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
（２０１８ｖｉ）ｅｗ
Ｎｏ．２ａｗＲｅ

刑辩律师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行为界限
兰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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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杭州“保姆纵火案”等一系列争议大案显示，刑辩律师维护当事人利益和尊重法庭的两大
根本义务之间经常发生严重冲突。英美传统上要求律师作为当事人“热忱代言人”的角色服从于作为
“法庭官员”的角色，但根植于不同的权力结构和诉讼机制中的中国刑辩律师却往往需要诉诸死磕式
辩护来维护当事人利益。直接挑战法庭权威的死磕式辩护整体上弊大于利，应当通过在职业伦理规
范中合理划界的方式将其纳入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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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死磕”律师退庭争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审开庭。被告人莫焕晶是被害人家雇佣的保姆，因
沉溺于网络赌博不能自拔，不仅编造借口向雇主借钱十余万元，还多次盗窃雇主财物以支付赌资，
并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凌晨在室内纵火后逃离，导致女性雇主及三名未成年子女一氧化碳中毒死
亡。〔１〕 这一本已突破人伦底线的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又裹挟进富人、豪宅、幼童和保姆等鲜明
标签，再加上物业管理是否到位、消防救援是否迟延等争议，难免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即便如此，坊
间对于被告人莫焕晶的刑事责任似乎并无争议，毕竟不管是官方勘查还是莫焕晶本人供述，都一致确
认莫焕晶的纵火行为导致四被害人死亡这一关键事实。根据《刑法》第１１５条关于放火罪的规定，考
虑到本案中死亡母子四人（三名子女未成年）、纵火动机卑劣等情节，即便在慎杀、少杀的死刑政策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法律科学博士。
〔１〕 关于开庭前已经公开的案件细节，可参见徐建国：《“６·２２”蓝色钱江放火案热点问题答记者问》，载《钱
江晚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７日，第 Ａ０００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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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被告人基本上也难逃一死。〔２〕 正是因此，公众对于一审开庭大多持一种“看杀场”的预期，一方
面希望通过庭审了解更多细节，另一方面也期待法院一锤定音判处莫焕晶死刑的畅快结果。然而出
乎意料的是，杭州中院开庭不到半小时，就因为法院和律师的冲突而引发另一场轩然大波。
根据杭州中院官方通告，１２月２１日开庭伊始，尚未进入法庭调查阶段，担任莫焕晶辩护人的党琳山
律师即要求停止审理，理由是该案应由杭州中院以外的法院异地管辖。审判长援引《刑事诉讼法》相关
条款驳回该请求后，党琳山“无视法庭纪律，不服从审判长指挥，擅自离庭，拒绝继续为被告人莫焕晶辩
护”。〔３〕 另据现场记者报道，党琳山在审判长发言过程中，前后四次表示“我抗议”，并在退庭前出言
“请杭州市中院尊重全国人民的智商”。〔４〕 党琳山事后亦在个人微博发表声明，称退庭是对杭州中
院违法审理莫焕晶案的抗议。〔５〕 具体而言，党琳山认为本案影响重大，且本地法院因受到外部势
力干扰而难以公正审理，〔６〕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比照薄谷开来案、刘汉案等先例，指定外地法
院管辖。〔７〕 在党琳山看来，自己在庭前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指定管辖申请书，在尚未获得正式
答复的情况下，杭州中院坚持审理本案的行为就属违法，因此不得已采取退庭方式阻止法院继续审理。
刑辩律师退庭罢辩行为，在近年来虽然不算多见，但已经不算新鲜事。〔８〕 与退庭行为相伴
的，往往是一些被打上“死磕”标签的刑辩律师，以及诸如网络揭批、媒体造势、当庭抗议、抱团取火
乃至借助行为艺术进行的辩护策略。前几年轰动全国的常熟民工案、贵州小河案、北海律师案，甚
至包括重庆李庄案，都是“死磕”辩护的典型，很大程度上也是“死磕”现象的巅峰。〔９〕 虽然个案必
然有其特殊性，对律师辩护策略的评价也必然不能“一刀切”，但从党琳山律师的退庭罢辩行为切
入，围绕“死磕”律师与当事人和法院关系的冲突及平衡，至少值得学界和实务界进一步探讨。
比如连担任被告人辩护人的党琳山律师在庭前也表示，对于案件结果“不乐观”，而莫焕晶本人也“早已
有了最坏的打算”。熊浩然：《杭州保姆放火案延期审理 莫焕晶手书信曝光：愿意立刻去死》，载 《封面新闻》，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
〔３〕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 “杭法观微 ”：《关于被告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庭审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２月２１日。
〔４〕 参见王婧祎、杨林鑫、马小龙：《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场意外中断的庭审背后》，载《新京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
〔５〕 党琳山的该条微博消息已经删除。具体内容可见前注〔４〕，王婧祎、杨林鑫、马小龙文。
〔６〕 关于本地法院受到干扰的证据，党琳山提出以下理由：一是法院收案后不合常理地一再催促律师阅卷；
二是对于律师提出的对莫焕晶做司法精神病鉴定、证人出庭及收集和调取证据的三份申请不予回复，仅在庭前会
议中口头驳回；三是案件利益相关方绿城集团表现异常；四是当地媒体有悖常理地保持沉默。参见党琳山：《关于
对“莫焕晶放火、盗窃案”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申请书》，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此外，党琳山亦曾在庭前写信给
合议庭成员，其中一些表述直指杭州中院受到不当干扰，比如：“就本案来说，各位是否收到（原文如此）法律以外的
上司的命令、指示，你们自己内心很清楚！”“如果仅仅为了保住一个饭碗而屈从于法律以外的上司，那么法律将被
你们玷污，法袍将因你们而蒙羞，各位的职业生涯将会有永远也无法洗刷的污点！”“到时候，舆论的怒火将会全部
烧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纵使用尽西湖三水，恐怕也无法熄灭。各位能否独善其身，我想也不会那么容易。”原
文见党琳山律师新浪微博，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７〕 党琳山：《关于对“莫焕晶放火、盗窃案”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申请书》，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
〔８〕 比如２０１５年１月，广东省惠州中院审理的黄萍等 １５人涉嫌非法采矿等罪一案，为抗议法庭在回避、证
人出庭和质证程序等问题上的争议决定，著名律师张燕生等 ７名辩护人集体退庭抗议。参见侯斌雄：《死磕律师
集体退庭抗议》，载《长江商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日，第 Ｂ０５版。因涉嫌辩护人伪证罪而入狱的李庄，也曾利用退庭策
