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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视域下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基于法官日常行为的观察
葛天博
（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
摘

要： 司法公正是司法取得公信力的基础，承载这一基础的则是司法判决。只有被社会认可的司

法判决才能宣示司法公正。然而，司法判决必须接受社会生活中的另类规范———情理———的审查，否则
将不被认可。法官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员，无法回避社会交往中情理的熏陶与约束。 而当下社会把法
律问题道德化的惯常定势与传统的清官情结，导致司法公正的认同往往取决于法官个体的可信度。 判
断法官可信度的依据乃是法官日常行为的表现，通过交往，生成法官的信任基础，这种信任被逐渐转嫁
至司法判决之上，从而促进并有利于司法公信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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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司法公信来源于司法是否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与措施则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①。除基于制度安排的规范分析以外，“法官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外化为实际的
职业道德行为的过程，也就是其所认同和内化的相应法律规范物化为实际的自觉的公正司法的过程 ”
2011） 。就当下中国而言，在不是严格的意义上讲，可以把司法类
（ 邓云，
2002） ，德正方有法威（ 高洪宾，
型简约为城市型司法、城乡型司法和乡土型司法。无论在哪一种类型的司法过程中，对于司法的伦理性
评判具有一致性。这种基于本土社会生活伦理规范的一致性 ，消解了西方法治语境中的权利和义务的
严格边界，并转化为特有的本土情理。基于以乡土规范作为评判司法公信力的习性 ，在乡土司法的图景
2007） 。即便是在城市型与城乡型司法过程中 ，这种影子在律师、当事人、相关人，甚
中尤为突出（ 喻中，
至是法官同行之间，可以随处体味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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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
2006） ，这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推动良好司法公信力建设的突破口（ 王学成，
应当不断提高法官素质（ 于慎鸿，
① 从法院自身而言，
2010） ，加强网络环境下的公民参与程度
2010） 。就审判过程来讲，建立选择性司法机制（ 汪燕，
2009） ，创新公众参与司法模式（ 陈发桂，
（ 陈立军、陈立民，
2011） ，深入推进司法公开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坚强保障（ 公丕祥，
2012） 。而深化审监制度改革则从根本上力促司法
2012） 。基于司法制度体系来说，建立和完善判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司法公信力（ 武建敏，
2011） 。除此
公信力的提升（ 江必新，
之外，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的途径应立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坚持和改进，完善人民陪审员“去精英化”可为之提供案件判决的信服力（ 杨
2012） 。法官职业公信力应是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 中的核心内容，走群众路线，把旁听公民代表发表的意见
柳，
2009） 。公正廉洁则是持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性途
作为法官评议和裁判案件的重要参考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司法公信力（ 安东，
2011） 。
径（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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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法官拥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应是考察司法公信得以生成的基本要素之一 。 对于法官道德
品行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应当建立伦理制度的框架 ，符合制度要求的法官 ，就可以实现法官在司法过
程中的道德自觉 。 然而 ，研究者却忽略了影响法官德形的不仅仅只是为之设计的伦理制度规范 ，其
生活方式及其在生活交往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社会内在的伦理要求 ，远比一套制度设计对法官的影
响更为深远 。
在法律成长的过程中，“大量显然是不重要的习惯或惯例是我们的法典加长 ”（ 柏拉图，古希腊 ） ，原
因在于正是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习惯或惯例不仅维系法律前社会的秩序 ，而且在法律出现以后一直继
续发挥其潜在的作用。可以想象，对于缺乏社会评价满意的司法，可以延续多久，值得质疑。 尽管在某
种情形下，这种失去公信力的司法可以存活一定时间 ，并且依靠强制可以办得到，然而，司法在解决社会
纠纷的同时，必将为通过“非司法”手段的持续而埋单。社会公众对司法评价满意的标准并不是法官是
否严格遵守法律，而是强调法官是否遵守生活于其中的另类规范 。乾隆皇帝对在中国法中屡见不鲜的
以机械方法度量道德的做法表示反对的态度 （ Derk Bodde，Clarence Morris，1967） ，或许，能够历史地管
窥司法伦理对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 。即便是试图依靠司法能动主义表示司法公信力的时代，
如果缺失对法官个人行为严格的规诫，司法能动可能会变成对法律的侵蚀 （ Christopher Wolfe，1997） 。
司法公信力意味着社会成员拥有可信赖的司法 ，这种值得信赖的司法至少包括公正 、容易理解和快速三
2005） 。可是，法官作为既是制度中的人，又是生活中的人，其司法公信力绝非依据
个条件（ 森际康友，
2008） 。
先例即可完成，重要的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支撑自己判断的社会评价 （ Ｒichard A． Posner，
司法公信力的来源并不仅仅只是制度的完美 ，而且应该包括司法过程中法官个人的伦理张扬。 法
官个人伦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灵魂基础 ，社会大众评价则是法官个体获得司法权威的来源 ，而法官个
体司法权威的集合构成法官群体的权威 ，这恰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石。法官在社会交往中的日常行为，折
射出其自我德形的境界。就在这个看似非常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公众形成交往中的法官是否值得信任
的心理，这种心理延伸至司法公正的法律帝国 ，二者的勾连成就司法公正，从而生成司法公信。
一、法官信任往往是交往中个人魅力的因变量
作为司法帝国的领主，法官必须在其职业生涯中保持一定水准的品质 ，这就是作为法官的素养，也
是作为一名 法 官 的 义 务。“对 审 判 的 信 赖 是 审 判 权 威 的 基 础，与 对 法 官 人 格 的 信 赖 和 敬 意 密 切 相
［1］

