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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綬熊在密歙私大爭法挙疣

李秀清·

［內容摘要］ 天経熊在糸天大挙法科早止之后，瀬利赴美因密歇根大孛法

孛浣继絵深造。 他孛刁一令挙年，取得全优成臻，荻得法律博士举位。 在汰期

阅，岌表赴女作于（密歇根法律汗诒》，介縐中因古代法要和法律思想，此文也是

他与霍垮浙大法官升蛤忘年之交的媒介。 作为該校的杰出校友，他在密歇根大

举的影吻延縝至今。

［夫鍵沮］ 天綬熊 法律诗士密歇根大挙法挙浣

近代中國，法挙人才輩出。 迏其中，有一令名字恐怕很雉被遠忘，那就是吳銓熊(1899

一 1986) 。 在送么一段时期里， 比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挙禾硏究、法律教育、立法及司法

实各等傾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贏得的声誉，几乎元人能及，甚至可以讽 ，他是那时期中國最著

名、最杰出的法律人 ，即使在此不用＂之－＂两字，可能也元不妥。 但由于各神原因，在曾經

不短的时期里，大陣挙界差不多逮忘了近代數十年中囯法挙曾繁茉昪常的史实，法挙領域的

挙禾史劫則以U新中國＂为起焦，一切皆是＂新升端＂ 、｀｀新制度＂，即使対曾叱哇风云如吳經

熊者，也很少有人提起。

值得床幸的是，最近十多年未 ，法史挙界的佘多挙人，玕始傾心于近去并不屑于一顾的

近代法練域，法理及比絞法挙界在探讠寸法挙教育変革、法律移植、中西法律交通史等课題时，

自然也窩不玕対近代法數十年変迁的美注。 于是，｀｀北朝阻、南宗吳＂的稔渭，及王充惠 、吳

經熊、核兆尤等人的名字，終于走出了多年的历史封尘。其中，対于吳缢熊的挙木理路和人

生历程的研究，在吳氏自侍体炅修著作（超越末西方》的汊语洋本出版(2002 年）之后，更是

接二连三地同世。

近七八年來，我的部分兴趣在于梳理中國近代移植外囯法，対于迏祥－位博古通今、挙

事 李秀清，华末政法大挙法得挙院教授，本刊主編。 數年前本人出任主編之职时，曾自定一規矩， 即不在 自己主編

的刊物上没表诒文，因为每期排稿都棠版面有限，帯有內疚和痛苦之感，而且也为免有擅斬、不公之據。 但是，本刊上－

期刊登了赤州大挙分伟先生的（吳錏熊与末吳大挙）－文后，我裳得，若本期刊載送一篇有失吳氏留挙密歇根大挙的文

章，讽不定令有前后呼磁之效。故而破了自立之規矩，望固者渚君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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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中西，并有着不平凡的、丰富多彩的人生錏历．的前人之沱著，自然不可能不注意。不近，我

从來未曾想近，自己令为他写些什么。 2006 年 10 月，我有幸作为福布賴特硏究挙者，來到

密歇根大挙法挙院(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以下简杯｀｀密大法挙院")( 1 ) 的所

在地，位于美國北部的小城安娜堡(Ann Arbor) 市。迏是吳錏熊首次海外挙刁的地方，也是

他數度出國访挙経历中，唯一为荻得挙位而生活近的地方。隨着翻阅贤料的增多，我漸有了

写作此文的決意，而生活、挙刁于那令小城、那介校园一年之后，亦棠有完成此文的又夯。本

文呈有瞎湊熱周之嫌，但希望不要有濫竽充數Z实。

一、宗吳法科华血后赴密大法挙院继縷深造

吳経熊在末吳大挙法科（简杯｀｀末吳法科＂）华血之后，之所以能荻得机令，赴密大法挙

院留挙深造，坯得先从两校的历史及彼此美系淡逅；。

密歇根大挙是美國較早与中固建立联系的大挙之一。其第一届，也即 1845 年华血的

11 名挙生中，有名为 Judson D. Coll血,( 1823 - 1 852)者，在华血两年后，受美國卫理公佘教派

指派，以侍教士身份來到中固福建，他服垓是第一令到迏福州的西洋侍教士。 尽管莪亻fJ対早
期侍教士在华活劫自有讠平判，但在美國，他被汰为是米华亻夸教士的先驱，也因此成为密歇根

大挙早期的著名校友。而曾任密歇根大挙校長迏三十八年之久的詹姆斯·安吉永(」ames

B. Angell, 1829 -1916, 1871 - 1909 年任校*)，于 1880 年至 1881 年担任近美國政府派註

中固的大使，因送一美系，密歇根大挙在肖时的中固极为知名。在他回囯之后，一些中固挙

生相继赴密歇根大挙留挙。尤其是在安吉你及其他有沢之士的努力下促使美固政府臼坯了

多收的庚子賠款后，赴美求挙的中囯挙生日益增加，去密歇根大挙挙刁者亦隨之增多。

据有美贤料统计， 1911 年至 1917 年同 ，留挙密歇根大挙的中囯挙生就约有 50 人至 70

人之多。( 2 )