略阻止法庭继续审判，甚至在其获罪的龚刚模案中，也曾有排非不成就退庭抗议的安排。参见贺信、王和岩：《争
锋李庄案》，载《新世纪周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９〕 关于“死磕”律师及其争议，可参见《民主与法制》２０１４年第１７期的专题报道，以及兰荣杰：《律师如何批
评法官》，载《新世纪周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４ 期；方娟：《刑事案件律师庭外造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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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个明确的前提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未赋予辩护律师中
途退庭的权利。不仅如此，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律师参与诉讼活动应当遵守法
庭规则，不得擅自退庭，否则构成《律师法》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轻者处以停止执业半年至一
年的处罚，重者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书。〔１０〕 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也规
定，“无正当理由，当庭拒绝辩护”，属于“扰乱法庭、干扰诉讼正常进行”的违法行为。〔１１〕 全国律协
《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亦将擅自退庭行为规定为可以中止会员权利乃至取消会员资
格的严重违规行为。〔１２〕 正是因此，就在党琳山退庭之后第三天，其所在的广州市律师协会就立案
启动执业违规调查程序。〔１３〕 杭州中院则直接以党琳山拒绝辩护为由，先是于当天通知看守所拒
绝党琳山会见莫焕晶，进而通知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为莫焕晶另行指定法律援助律师。
其次，需要看到的是，不管党琳山律师的退庭行为在规范上应当作何评价，其在客观上却引发
两方面结果：一是将公众对莫焕晶案的关注推升到一个新高度，尤其是物业管理是否到位、消防救
援是否延误等问题。二是引发法律界对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和证人出庭制度的热烈讨论。
前者使舆论不断追问物业公司和消防部门对四被害人之死可能的过错，或多或少使这一原本几无
争议的放火案件走向“多因一果”的方向，甚至不排除使莫焕晶最终免死的可能。后者使理论界和
实务界再次聚焦管辖权异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应否存在、如何设计等历久弥新的争
论，〔１４〕以及在证人应否出庭作证问题上法官权力是否过大、辩方权利如何保障这一老生常谈的问
题。〔１５〕 一个应属公允的评价是，或许党琳山律师退庭之举于法无据，但这一罕见行为引发的舆论
风暴，一则成功地将莫焕晶案件的最大疑点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迫使法院不得不认真回应这些
疑点；二则使得法律界集中反思现有管辖制度及证人出庭制度的缺陷，从长远看来或许有助于推
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换句话说，党琳山律师的退庭行为，于他个人多半大有损失，于其当事人
在客观上也多有帮助，于司法改革则可能大有裨益。
最后，也是本文最关心的问题是，即使党琳山律师坚信杭州中院违法管辖，或是明显受到案外
力量的不当干扰，从而难以公正审理本案，他能不能以执业规范上明令禁止的退庭方式阻止庭审？
如果把问题再抽象一点，可以转换为一个更为根本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当辩护律师认为法院违
法审判，且唯有拒绝服从法庭命令才能最大化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时候，律师是否依然有尊重法庭
的义务？换句话说，在尊重法庭和维护当事人利益两项律师义务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性差别？当
参见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２０１６年第１３４号令修订）第３９条、第５３条，以及《律师法》第４９条。
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２号令）第１９条。
参见全国律协《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２０１７年修订）第３５条。
广州市律师协会《关于对党琳山律师进行立案调查的通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截至本文写作之日，广
州市律师协会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１４〕 《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被告人或辩护人有提起管辖异议的权利。对照《民事诉讼法》的管辖权异议规定
（第１２７条），按照体系解释的逻辑，似乎应当解释为立法者无意在刑事诉讼中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但是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８４条关于庭前会议内容的规定中，又要求就控辩双方“是否对案件管
辖有异议”听取意见，这似乎是允许辩方提出管辖异议。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并不承认辩方的管辖异议权，尤其
是不会在诉讼程序中处理管辖异议；即使辩方对管辖不服，也只能通过诉讼外方式进行。比如在莫焕晶案中，党琳
山律师最初就是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信申请指定管辖。
〔１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１８７条的规定，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
有异议，二是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三是法院认为有必要。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争议是，辩方认为前两
个条件已经满足，但法庭认为证人无出庭必要，因而否决辩方通知证人出庭的申请。但问题在于，何为“有必要”并
无明确规定，基本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从而也常常将法官置于争论的漩涡中。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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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直接冲突时，辩护律师应当选择维护哪一种利益？

一 、热忱代言人 ｖｓ．法庭官员 ：律师定位之争
辩护律师尊重法庭和维护当事人利益两项义务孰先孰后，取决于律师最根本的角色定位，尤其是
其中“为私”和“为公”的成色高低。发端于中世纪英国以来，现代律师职业就一直纠缠于一个根本性
的伦理争论：在热忱代言人（ｚｅａｌｏｕ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和法庭官员（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两种身份之间，律师究
竟以何为先？这种两难不仅是道义层面的，首先更体现在规范层面。以美国律协《职业行为模范规
则》为例，其前言第一句话就是：“作为法律职业一员之律师，既是客户之代理人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