关。” 而社会的进步，对司法判决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判在其内容上，为了达到社会的要求
［2］
和期待，要始终维持一定的质量水准，并且不断提高。” 显然，这就要求法官“有努力吸收不断变化进
［3］
步的法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审判中去的义务 ” 。 在这个不
［4］
［5］
断与社会保持同步的过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唯一保持不变的“黄金法则” 。这条法则，即

便在宗教中奉劝世人一生不断修行和进步的教规中的地位亦是举足轻重 。基于中西方对该伦理法则的
共识，无疑表明，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接近或者坚持该法则 ，其应当能够获得众人和社会的认可。 法官
作为特殊的个体，亦不例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在于一个人应当拥有良心与良知，尽管良心与良知隶属主观唯心主
义哲学范畴，而其所蕴含的伦理诉求却已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并沿袭至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与日本宪法
第 76 条第 3 项规定“所有的法官按照良心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 ，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相比，我国宪
法中只有关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而法院组织法中缺少针对法官德形背景下司法行为的约束 。 这与我
国司法过程的法定主体是法院，而非法官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中不难看出，关于法官个人承担司法
执业过程中的伦理要求并没有得到制度的认可 。然而，法官与其他公民一样，作为吸收现实社会即公民
文化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赋予主持纠纷解决 ，实现公道的特殊公务人员，一定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生活中
潜在的或者制度化的伦理规范的内在约束 。
法官的特殊性不在于法官行使职权的独立性 ，而在于在法官独立思考如何适用 、解释法律的过
程中 ，同时兼顾司法判决能否经得起社会伦理的考证 ，就此而引发的法官内心世界的伦理斟酌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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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庭影响 、生活经历 、成长环境 、教育熏陶等多方面的因素 ，法官在审判中会无形地受到来自他从
生活中获得人情的教育 ，并把这种教育的成效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判决中 。 通过不同法官对类似案件
的当事人所判定的法律责任的力度 ，便可以得知法官伦理在判决中的存在及其作用 。 比如 ，同样是
一起盗窃案 ，出身家庭贫困的法官与出身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法官针对被告判处徒刑的长短有
着很大的差别 。 处于贫困而产生盗窃行为早已在那位出身贫苦的法官心里留下了可以容忍和同情
的定论 ，与之相反 ，那位家庭条件相当不错的法官则对因为贫困而起盗窃之心的行为早已恨之入骨 。
尽管这一推理尚未得到数据的分析验证 ，但是其逻辑上以及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经历已经足够证明这
个结论的存在 。
既然如此，法官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自觉能够在其法律适用与裁判考量之中得到反映 。 这种反映折
射出法官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缘 ”，其中隐含着信任的存在。 与其说这是一个法官的生活表现，毋
宁讲这是类似民主商谈的过程。法官的专业水准与个人品质的混合，生成法官在法律帝国中的魅力地
位。这种魅力经由众人的认可，尽管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法官在生活中的“好人 ”表现，经“最初的提
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性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
［6］
成事实” 。于是，法官的权威由此而生，其所做出的判决基于做出判决的主体所拥有的权威而具有了
