19
世纪中国人的衣着风尚和生活状态。
洛文希尔收藏的肖像和人物摄
影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至达官贵
人，下至贩夫走卒。西方摄影自香
港、广东一带进入中国时，最开始受
到普通百姓的拒斥，聪明的摄影师遂
以特权阶层为对象。由天津摄影师
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是当时特权
阶级肖像摄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
张照片极好地传达了这位晚清时期
权倾一时的高官的地位和威严。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摄影师
威廉·桑德斯拍摄的一系列普通人物
肖像。桑德斯是首批在中国开设照
相馆的外籍摄影师之一，出版于 1871
年的《中国生活及人物素描集》是其
巅峰之作。他的许多作品都有精美
的后期手工着色，比如拍摄于 1865
年的《广州女子像》，持伞少女紫红色
的头巾和她两颊与唇上的红润相辉
映，
显得娇艳夺目。
风景及建筑
雅真照相馆于 19 世纪 70 年代拍
摄的《广州天平街》，一条清幽的石板
路蜿蜒延伸，两旁小楼高高低低地挂
着店铺的招幌，三两个孩子从门墙后
探出头来，清晰地凸现在饱满的光线
里。这照片有一种世俗又安宁的氛
围，牵引人想去到街的尽头看个究
竟。
在纯粹的风景摄影方面，苏格兰
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于 1870 年
的《福 建 闽 江 金 山 寺》堪 称 神 来 之
笔。这幅作品出自他的代表摄影集
《福州与闽江》，木结构的古寺伫立在
层层砖石之上，一株树冠巨大的古树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视觉史。
“ 我们希
望以这种方式记载前现代的中国，同
时也希望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去研
究中国。
”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对
展出的肖像作品极感兴趣。从图像
分析的角度，他希望了解中国人在面
对拍照的这一时刻，如何把自己认为
美的图像呈现给摄影师。
“ 这里面出
现了非常有趣的双重的审美呼应的
问题：一个外国的摄影师对美的图像
的理解和中国人的美的图像的理解
形成了对峙，或者形成一种彼此的沟
通和理解。
”
摄影家、
《大众摄影》主编晋永权
表示，19 世纪西方摄影人进入中国的
路径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自边地
而内陆，沿河流通大道至中华腹地的
荒僻之处。同时，拍摄者的身份或者
是随军的摄影记者，或者是旅行者、
传教士、自然及社会调查人员。因
此，
“ 这些图像事实上具有西方现代
时期摄影的早期的典型特征。与照
相物质材料及技术密切相关，杂糅着
记录、艺术、商业与社会调查手段等
多种类型的功能。”
假如时间是一条转瞬即逝的河
流，这些老照片就是河流当中所撷取
的涓滴之水。它们携带彼时彼刻的
气息、温度、声响、色彩，彼时彼刻的
真实无欺和矫揉造作。正如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所言：
“时
间是摄影技术的重要因素，快门成像
和暗房冲印甚至影像本身的衰退、消
亡背后都有时间的魅影。”这些历经
一个半世纪的摄影图像如今依然清
晰美好，足以让我们“对摄影技术的
发明以及第一代摄影先驱们的卓越
成就充满敬意。”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