ｃｌｉｅｎｔｓ），也是法律系统之官员（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和公民之一份子，对司法之质量负有特殊义
务。”〔１６〕欧盟《律师行为规范》前言也开宗明义指出，律师对当事人、法院和公众都负有法律和伦理上
的义务。〔１７〕 日本要求律师一方面保护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法院的独立性，并珍视律师之
荣耀、信誉、正直和高贵性。〔１８〕 我国《律师法》也有类似表述，其第２条对律师职责的界定是“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毫无疑问，上述诸目标之间并非永远一
致。就如党琳山律师在莫焕晶案中面临的两难，一方面，作为莫焕晶的辩护人，党律师有义务尽力争
取从轻判决，而这意味着需要将本案中消防和物业的潜在责任调查清楚。另一方面，按照《律师法》和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党律师又有义务尊重法官权威，服从法官关于管辖问题和证人出庭问题
的决定，至少不得强行退庭以致庭审中断。但问题在于，如果法院的决定正当性存疑，且唯有对抗法
庭才有可能倒逼真相暴露，党律师该作何取舍呢？
作为当事人的“热忱代言人”，律师有义务忠诚于当事人的诉求，寻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热
忱代言人”的说法源于美国律协在１９７０年颁布的《职业责任模范法典》中的第七规约，其标题即为“律
师应当在法律界限之内热忱代理当事人”。〔１９〕 望文生义，其中“代言人”角色源自当事人与律师之间
的合同关系，即普通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之所以特别加上“热忱”这一修饰语，是因为律师与一般的代
理人不同，其角色伦理（ｒｏｌ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经常需要超越、冒犯甚至伤害社会大众日常遵行的普遍伦理
（ｃｏｍｍｏ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２０〕 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律师甚至可以采取包括欺骗、迷惑或拖延等在内的诸
多手段，尽管在处理个人事务的时候，律师都不宜使用相同手段。〔２１〕 比如在刑辩业务中，律师有
义务竭尽全力质疑他明知没有说谎的控方证人，甚至有义务援引他明知是谎言的当事人辩解。〔２２〕
在对抗制诉讼的起源地英国，曾在１９世纪上半叶任大法官的布罗汉姆男爵（ＬｏｒｄＢｒｏｕｇｈａｍ）曾如
此极端地描述律师的热忱代言义务：“在为当事人代言的律师眼中，全世界就只认识当事人一人。
〔１６〕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ｔｏ犃犅犃犕狅犱犲犾犚狌犾犲狊狅犳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犱狌犮狋 （２０１３）．
〔１７〕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ｔｏ犆狅犱犲狅犳犆狅狀犱狌犮狋犳狅狉犔犪狑狔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 （２０１２）．
〔１８〕 ＳｅｅＫｙｏｋｅＩｓｈｉｄａ，“Ｅｔｈ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ａｗｙ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Ｓｉｘ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１４Ｐａｃ．Ｒｉｍ．Ｌ．＆ＰｏｌｙＪ．３８３ （２００５）．
〔１９〕 犃犅犃犕狅犱犲犾犆狅犱犲狅犳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Ｃａｎｏｎ７．需要说明的是，该法典前后经过多次修改，第七规
约的具体表述也有多次变动，但关于热忱代理的标题和核心意思一直未变。
〔２０〕 ＤａｖｉｄＬｕｂａｎ，犔犪狑狔犲狉狊犪狀犱犑狌狊狋犻犮犲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
１９ ２１．
〔２１〕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ｍ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１９７８
Ｗｉｓ．Ｌ．Ｒｅｖ．２９，３６ （１９７８）．
〔２２〕 ＳｅｅＭｏｎｒｏｅ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Ｌａｗｙｅ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Ｈａｒｄｅｓ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６４Ｍｉｃｈ．Ｌ．Ｒｅｖ．１４６９（１９６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观点在理论和规范上有很大争议，尽管在操作中相对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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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一天职即挽救客户于危难之中，且不惜一切手段，不吝任何权变，也不在乎给任何人———包括
律师自己———带来任何成本、纠缠、伤害乃至毁灭。”〔２３〕在美国最高法院鲍威尔大法官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ｏｗｅｌｌ）看来，如果律师是为外国政府、外国公民或外国事务代言，那即使其当事人利益与美国的国
家利益直接冲突，律师也有义务去保全当事人利益。“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不仅不应令
人反感，相反恰恰是律师职业的荣光所在，因为作为当事人委托的代言人，律师之天职即在于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不管当事人究竟是谁。”〔２４〕
与“热忱代言人”角色相对的是“法庭官员”，〔２５〕这一概念相对模糊，大意指律师负有促进司法
公正的公共义务，不仅不能滥用司法程序，还必须通过得体的言行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公众对司法
的信任。这一义务的范围比较宽泛，至少包括对法庭的坦诚义务、〔２６〕尊重义务，〔２７〕对其他诉讼参
与人的公平义务，以及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等。“这一定位实际是强加给律师一种公益角色，要求
律师在对当事人的义务之外，还必须行使一种‘半司法’或‘半官方’的职能。”〔２８〕身为法庭官员，律
师也就和进入诉讼程序的普通公众不一样，其言行不能仅仅满足于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低
标，而须符合促进司法公正这一高标。正如卡多佐大法官所言，“成为律协之一员是一种附条件的
特权。律师从这一古老职业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他成为法庭的一名官员，并同法庭本身
一样，构成促进司法公正的关键机构”。〔２９〕
从词源上分析，“法庭官员”说法源自中世纪英国，并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早期英国律师
经常被法院聘为书记官，并可同时代理案件，所以从字面上讲也属于法庭官员；二是历史上英国律
师执照由法院或王室颁发，日常执业行为也受到法院约束，因此具有“半司法”“半官方”身份。〔３０〕
不过这种充满历史偶然性的出身尚不足以支持今天仍然将律师视为法庭官员的理由，因而主流的
观点集中于律师职业的重要性。其一，律师身负引导社会文明的重任。“律师是协助法院实现正
义的官员，因为他向法院提供事关人们最重要及最隐私事项的建议。除律师之外，没有其他任何
职业有类似机会去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一极端重要性使得律师必须拥有正直的品格，并值得