权威。
魅力型法官往往具有很高程度的亲和力 ，对于长期以来“民贵君轻 ”思想熏陶的当下中国社会而
言，这种传统并未因为沾染现代性或者进入现代化而有所消解 。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官化与解决过程
的规则刚性，特别是整个社会并未因为部分追求法治秩序的人的存在而折损大部分人意识中为民做主
的清官情结。清官情结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官员的亲和力和与民同乐的亲民行为 ，一切的规则都在同
乐中化为自上而下的“情理共识”。由此，“可能的 ”当事人就会在心里对魅力型官员产生特别的信任，
并把这种内心评价言不由衷地传播给自己熟悉的人 。由此，形成以法官为圆心的信任圈。 圈子里的人
通过彼此信任的方式共同维护法官的可信度 ，反过来，这种信任的维护方式也对法官起到了约束性的作
用。任何一位在他人眼里享受尊崇地位的法官 ，一定会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守住被信任的阵地，除非
他放弃自己的生活。
交往中的魅力有利于形成信任的连带关系，
信任则助推魅力的持久。对于法官而言，如果一味地坚持
与社会“隔离生活”的原则，
就会导致“真空法官”的诞生。无论是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与生
活完全隔离的法官无法做出符合自然法精神的判决。毕竟，纠纷的社会性意味着经由司法过程形成的司
法判决必然要经得起社会的检验。也许，
法官在有限条件下的社会交往更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形成。
二、持续交往使信任从法官主体转至司法判决
法官无法生活在真空中，
作为从事制造公平、正义产品的技术人，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世界发生各种
各样的交往。西方法理学所坚持的法官独立性，应当理解为法官的独立审判不受来自社会任何一个方面
但绝非规定法官不能与其生活环境中的其他人交往。再者说，司法正义应当与社会正义保持一定
的干扰，
程度的同步，
否则，
一旦赋予法官绝对的正义权，那么，正义被一个群体所垄断，又何来正义？ 法官与法律
之间，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社会信任的主体，为什么选择其中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依据什么标准或者
最终将归结到一点，
法律的正义来自法官的宣示。
何种证据对此作出判断？ 对于这些追问的回答，
法律是值得信赖的，至少从法理上可以这么讲。否则，法治作为普适性的价值，其目的合乎理性与
价值合乎理性难以得到合理性解释 。然而，法律最终又是不可以信赖的，因为法律是仰仗人的主观性才
能实现其价值，发挥其功效。作为阶级意志的产物，无论是通过代议制，抑或共和制的立法方式，法律的
民主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民主程度的高低则千差万别 。可是，无论立法过程中的民主性与民主程度达
到何种高的境界，法律取得信赖的基础和能量不在立法过程 ，而在司法过程。不能因为立法过程中的全
民参与，就断言制定的法律公正无比。毕竟，正义绝不是民主的必然产物。
国家法律是否正义的宣示通过法官来完成 ，其空间就是制造判决“化合物 ”的司法过程。 人们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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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信赖往往不是法律规范自身所蕴含的公平正义 ，而是法官适用法律之后作出的司法判决。 从这个
方面来讲，社会中存在一种误解，即公众对法律的信赖程度所表达的意思是依据法律是否能够产生公正
的判决，而非通过文本形式所呈现的静态法律 。法律经由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即法官作出判断的推理
过程。因此，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作为公正判决的宣示人，往往就被寄予极高的信任期待。
然而，一个法官是否能够被寄予法律信赖并不直接来自司法过程 。多数情况下认为，当事人及旁观
者对公正判决的期待始于对庭审法官的了解 。假如当事人可以如同选择仲裁员一样选择法官 ，那么，最
公正的法官往往来自周围人的建议 ，而非候选人的履历表。周围人的建议往往来自案件当事人对某个
法官所作出的判决的相互“传真 ”，除此之外，最强有力的建议来自熟悉法官的人的日常评价。 在一个
律师制度发达的国度里，法官的口碑通过律师团体奠定坚实的地基 。而在一个熟人社会，法官在日常生
活中的表现，则极有可能在法官身上形成法律信赖的光环 。
当下中国的法官无论是从职业环境 ，还是从职业定位来看，都无法获得类似西方普通法系国家中法
官处于高高在上，尽量与社会隔离的生活形态。作为政府职能机构，法官必须随时响应来自上级主管部
［7］