密大法挙院61建于 1859 年，初期举步维唄，但仍不新得到岌展，逐步取得頵人的成就。

尤其是 1910 年起，贝茨教授( Henry M. Bates,1869 -1949)就任院板之后，迸行了一系列的
改革，最重要者如：1910 年，卉始授予 J.D.，即~恿常所流的法律博士 ( Juris Doctor) 挙位；1915

年法律系升格为法挙院；同时，为实理建立囯际知名一流法挙院的目栃，邀聘若干圉际法和

比絞法考血的教授，课程没置、法律圏节懐藏节也均晁示出此特色。 至 1920 年，在經近六十

多年的友展之后，密大法挙院不仅已享誉美國，而且也有了良好的國际声誉。 由于自身的友

展，也因为密歇根大挙与中匡己形成密切联系的氛围和侍统，它自然也咸为肖时中匡的法挙

院华血生仞赴美深造的心亻又去灶之一。 1909 年至 1918 年 1司，就有 12 名中國挙生在密大法

( I ] 在美囯密歇根扭．冠有U密歇根＂字祥的大挙有密歇根大挙、密歇根州立大挙、宗密歇根大挙等．加上｀Michi·

gan"的中文音洋又有密歇根、密西根、密希根、密执安等．故极易混淆。位于安娜聳的是密歇根大举。 若按挙科水平和挙

＊肓誉等方面．密歇根大挙最強．不仅在孩州．而且珉在它坯是美國公立大挙的佼佼者。 因此 ．霈要順便泯明的是，田默

迪先生的（末西方之同的法律科挙一一－吳坐熊早期法律哲挙思想之比校研究）（中圉政法大挙出版社 2004 年版）就有剛

述上的介別出人．其第 8 頁的旦他（吳叄熊）于 1920 年 8 月前往美固求挙，在密西根大挙就懐法律研究所＇与第 22 頁的

｀吳氏于 1920 年秋在安娜堡(Ann Amor)的密西根忙立大挙注茄攻涙法律碳士挙位．……＂相互矛盾。 密歇根州立大挙

不在安娜堡，而是位于州府竺辛(Lansing) 。

( 2) Nancy Bartleu( edit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China: 1845 - 2006,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The Uni-
versity of Michigan,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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挙院就懐。(3)

民圉初期的中國，法政挙校佘多，讲多私立大挙（挙院）和教合大挙也没有法律系（法

科），法挙教育似乎仍延维着清末最后十數年的盛況，尽管政府时有相美的整頼法令出

台。(4) 末吳法科元疑是其中办挙最有特色、友展最为迅速者之一。

奈吳大挙是美园監理令 5 ） 來中圉，特別是到上海及其周围地匡从事侍教活劫的严物，

于 1901 年正式成立于赤州，同年荻得美國監理佘本部所在地田納西扭政府的注冊。因此，

从一升始，如同其他教金大挙－祥，就具有劍办者教派所在國的深深烙印，包括师贤、课程及

管理模式等。 1915 年，在同祥由孩教派刨办的上海中西节院并人末吳大挙的基拙上，于上

海昆山路成立了宗吳法科，它有一介咆亮的英文名＿，｀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一
na" ，由來自田納西州的律师兼侍教士、时在大挙恙部任教政治挙的竺金(C. W. Rankin) 先

生主持，并得到上海法律界中外人士的「泛支持。从其英文名就可知道，末吳法科的主要目
的是培莽精通｀｀比校法＂的人才，具体要求挙生挙刁和掌握世界主要法系的基本原則。但由

于主持人竺金，及大多數兼职任教的教授自身都具有英美法的挙刁背景，因此讲授內容側重

于英美法，而且除与中固法有美的內容用汊语外，其他课程均用英语教挙。同时，从没立伊

始，就效仿蚩时美园著名法挙院已普遍确立的做法，至少痰已有两年大挙挙历者才能人挙，

采取挙分制，挙制也为三年。玕始时招生不多，第一届 7 名，于 1918 年荻得法挙挙士(LL.

B. ）挙位，第二届仅2 名，第三届为 8 名。但由于挙生勤昚努力，教育管理有方，因此很快便

贏得了較好声誉。 又因其与美國有如此深厚的瀕源美系，于是得到了包括密歇根大挙在內

的美國一些著名大挙法挙院的承从和支持。〔 6 ）其中，若干挙生在华血并荻得法挙挙士挙位

后，綬推荐赴美國的迏些法挙院直接攻涙碳士或博士挙位。第三届的 8 名华血生中，就有 6

位在美固取得了挙位。( 7)

吳錏熊即是末吳法科的第三届华血生。他于 1917 年 9 月 12 日注冊，1920 年 6 月 l 日

华北。在迸末吳法科浜节之前，他曾在上海沖江大挙懐近科挙，在北洋大挙挙迥半年的法

律。自 6 步起，他就在私塾老师的指皂下刁渙四节五經，9 步上小挙时就汗始挙刁英语，在
位于玕放口岸于波接受的中挙教育又深受西方的影咱，故而在人大挙之前，吳経熊就已有了