其所在社区高度信任。”〔３１〕其二，律师负有对诉讼案件进行“门槛控制”的责任。因为司法资源的
稀缺性，司法系统若要顺畅运行，既需要律师劝阻当事人提起事实或法律依据阙如的诉讼，也依赖
于律师精准提炼个案事实和规范依据，以方便法院审理。〔３２〕 其三，律师具有“预备法官”的特殊角
布罗汉姆在担任大法官之前长期从事律师职业，并曾在１８２０年担任英王乔治四世（ＫｉｎｇＧｏｒｇｅＩＶ）之妻
卡洛琳皇后（ＱｕｅｅｎＣａｒｏｌｉｎｅ）被控通奸案中的辩护人。这一说法即来自其辩护过程中。转引自ＪａｍｅｓＭｏｌｉｔｅｒｎｏ，
犆犪狊犲狊犪狀犱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犌狅狏犲狉狀犻狀犵犔犪狑狔犲狉狊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２），ｐ．３．
〔２４〕 犐狀狉犲犌狉犻犳犳犻狋犺狊，４１３Ｕ．
Ｓ．７１７，７２４ （１９７３）．
〔２５〕 尽管法庭官员是最为普遍的用法，但也有法律官员 （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ｌａｗ）、法律侍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ｆｌａｗ）、法律系
统官员（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法律保护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ｏｆｌａｗ）、司法之分支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等各种说法。Ｓｅｅ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ｔｅｋｅ，“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４２Ｖａｎｄ．Ｌ．Ｒｅｖ．３９，４１ （１９８９）．
〔２６〕 包括向法庭强制披露：１）对己方不利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渊源；２）当事人利用律师服务从事伪证或欺诈
的行为；以及３）其他律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参见美国律协《职业行为模范规则》３．３条等。
〔２７〕 包括不得轻易评论未结案件、不得单方接触法官或陪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可以影响法庭判决等。
参见美国律协《职业行为模范规则》３．５、３．６条等。
〔２８〕 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ｔｅｋ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５〕，ａｔ４２．
〔２９〕 犘犲狅狆犾犲犲狓狉犲犾犓犪狉犾犻狀狏．犆狌犾犽犻狀，１６２Ｎ．
Ｅ．４８７，４８９ ９０ （Ｎ．Ｙ．１９２８）．
〔３０〕 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Ｒｏｓ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４８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Ｌ．ＲＥＶ．１，１１ （１９９８）．
〔３１〕 犐狀狉犲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犻犾犾犻狀犵犺犪犿，１８８Ｎ．Ｃ．１６２ （１９２４）．
〔３２〕 Ｓｅｅ犖犲狊犫犻狋狋狏．犎狅狆犽犻狀狊，９０７Ｆ．Ｓｕｐｐ．
１３１７，１３２１ （Ｄ．Ｎｅｂ．１９９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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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因为英美法系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律师中选拔，所以 “法官的纯洁性就取决于律师的纯洁
性”。〔３３〕 如此一来，律师角色就必然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而非仅仅是其当事人利益的代言人。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律师作为 “热忱代言人”和 “法庭官员”的角色互不冲突，甚至是相辅相
成。比如当涉案双方都获得律师的热忱代理，则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律师的最大化保护，也意
味着司法公正得以实现。与此同理，当律师严守当事人秘密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公共利益，因
为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在寻求法律服务时不用担心泄密。〔３４〕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在明知当事人
有罪的前提下依然不遗余力地质疑指控证据，甚至最终协助当事人逃脱法律制裁，从长远看来也
是敦促侦控机关谨慎办案，从而降低无辜者被追诉的风险，因此也算兼顾“热忱代言人”和“法庭官
员”双重职责。从这个角度出发，刑辩律师“为坏人说话”的同时，其实就是在“为好人服务”。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一些个案会涉及当事人利益和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公共利益之间非此即
彼的选择。“热忱代言人”角色要求律师优先保全当事人利益，“法庭官员”角色则要求律师以公共利
益为重，避免成为当事人“雇佣的枪手”（ｈｉｒｅｄｇｕｎ）。作为“法庭官员”定位的坚定倡导者，英美法院曾
不断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律师的第一义务仅仅针对法院。早在获得任何一个客户之前，律师对
法院的义务就已产生。律师不可能服务于两个主人，而法院永远是他优先服务的对象。”〔３５〕“律师需
要在每一个案件中仔细分辨自己对客户的私人义务和对法院的公共义务，并在两者冲突时让前者让
位于后者。”〔３６〕然而有批评者认为，“法庭官员”定位在现实中并不具备操作性，除了其定义模糊且内
涵不明外，更在于其有违市场规律，因为一个随时可能背叛当事人利益的职业，不大可能依赖当事人
的持久信任和广泛付费而立足。从司法实践来看，似乎也鲜有律师以保全公共利益为由理直气壮地
背叛当事人。在带有强烈公共色彩的“法庭官员”定位和更加符合市场规则的“热忱代言人”定位
之间，多数律师可能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正因如此，“‘法庭官员’这一定位与律师的现实义务
几无关系。法院、律协及个别律师对此定位的反复强调，无非是一种职业化吹捧，甚至可以说一种
蓄意的欺骗。”〔３７〕“实际上，所谓律师属于‘法庭官员’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基于律师的自恋和自夸
情节产生的幻想。这一说法不仅让律师感到迷惑，也会误导公众。”〔３８〕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当公众
耳闻目睹律师基本仅以当事人利益为重，甚至不惜伤害公共利益时，难免会对自称“法庭官员”的
律师产生失望和荒谬感，〔３９〕而这恰恰可能会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冲击。
有意思的是，尽管英美律师常被批评过于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但真正敢于直接挑战法官权威的
先例却非常罕见，至于当庭面斥或致信批评法官，抑或强行退庭拂袖而去的行为，基本上可谓闻所未
闻。美国律协在对《职业行为模范规则》的官方评述中甚至要求，“律师可以直面法官的滥权或谩骂，但不
得做出同等回应。法官的错误并不构成律师自弃原则的借口。律师应当坚持其诉求，确保其记录在案