门的号召。这些号召既包括司法审判方面的司法政策 ，也包括催款要债

，甚至进社区打扫卫生的带

头示范工作①。法官的家则是被张大妈、李大娘、王大爷所包围的居民楼。 尽管现在大部分法官购买小
区商品房，然而，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世故与和谐气氛也使得法官入住不久 ，就成为见面问候“吃过了
吗”的熟人。那些乡镇法庭的法官，更是众人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 ”和“打小就在一起玩的发小 ”。 这
种特殊的社会情境，强化了大众对法官个人伦理在生活中的评价 。一个法官在生活中是否能够做到言
而有信，往往就被熟悉的人认定其在司法审判中能否主持公道的晴雨表 。
一个从小在邻居街坊和老师、
伙伴眼里就是一个喜爱说谎的人，长大后一旦成为一名法官，先前被认
定为具有说谎品行的印象绝对不会因为他成为一名法官而得到立刻格式化。至少，要保存一点怀疑。这
点怀疑直接为熟悉这名法官的人认为他极有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提供依据。于是，对于那些不知
［8］
晓法官过去的人，
对法官可信度的判断只能借助其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从社会行为学的角度来

讲，
法官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和承诺往往被周围的群众用作判断其在工作中言行延续的参照。
说话算数是言而有信的白话文表达 ，这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以来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之一 ，也是人际交
往过程中的伦理规范之一。伦理规范尽管不是国家正式规范，但由于伦理规范是数千年自黄帝而乡民
贯通的秩序内核，所以，即便是当下社会，言而有信依然是共识下的法则。如此一来，法官在生活中的言
而有信，对于其周围的人来说，则预示着该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能够“言而有信 ”。 从其本质上来看，说话
算数或者言而有信实际上是法律宣传视域下民主商谈的过程 。法官与熟人之间的谈话乃是基于法律怀
疑的前提下展开的一场民主式协商 ，其最后不管结论如何，只要法官的法律解释能够说服周边的听众，
那么，法官就成为这场商谈的引导者，并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赢得信任。 借用马克斯 · 韦伯关于官僚
体制类型之一合法型的过程分析 ，可以这样讲，生活中法官与周围熟人的商谈，不仅体现中国式民主的
另类含义②，而且实现法官持久的话语“合法性”③。
随着以法官为圆心的信赖半径不断扩大 ，久而久之，法官值得信赖的信息传播范围从熟人社会扩展
树立亲民、爱民的法院干警良好形象，陕西柞水县法院结合每季度开展一次的公益性实践
① 为了进一步巩固深化文明创建成果，
5 月 29 日下午，再次组织全体干警走进社区进行大扫除，以实际行动营造整洁、优美的卫生环境。14 点 30 分开始，在法院班子成
活动，
30 余名“环保卫士”拿着扫把、铁锹等劳动工具来到桂花园小区，打扫小区周边的卫生。干警们克服天气炎热、气味难闻、杂
员的带领下，
草丛生等困难，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把建筑垃圾、社区死角的生活垃圾、枯枝败叶杂草等仔细清理出来，毫无怨言地投入到热火
朝天的劳动之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理，桂花园小区现出了干净整洁、清新靓丽的面目，受到了社区和居民的广泛赞扬。参见祁少
志、张萍： 《柞水法院组织干警进社区打扫卫生》，柞水新闻网讯： 2012 － 06 － 04。
②

当下中国社会尽管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但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大凡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能够与群众一起聊天，拉家常，往

往就把这种个人行为归结到政府工作方式的改变。基于这个社会现象的存在，法官应当多与群众交往。
合法性的要素之一以理性为取向的法，无论是协议还是强制的产物，要求其团体成员必须尊重，并且落入其
③ 马克斯·韦伯认为，
权力范围的其他成员也得必须尊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下卷）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页。就法官而言，人
们对其信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先因为他是法官，应该可信； 随后通过交往，认为可信； 最后，事实胜于雄辩，确实可信。通过交往，法
官到达通往信任的第二个关口，即认为可信。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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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于熟人作为中间纽带的陌生人社会 。这种源自交往信息的判断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马太效应，
而一旦有令人信服的判决存在，那么，司法判决就成为人们相互证明自己传递信赖信息可靠性的证明 。
这种可靠性又驱使众人用自己的行动来继续证明自己对法官的信赖 ，这种信赖只能通过法官的司法行
动获得展示。随着这种信赖的反复强化，人们对法官群体的认识也会逐渐从射线状转变为辐射状 ，对人
的信赖逐渐转移到对法律的信赖 ，从而形成司法公信。从这个角度讲，加强法官队伍的伦理建设应当是
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三、类似法制宣传的交往意味着假设性案件的判决预知
法官既是法律存在，也是道德存在。法律存在表达的内容是合法性，道德存在表达的内容则是基于
合法性无法寻求文本支持而从传统的习俗中获得证明其自然存在的合理性 。法官的良知则是作为道德
存在而应当选择何种行为的内心确信，“我是一个在道德空间中预设了道德倾向 ，选择了一定的道德立
［9］
场，并且坚持自我立场的人” 。生活中的法官在传统中接受洗礼，司法中的法官则是在法律帝国中接
受监督。无论哪一个场景，法官必须保持自己坚持某个原则的一贯性 。否则，法官难以为自己的正义建
立内心确信。在适用具体法律规范的过程中，这种内心确信表现得特别突出。
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也就是法官内心确信法律的过程 ，并且含有如何在判决书中立论陈词自己选
择某一条法律条文的理由。有些情形下解释的内容是案件与法律条文的对应性 ，有些情形下则是由于
立法技术的粗疏或者立法时代的过于遥远 ，而不得不出于当下社会的情势给予法律条文新的立法意图
的证明。因此，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是可以解释的 。不仅法律可以解释，而且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解释。
然而，法律的解释面对特定的案例，只有一个方向能够实现公平与正义。 可是，由于法律的解释操控于
法官，因此，法官解释法律的方向决定了司法判决的公正是否满足案件的本质规定 。 或许，公正的长度
可能短于案件的内在公正尺度，但至少确保了公正方向的同一。
现代法治国家，公众已经形成了对法官群体解释法律的信任 。特别是普通法系国家，以及认可“法
官造法”的大陆法系国家与个别地区，法官群体的整体正义形象遮蔽了个别法官在进行解释法律过程
中可能有意识偏离公正方向的偏私 。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社会生活中的法治环境尚未形成。
不仅如此，对法官整体形象的评价难以直言 ，而实名举报，经官方证实的法官集体违法乱纪的事实 ①，无
疑更加加剧公众对法官队伍腐败的愤懑 ，从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从这个视角来说，在法官群体的
正义形象尚未被公众认可，同时还处于个体法官生活于熟人空间的社会发展阶段 ，法官个人对待自己行
为的要求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司法公正的标尺 。不仅如此，“法官为了在其公私活动中保持
［7］
司法部门的廉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应慎重行事” 。其本质是法官在日常生活中的严以律己 。
严以律己不仅仅只是道德的自我约束 ，同时也是社会交往中伦理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个人对

自己的严格程度，可以折射这个人在何种情况下将会突破自己坚守的道德底线 。比如，一个法官严格按
照规定，平时不与任何人有无关案件的常理性来往 ，也不参与群众性的打牌娱乐，除亲属以外，看不到此
人与他人出入高级活动场所等行为 。 那么在熟悉他的众人眼里，这个人基本上是以做事低调，洁身自
好，很正直的形象存放在评价的视域 。于是，街坊邻里有什么不懂的法律问题都会寻求他的帮助 。一旦
发生了所谓的官司，经由他审理而做出的判决，自然而然地会被当事人接受。这种接受并不一定建立在
当事人对判决理由的理性认同，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当事人基于对法官个人信任基础上的心理暗示的确
信。由生活中的信任“存在”转到司法过程中的信任“此在”，是不同主体的良知在时间空间里互相影响
①

根据当事人实名举报，上海市高院 5 名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官方得到证实。对于群众举报上海市高院几名公职人员在夜总会娱