以供后续审查之用，并以坚韧的耐心维护职业尊严，而这绝不比大张旗鼓地逞强好斗丢脸”。〔４０〕
这种表面看来“自我矮化”的行为选择，个中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基于长期形成的宪法体
〔３３〕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ｋｅ，“ＴｈｅＬａｗｙｅｒａｓａ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１１Ｖｉｒ．Ｌ．Ｒｅｖ．２６３，２７４ （１９２５）．
〔３４〕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ｔｏ犃犅犃犕狅犱犲犾犚狌犾犲狊狅犳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犱狌犮狋 （２０１３）．
〔３５〕 犐狀狉犲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犖犲犫狉犪狊犽犪犛狋犪狋犲犅犪狉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２７５Ｎ．Ｗ．２６５，２６８ （Ｎｅｂ．１９３７）．
〔３６〕 犔犪狀犵犲狀狏．犅狅狉犽狅狑狊犽犻，２０６Ｎ．Ｗ．１８１，１９０ （Ｗｉｓ．１９２５）．
〔３７〕 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ｔｅｋ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５〕，ａｔ４５．
〔３８〕 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ｔｅｋ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５〕，ａｔ４５．
〔３９〕 Ｈｅｉｎｚ ＆Ｌａｕ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７６Ｍｉｃｈ．Ｌ．Ｒｅｖ．１１１１，１１４０ （１９７８）．
〔４０〕 Ｃｏｍｍｅｎｔｔｏ犃犅犃犕狅犱犲犾犚狌犾犲狊狅犳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犱狌犮狋，Ｒｕｌｅ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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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对抗式机制，英美法官总体上较为独立和公正，少有因外界压力而强行违法；即使下级法院犯
错，上诉后纠正的几率也比较高。既然有宪法框架和诉讼程序去约束法官滥权行为，当然不宜依
赖律师的直接对抗，否则难免使律师角色及其诉讼行为承载过多功能，既不能有效解决法官滥权
问题，也导致诉讼三方结构遭到破坏，不利于发挥其原本功能。其二，法官享有广泛的惩罚藐视法
庭行为的权力，一般可以迅速处罚冒犯法官尊严的行为，甚至可以直接入罪，对律师形成极大威
慑。其三，法律界乃至社会公众普遍持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认为维护法官尊严往往优
先于一时一地的是非曲直。毕竟在一个良性的司法体制下，“诉讼的公正性应当得到大众的高度
信任而不是习惯性质疑；法官应当有勇气遵从内心做出持正的判决，而不必担心遭到粗鄙的谩骂；
本该是法律专家的律师不应当依赖辱骂和粗陋去误导公众”。〔４１〕 如果律师需要通过损害法官尊
严去维护当事人利益，即使当下看来是大获全胜，长远观之则一定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因为
一个缺乏尊严的法院系统必然导致公众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失望和疏离。
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即使在对抗制色彩最为鲜明的英美国家，律师直接对抗法官的现象也
一向不多。然而相比之下，我国法官一则独立性相对较弱，二则对律师的约束力较小，三则长期处
于一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４２〕的非正常亚文化的纠缠当中，因此不仅法官相
对容易违法办案，律师也相对容易剑走偏锋。党琳山律师和杭州中院的对抗，或多或少就有这样
的色彩。那么问题在于：如果党琳山真诚认为杭州中院违法办案，且正常的辩护活动难以有效维
护当事人权利，他究竟有何选择呢？

二 、我国刑辩律师面对强势法院的策略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法》经过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１２年两次大修，加上近年来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庭审实质化、认
罪认罚从宽以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完善，已经基本建立起有明显对抗色彩的审判制
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法院的权威地位，虽然有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和维护律
师权利等措施的牵制，但法官在个别案件中依然表现得过于强势，尤其当法官受到来自地方党政或上
级法院的体制性压力的时候，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合法权益就容易成为牺牲品。在此背景下，基于不同
的诉讼目标和个人偏好，刑辩律师界逐渐形成三类风格迥异的辩护策略，并在近几年关于“死磕”律师
的争论中逐渐标签化，被分别称为“形式派”“技术派”和“死磕派”。以下试一一进行描述和分析。
１．形式派律师：偷懒式辩护与隐蔽性抗争
所谓形式派辩护，指律师仅具辩护人之名，并无尽职辩护之实际行为，当然更无辩护之实质效
果。究其原因，部分案件确属律师敷衍塞责，也有部分案件是因法院过于强势，律师知道不可为，
所以干脆无所为。这样一种偷懒式辩护，虽然表面看来违背“热忱代言”这一基本职业伦理，但往
往也构成一种无声的抗议。不仅如此，律师自我矮化的非对抗不合作态度，对应过度强势的法官，
往往给旁观者展现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能使公众直观地体会到诉讼程序的非正当性。〔４３〕
〔４１〕 犌狉犻犲狏犪狀犮犲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狅狉狏．犉犻犲犵犲狉，４７６Ｍｉｃｈ．２３１，７１９Ｎ．Ｗ．
２ｄ１２３ （２００６）．
〔４２〕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３日）。
〔４３〕 一些时候，那些与权力合谋的“勾兑派”律师，可能也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形式化辩护特征。毕竟，法庭

等正式的诉讼程序对于“勾兑派”律师而言纯属过场，真正的工作显然是在法庭以外。正是因此，部分“勾兑派”律
师懒于在正式的诉讼程序中装模作样，甚至对严肃对待的律师同行极尽嘲弄乃至打压之能。比如在贵阳“小河”案
庭审中，个别被指派介入案件辩护的当地律师不满外地“律师团”将庭审拖得太长，甚至向法庭提出动议要求将每
位律师的发言时间控制在５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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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形式派律师主观上可能并无助纣为虐的故意，也没有因为非对抗性辩护从公
权处获得任何利益，但其介入行为本身就在客观上为争议性裁判提供了合法性外衣，让诉讼程序
看起来具有基本的形式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法院真有滥权行为，形式派律师可能间接
地成为帮凶。也许正是因此，当杭州中院有意强势推进庭审时，党琳山律师在要么顺水推舟、沦为
粉饰，要么退庭罢辩、两败俱伤的两难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