6 日作出决定。给予赵明华、陈雪明开除党
乐并参与色情活动的情况，中共上海市委高度重视。8 月 2 日当晚，上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籍处分，由上海市高院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按法律规定撤销其审判职务，开除公职。给予倪政文开除党籍处分，免去其市高院纪检组、监
察室相关职务，由市高院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按法律规定撤销其审判职务，开除公职。给予王国军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由市高院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按法律规定免去其审判职务，撤职处分。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海市公安局已对赵明华、陈雪明、倪
政文、郭祥华作出行政拘留 10 天的行政处罚。上海法院网，http： / / www． hshfy． sh．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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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常常被政府机关中的上级用来鞭策下级，在现实生活中，一份司法
判决是否公正①往往会被社会认为法官是否公正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 生活在常理中的公众，从未基
于法理的角度来考量一份判决的公正与否 。事实上，公众从未真正用自己的行动表示对判决是否公正
的关切。试想一想，有哪一位公众会到司法机关查阅案件 ，或者主动寻求社会力量纠正不公正的判决。
当然，提起案件评查的程序比较繁琐，但是公正怎么会简简单单地就得到呢？ 实际上，茶余饭后对一份
判决书是否公正的闲聊，基本上是以讹传讹。 不过，最终集中到一点，主审法官的人“差劲，不公道 ”、
“肯定拿人家好处了”等诸如此类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即便事实并不是这样，也挡不住这种猜测或者
传闻对司法判决的洗白。显然，法官个人在公众心里已然成为法官群体所有人的特征集结 。不仅如此，
同行们话语中的专业符号也能够看出法官个人行为对公正的道义评价 。
法官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严以律己的品格会自然地渗透到司法判决中 ，其同行亦会对他 （ 她 ） 的公正
性做出更加符合术语性的判断。毕竟，同行更能够从专业角度把一名法官的日常行为与判决公正联系
起来。而同行在工作之外要回归到社会生活中去 ，这就为宣扬一名法官是否“靠谱 ”增添了更加令人信
服的内部信息。俗话说： “同行是冤家”。既然同行对某位法官能够做出公正的评判 ，可见，此人的公正
有目共睹。严以律己是建立在传统生活方式教化之上的传统信任 ，显示传统道德的正义。 当严以律己
成为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自觉准则 ，法的国家性就把合理性正义转化为合法性正义 。不过，其蕴含的道德
正义不会因为存在的依据改变而改变 。
法官的社会交往与其他人的社会交往 ，从法官自身而言，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 但是，当法律进入
平常的社会生活之后，与法官交往的过客多多少少总是希望从法官这里寻求事关个别事件的法律答案 。
这些事件也许发生在问询人自己身上 ，也许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之类的拜托人 。显然，基于这些咨询法律
疑问为内容的交往过程，法官不再仅仅是一名熟人，而是一名类似免费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 。由于法官
处于司法审判的中心主体地位，如果说律师向问询人提供的只是参考性意见 ，那么，法官做出的讲解在
问询人的心里则形成了法院判决的预先告知 。可能法官不会对法律责任的具体额度提供确切的定量结
论，但所作出的某一案件的性质确认应与其在真实案件中所作出的结论能够保持一致性 。现实生活中，
问询人听取律师意见后的行动往往是依法提起诉讼 ，而听取法官的意见之后往往是放弃起诉 ，接受非诉
讼方式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其中的利益衡量与最后的定论不是因为法官的解读水平高于律师 ，而是
因为法官在人们心中具有宣布司法判决的权力 。尽管这种权力应当在特定的庭审空间使用 ，然而，日常
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多重角色的整合 ，因此也就导致法官制造判决预知的必然性 。
四、结语
溯自古代官制建立时期，乃至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势，“清官情结 ”始终没有因为法律体系的完善和
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得以从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祛除 。相当一部分人依然保持着朴素的臣民习惯，
寄希望于讲道理、讲情理、讲伦理集于一身的法官出现。不仅如此，而且不加区分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
之间的本质差异，谁能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就招惹谁 。实用主义在解决纠纷中占据核心地位 ，由此导
致涉法涉诉上访现象的存在，而信访制度的设置则强化了清官情结的传统沿袭 ，无形中加剧人们对司法
人员的德形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当下中国社会来讲，司法公信依然建立在对法官个体的信任基础之上 ，
法官队伍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法官独立思考的制度性因素 ，使得法官的伦理确认不得不因为
政治意味的要求而放弃公正的立场 。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法治建设发展到何种阶段，加强法
①

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经常与当事人聊起判决的公正问题。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有意利用诉讼寻求不正当利益的当事人，经过

判决后法官的解释或者人民陪审员的解释，基本上能够认可判决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公正在公众的眼里存在共识的客观性。然而，
一旦有人借机煽动、从中渔利，特别是主审法官在平日里就有一些不良习惯的风言风语，那么，即便做出一份得到同行认可的判决书，但
是当事人也会找茬，证明其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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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个人的伦理素养，树立内心确信的伦理审视，应是通过司法公正，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软科学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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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Credibility Grow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Ｒelation
—From Observation on Daily Action of Judges
Ge Tianbo
（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Fuling，Chongqing 408100）
Abstract： The judicial decision is the basement of justice getting credibility． It will not been accepted if the judicial decision has not been inquired by morality in the whole social life． As a common member，the judge has
no ideal leaving morality． It is a general conclusion that the fair judge will make the fair decision on the base of
law question becoming morality and traditional fair judge thought． The justice will be growing when people becomes believing the judge by the acceptance to the judicial decision made by the judge which comes from the
daily action of judge through social relation in life．
Key words： social relation； daily action； personal fascination； confidence； beforehand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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