有意思的是，面对公权力的强势甚至滥权，虽然相当部分形式派律师选择了彻底放弃，庭内庭
外均无半点抗争，但还有部分形式派律师仅仅放弃法庭阵地，在法庭外却常有非直接、隐蔽性的抗
争，尽管后者不可能对个案结果产生影响。比如一些形式派律师对刑事辩护乃至整个司法制度多
有抱怨，甚至毫不掩饰地在公开场合或自媒体上表达出来。又如对于个别司法官员的滥权行为，
一些形式派律师可能采取私下“嚼舌根”、背后“戳脊梁骨”等方式，一则适当发泄不满，二则隐约希
望影响对方声誉，三则也算提醒同行。个别时候，形式派律师也会来点“小聪明”，比如匿名进行控
告，或者向滥权者送上诸如“刑讯逼供先进单位”“不为人民服务先进个人”等锦旗。在社会学研究
中，这种放弃公开对抗的弱势一方的“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或者暗中诽谤”等隐蔽
性抗争行为，被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Ｊ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称为“弱者的武器”。〔４４〕 对于这些形式派律师
而言，类似隐蔽性抗争虽说在个案结果上不关痛痒，却或多或少表达出律师的抗争意志，影响着法
官的社会评价和职业声誉。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一些选择和司法机关“死磕”的律师，在对手过于
强大的时候，有时也会借用这种隐蔽性的“弱者的武器”。以党琳山律师为例，在其辩护权被杭州
中院剥夺，并因退庭行为遭受广州市律协调查期间，仍然刻意在其微博上反复张贴一幅杭州中院
审判大楼黑乎乎的夜间照，其用意可谓路人皆知，但严格从规范上讲似乎又未尝不可。
２．技术派律师：依法抗争 〔４５〕但不越雷池半步
所谓技术派辩护，指律师需要穷尽现有法律提供的合法武器为当事人谋取最大化利益，但又
严格自我限制，绝不突破法律明文许可的范围。一方面，即使司法机关极为强势甚至滥用权力，技
术派律师也必须依赖法律武器据理力争，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至少在立场和气势上需要做到寸土
不让。另一方面，在技术派律师看来，吃透实体法律的规定、用好程序法律的工具，就是一个优秀辩护
律师的标准。只要将证据分析和法律意见呈交法庭，就算是完成当事人的托付。至于法官是否听取
律师意见，或者是否蓄意枉法裁判，已经超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服务覆盖的范围，律师既无义务
也无能力加以应对。律师可以不认同法官对案件的评价，甚至不满法官的操守，但不能也不该对法
官品行加以质疑甚至攻击。以此观之，所谓技术派辩护，一是指律师的专业技能要精深、个案辩护
要用心，二是指律师辩护又仅限于对事不对人的技术性辩护，不能扩展到对法官个人的对抗。
毋庸置疑，面对强势的公权对手，“无论哪个地方，刑事辩护的第一要义在于：不能将律师自己
送进监狱”。〔４６〕 技术派律师既然选择了在法庭上的抗争性辩护，就必须具备充分的自我保护能
力。技术派律师的优势在于专业知识，因而也深悉现行法律框架内的行动边界。面对明显的雷
〔４４〕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Ｓｃｏｔｔ，犠犲犪狆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犠犲犪犽牶犈狏犲狉狔犱犪狔 犉狅狉犿狊狅犳 犘犲犪狊犪狀狋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中文版可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
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４５〕 此处可参考李连江、欧博文和于建嵘关于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 “土政策”等滥权行为的 “依法抗争”／
“以法抗争”模式。弱势一方正是利用法律和政策为武器，借助诉讼和上访等体制内抗争机制，以上级为诉求对象，
挑战地方滥权行为。参见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４６〕 Ｈａｌｌ，“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Ｌａｗｙｅｒｉｎｇｏｒ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Ｌａｗｙ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ｌｉｅｎｔ”，
１１ＵＡＬＲＬ．Ｊ．１０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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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他们当然不敢乱闯；即使面对模糊地带时，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他们通常也拒绝尝试。比如
笔者访谈发现，为了避免辩护人伪证罪的风险，技术派律师一般不调查取证，至少不轻易接触证人
（不管是控方证人还是辩方证人）；如果确实需要调查取证，一定会安排全程录音录像。有的律师
从不在律所以外的地方会见客户，甚至在自己办公室安装录音设备，随时保留和客户沟通的副本，
以备发生纠纷时有据可查。如果当事人在会见过程中翻供，技术派律师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眼前
一亮，也不是追问事实真相，而是马上采取防范措施，比如让当事人亲笔书写“不存在律师教唆”的
证明，甚至直接中止会见，要求当事人先向检察官报告。
必须承认，上述种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谨慎做法，尽管是技术派律师自保的必要策略，但
在一些个案中却可能导致对当事人利益保护不力。 也就是说，考虑到强势对手的反击能力，加
之执业规范的模糊性，技术派律师往往并没有真正穷尽法律武器以维护当事人利益。 那些对律
师有风险但对当事人有利益的法律武器———比如调查取证权———往往被这些律师有意放弃。
至于像党琳山律师这样明知退庭罢辩于法不合却依然行之的做法，在技术派律师看来显然不够
明智。
３．死磕派律师：依势博弈与“曲线救国”
“死磕”一词用于辩护律师，源于黑龙江律师迟夙生在贵州小河案中无意之间的一句俗语，但
因其极为形象，经社交媒体不断放大后，迅速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标签。〔４７〕 所谓死磕性辩护，有
律师定义为“针对办案机关在程序上的违法行为，以较真的态度和方式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抗争，
多表现为审辩冲突”。〔４８〕 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庭内对峙＋庭外造势”。〔４９〕 笔者倾向于借用社会学
者董海军提出的“依势博弈”理论，将死磕辩护定义为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对抗性辩护向博弈性辩护
的演化，即与公权对抗的弱势一方在深刻洞察公权结构及自有资源的前提下（知势），通过问题化
和污名化等策略（造势），借用代理人、关系网络和特殊事件（借势），巧妙找准博弈时机、对象和方
法（用势），寻求在博弈场域中的最佳位置，力求实现以弱胜强。〔５０〕
死磕辩护的“知势”体现为对法院所处权力结构的精准把握。死磕律师深知，法官虽然在诉讼
框架内具有绝对权威，但在诉讼之外却必然受到行政、舆论和政治的多重掣肘。如果律师仅在诉
讼框架内据理力争，一旦法官比较强势，抗争效果通常极为有限。但是如果成功地将案件推向舆
论关注的焦点，就可能将“案件”变成“事件”，使其脱离法官的控制范围，进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社
会场域。鉴于当前的政治逻辑和权力结构，一旦司法个案演变为舆论事件、社会事件甚至政治事
件，法院背后的决策力量就可能迅速介入，并以“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压态势将越轨的诉讼程序
扳回正轨。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李庄被控合同诈骗的所谓 “第二季”审判，由于社会舆论几乎一边
倒，连当时风头正劲的薄熙来和王立军也不得不有所顾忌，最终让检察机关在法院宣判前撤诉，避
免了“冒天下之大不韪”。〔５１〕 而在莫焕晶放火案中，一片喊杀的舆论大势本不利于被告人，但除此
之外，毕竟还有诸多民众关心物业和消防的潜在责任，因为这才是与局外人息息相关的利益所在，
也是法院不敢贸然忤逆的力量。党琳山律师最终之所以“借势”成功，相当程度上造成杭州中院的
被动，正是基于对这一背景的精准把握。
身为死磕律师一员的杨学林律师对此有专文介绍。参见杨学林搜狐博客：《论死磕派律师》（ｈｔｔｐ：／／
ｙ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ｎ１５１３．ｂｌｏｇ．ｓｏｈｕ．ｃｏｍ／３０２２６８１９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１ １０）。
〔４８〕 见前注〔４７〕，杨学林文。
〔４９〕 见前注〔９〕，方娟文。
〔５０〕 参见董海军：《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载《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５１〕 关于该案出乎意料的撤诉，参见申欣旺等：《李庄案庭审直击》，载《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６期。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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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知势”尚不足以区别死磕派和技术派。死磕律师的最大特点在于善用案件中的舆论
卖点“造势”。其首选方案就是以弱者尤其是蒙冤者为博弈的武器，通过展示肆虐的权力对弱者的伤
害来激发公众的同情和关注，从而既建立起弱者对于滥权者的道德优势，又促成对滥权者的舆论压
力。〔５２〕 死磕律师于此可谓驾轻就熟，因为常有现成证据揭露公权力的肆意乃至残忍，而不管是网民
还是传统媒体都对此较为敏感，容易迅速形成舆论焦点。不仅如此，通过对冤情的形象化展示，以及
对个别官员的污名化，既能直接塑造一幕“冤案与酷吏”的现代悲剧，又能将纯粹的法律问题打上强烈
的伦理烙印，让律师从“为坏人说话”的“魔鬼代言人”俨然转变为“舍得一身剐，敢把酷吏拉下马”的
“孤胆英雄”。〔５３〕 这一策略在李庄案、贵州小河案和北海律师案等个案中尤其明显。相比之下，虽然故
意纵火导致母子四人死亡的莫焕晶断不至于让公众同情，但党琳山律师通过暴露杭州中院的强势甚至
“别有用心”，也成功地实现了“造势”目的，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甚至不乏相当的支持声音。
“造势”的目的是为了“借势”和“用势”。死磕律师精心打造“冤案与酷吏”的故事之后，还需要
借用有效的宣传渠道将其扩散，否则再激烈的死磕也只会悄无声息。实际上，“冤案与酷吏”总难
杜绝，死磕式辩护也从来不缺，但死磕律师之所以在近年来才获得普遍关注，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
网络尤其是微博、博客和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为律师在传统媒体之外获得舆论关注提供了可
能。可以这样说，没有网络，尤其是没有微博，几乎就不可能有死磕律师。〔５４〕 但是网络议题转换
极为迅速，大同小异的“冤案与酷吏”故事也会导致观众“审丑疲劳”，故而死磕律师可能不得不采
取一些反常规做法以博取眼球。比如死磕派中的代表性人物杨金柱律师和李金星律师，先是在吴
昌龙案中给福建高院院长“送红薯”，后因孟荣展案在北海市银海区法院门外绝食抗议，〔５５〕虽然其
行为不可谓不出格，但在赢取舆论关注方面却异常成功。在莫焕晶放火案中，党琳山律师在庭前
亦曾尝试通过新闻媒体引发公众对物业和消防责任的关注，但有限的新闻报道并无多大效果，最
终只有在他做出不无极端的退庭罢辩行为之后，才赢得了各路媒体的迅速聚焦。
需要承认，对多数死磕律师而言，“造势”和“借势”获得的眼球和聚光灯并非最终目的，只不过
是借以影响法院判决的工具而已。一旦获得足够的舆论关注，“用势”往往属于顺水推舟。毕竟在
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官背后的决策力量可能不得不直接介入，进而实质性地改变案件走向。至
此，死磕律师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曲线救国”任务：在法庭上，律师确实无法说服法官；但在法庭
外，律师通过对“冤案与酷吏”的不断渲染，借助互联网这一传播平台，成功地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
注，进而推动法官背后的决策力量介入案件处理。律师把战场扩展到法庭之外，把诉求对象变成
了公众和法官背后的决策者，最终迂回地实现了对法官裁判意志的影响。案件审理确实始于法庭
也终于法庭，但中途却必须“绕法庭而行”。〔５６〕 这种“一物降一物”的循环博弈游戏，正是死磕式辩
护的根本逻辑所在。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对权力结构的深刻洞察和对大众舆论的巧妙操控才是死磕辩
参见前注〔５０〕，董海军文。
参见前注〔９〕，兰荣杰文。
比如陈有西律师的博客（陈有西学术网）截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时点击量就高达６８２６６９９１次，他的微
博关注人数超过６９万人。斯伟江律师的新浪微博在被销号以前也有２６万关注者；甚至在其不断被销号进而不断
“转世”时，也基本能在短短几天内重新汇集上万“铁杆粉丝”。与刑辩界死磕律师多有交流的行政诉讼专业律师袁
裕来，其新浪微博在被封号前“粉丝”数超过１００万，被称为“律师界第一大 Ｖ”。
〔５５〕 参见张国栋：《两律师在广西北海被逐出法庭在院外绝食抗议》，载《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２４日，第
ＡＡ２４版。
〔５６〕 杨先得：《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法律问题探讨》，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５２〕
〔５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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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精髓，但对事实和法律的精准把握同样重要。成功的死磕派律师绝非徒有一腔热血的莽夫。
坊间有云：“要做死磕派，先做技术派。”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执业经验是死磕的前提，事实和
法律也是死磕律师最常用的武器和最终的依靠，否则“死磕”将很可能等于“磕死”。一些被贴上死
磕标签的知名律师，比如张培鸿、周泽、杨学林、陈有西、斯伟江和徐昕等人，本来就是实务界较为
公认的业务精通的律师。党琳山律师在莫焕晶放火案中的辩护方案，尤其是对物业和消防的潜在
责任紧追不放的策略，其实也体现出了他的专业素养。
行文至此，论证结果似乎指向一种对党琳山律师的“同情式理解”。从有限的公开信息来判断，至
少在应否通知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上，杭州中院的决定多少值得商榷。莫焕晶即使罪行确凿，甚
至依法该处死刑，党琳山律师身为其辩护人，也有义务竭尽全力寻求从轻量刑。而物业和消防是否失
职，对四被害人之死亡结果是否有介入作用，可能是最关键的辩护点。鉴于在卷证据不够详尽，传唤
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就成为辩方最大甚至唯一的希望所在，但杭州中院一条口头回复，就把这一希望直
接扼杀。面对如此强势的法院，摆在党律师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三种：一是顺水推舟当个形式派律师，
敷衍走完审判程序，也成为法院从重从快判处莫焕晶的帮手；二是仅以现有书面证据为基础，尽最大
努力在技术上完善辩护意见，尽管明知不会有实质效果；三是采取相对极端的死磕方式延缓庭审进程
并争取舆论关注，进而希望借助舆论压力迫使法官背后的决策者改变案件走向。这其中没有一个两
全其美的选择，要么对当事人利益保护不周，要么对法庭尊重不够。党律师最终选择违背法院命令退
庭罢辩，尽管手段上于法不合、效果上也差强人意，但其动机也算情有可原。归根结底，或许正如陈兴
良教授评价死磕律师时所言，“律师之所以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
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即便本案中可以同情式地理解党律师的行为，但我们在未来的案
件中是否应当制度化地容忍辩护律师退庭罢辩呢？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直接挑战法院尊严的死磕
式辩护行为，如果律师的初衷确属维护当事人利益，我们又应当给予多大的包容空间呢？

三 、死磕式辩护的未来及其界限
如前所述，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律师对当事人的义务一般要服从于律师对法庭的尊重义务，因
为“法庭官员”是比“热忱代言人”更为优先的律师角色定位，至少在规范和理论层面一向如此强
调。但我国刑事司法的权力结构相对特殊，法官更容易受到庭外力量的影响和干扰，现有诉讼机
制对辩方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也不完善，导致当出现党琳山这样当庭抗命径行退庭的辩护人时，我
们可能还需要加以同情式的理解。然而在笔者看来，尽管中西之间在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上的差
异将长期存在，却依然不能构成容忍中国刑辩律师动辄以死磕方式随意挑战法庭尊严的理由，即
使律师的出发点是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利益。
首先，多数死磕案件并未给当事人带来明显利益，相反只留下一地鸡毛。死磕的效果通常取决于
舆论关注度，但并非每一次死磕都能成为舆论焦点。实际上，几年以来坊间学界耳熟能详的死磕案
件，大概总共也就数十个。更多的案件要么是缺乏新闻卖点，要么是律师的“造势”能力不足，要么是
官方的反击迅速而坚决并将其消弭于悄无声息中。在这些未能成为新闻焦点的死磕案件中，辩方期
待的足以左右法官意志的庭外力量并未出现，留下的只是依然强势的法官，以及律师和法官短兵相接
后的一片狼藉。更麻烦的是，由于自媒体时代议题转换的速度越来越快，公众对“冤案加酷吏”的敏感
度越来越低，传统的“造势”手段如较真、退庭、举报等引起的舆论关注越来越少，必然导致死磕成功率
越来越低。最近一两年刑辩界死磕现象相对沉寂的局面，可能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其次，死磕策略也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利益。从常情常理分析，一旦律师选择直接挑战法庭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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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指名点姓质疑法官操守，除非舆论压力超过法院承受力，否则几乎一定会遭到强力抵触甚至变本
加厉的报复。报复的对象除了律师本人外，更可能的显然是刀俎上的鱼肉一般的当事人。“闹得越
凶，判得越重”，死磕不成的直接结果，往往不仅是量刑优待的取消，甚至还包括以“认罪态度差”等酌
定情节从重量刑。即使仅仅报复辩护律师，当竭尽全力保护当事人的律师被剥夺了辩护人资格，换上
的几乎一定是“循规蹈矩”的法律援助律师，这对当事人而言，多半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得不偿失。
再次，死磕的目标是搅动舆论压制法院，而其初衷恰恰又是抵制法庭遭到的不当外界干扰。如此
双重标准、以毒攻毒、自相矛盾的做法，虽然可以凭借目的合法性聊以自慰，但终归免不了手段非法的
责难，以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尴尬。不仅如此，随着死磕成功案件的增加，法院和法官
本就不如人意的独立性必然进一步弱化，长远看来显然不利于法治体系的建设。而且一旦出现这种
局面，律师不管是作为名义上的法庭官员，抑或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都可能成为间接受害者。
最后，姑且不论死磕的效果如何，仅基于死磕律师对法庭程序和法官操守的公开质疑，以及法
官对律师的反击乃至报复，尤其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断创新的“行为艺术”等死磕手段，在引发公
众猎奇心理的同时，也在不断伤害司法体系及法律职业的形象，降低公众对司法程序及其产品的
信任。作为同舟共济的法律共同体之成员，一旦司法整体滑向“塔西佗陷阱”，那么不管是法官还
是律师都将深受其害。这一点也正是英美传统上一直强调律师的“法庭官员”角色的关键原因。
当然，死磕辩护并非一概乏善可陈，实际上也多有闪光之处。除了少数成功的死磕案件将一
度走偏的司法程序扳回正轨的例证外，死磕辩护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引发公众对刑事司法的关注和
讨论，从而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监督，促进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的改革。典型例证包括源于
李庄伪证案的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的“李庄条款”，〔５７〕以及以任建宇等案为导火索促成的
２０１５年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除此之外，死磕辩护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律师与法官之间的角色关
系，使以往习惯性“匍匐于法官面前”的刑辩律师，开始成规模地在法庭上抬首挺胸，从而有助于建
立相互平等、互相尊重的审辩关系。
但总体来看，即便是以维护当事人利益为出发点，挑战法庭尊严的死磕式辩护一般也是弊大
于利，尤其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更是如此。只有当律师的死磕行为成功聚集到足够的舆论关注，才
有可能扭转个案的走向，甚至进一步推动制度的进步。正是因此，简单地支持或反对死磕式辩护
并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为死磕辩护设定合理的边界，将其定位于极端
情况下的极端选择，避免过多、过广地滥用死磕手段。
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当事人同意制度，即只有在当事人合理知晓死磕的内容及风险，并做出
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允许辩护律师诉诸法庭的对抗行为。二是穷尽法律武器制度，即律师只能
在穷尽现有法律框架内的救济机制后，才能采取相对极端的死磕策略。三是确认死磕辩护的比例
原则：一方面要将辩护行为对各诉讼参与人及法庭的伤害减到最小；另一方面要求死磕的侵害性
与律师意图保护的当事人利益成比例。唯有如此，才能将死磕辩护这一带有相当中国色彩的刑事
辩护策略纳入良性轨道，协调好当事人利益与法庭尊严、法治建设等公共利益间的微妙平衡关系。
（责任编辑：林喜芬）
学界普遍认为，２０１２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４２条第２款的规定，也即在追究辩护人伪证罪时须由
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应当是源于李庄案中有关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是否有
权侦查李庄的伪证行为的争议，因此这一条又被称为“李庄条款”。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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