(3) 据统计， 18％年至 1958 年同，法挙院的留挙生中．米自中國的最多（有 28 名）。若仅从數字上看，并不多，但
在送一时向跨度內，法挙院招收的留挙生共 161 名，他伯分別未自 40 -t-國家，除中囯留挙生最多的外，其他校多的依次是

鑲國 21 名、加拿大 14 名。參見 Eliu比th Gaspar Brown, Legal Education at Michigan: 1859 -1959, The University of Michi-
gan Law School, 1959, p. 693。

( 4 ) 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挙出版社 2001 年版，｀第三章法律挙院＂。

( 5) 即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or Mission), South" ．是卫理公令(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
pal Cbu,ch)的一介分支．是美因新教來华侍教活劫的主要教派。

( 6 ) 蕾在上海棓案愴査阅近（私立宗吳大挙法挙院历史事实考证节 (1915 至 1952））（楮弓为 Q245 -1 -1) ，萁用
洞和口吻有很深的时代烙印，珉在漠米辻人忍俊不禁。比如，英中写道： ｀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末吳法挙院所汗的

课捏，完全是英美帝國主乂的法律课捏，没有一「1中國法律课捏。课程讲授完全用英语，研究內容則更是英美的例案。
除正课外，校伕坯缢常淯一些＇美國孛者＇到校讲演，藉以深人澶諭帝囯主叉的政治思惹。同时美帝囯主又为了在末吳法

挙院华北生中深造一些为他1(]服各的奴才，美國各大挙対末吳法挙院的华血生就大汗方便之門。凡是末吳法挙院华血

的举生，可以免试人美國各介大挙，用不到一年的时同便可以得到法律博士挙位。＂此段描述并不完全厲实（尤萁是最后

一句．后文的團述将令涉及），不近，却也可菩助我仞从另一角度了解末吳法科早期的成功及其与美囯的密切联系。

(7 ) 王园平編：（末吳大挙－博刁夭蜴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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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挙两方面的良好基咄。尤其是英语，按他自己所言，｀｀从一升始就喜炊英语＂，竟得｀｀记

英语单调要比记钇汊字省力得多＂，｀｀対英语是一見即受＂，経常｀｀用英语思想，却用中文感

蜀'。(8 ) 有迏祥的基咄，使得其在就涙于大多數课程以英语教挙、以英美法为重的奈吳法

科后，很快就晁示出了他的潜展和优势。其挙籍记泰刃晟示，他在三年中挙刁了四十多n

课，有一半以上的课程取得了九十分以上的优畀成统。 作为班级中年纪最小者，他却从

1917一1918 挙年第二挙期起，担任班板( monitor) 直至华血，并以惡讠乎成统 90.25 分，茉荻垓

届华北生中唯一的｀｀最优生"(First Honor) 。〔 10)

如此看來，因密大法挙院具有良好的國际声誉，且与中固的美系密切；而末吳法科既是美

國基督教派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匡侍教的严物，由基督徒、美國律师主持，并以美國的法挙教育

为模式，刨立不久就已名声鵲起；吳経熊本人又挙葬深厚、成统优秀、熱心班夯。 渚秤主客视因

素的綜合，使吳経熊成功荻得了赴密大法挙院深造的机金，游挙海外的岩新历程隨之卉启。

二、一介挙年即取得法律博士挙位

1920 年夏，別从宗吳法科华血、才 21 步的吳経熊，登上了美固｀｀南京另＂乾（ S. S. Nank-
ing) ，升始其首次海外之旅。漫板的海上航程并没使他感到元聊困頓，茫茫浩瀚的太平洋也

并元辻他棠得顛簸芳累，窩多別奈也没有引起多少仿感愁緒，他反而竟得｀自由快示，如舄

在天，如角在消" 。( II）迏不仅是一位狂熱基督徒的喜悅，也是一介対生活、対前程充潢了期

盼的世俗青年的純然感受。

吳經熊以｀＇John Wu" 的名字，于 1920 年 10 月 5 日在密大法挙院注冊， 1921 年 6 月 30
日华血，荻得了法律博士挙位。 因荻得送一挙位，他才有了其后紫隨其一生的｀吳博士＂、

"Doctor Wu" 的杯呼，尽管功成名就之后他述另荻得了若干著名大挙茉誉博士的秭弓，但那
华竟仅是｀｀耒誉＂而已，只是后维的綿上添花。

蚩今美囷的主流法挙院，主要有三秤挙位 ， 即 J. D. 、 LL.M. （法挙碳士）及 S. J. D （ 或 J.

S.D. ，法挙博士）。其中，攻浜后两者的基本上是留挙生。 法挙碳士挙位＿般是已完成一介

挙年的挙刁并颎利荻取足移的挙分者才能荻得。法挙博士挙位則常是在美國的法挙院荻得

法挙碳士挙位者，経申清并荻准，按要求在尋师的指尋下，再在一年內造修足移挙分（有的

法挙院并元此要求）后，继而花上二三年或更伝吋同，完成一篇挙位诒文后，才能荻得。法

律博士挙位則是最主要的挙位，也可以沅是最具美國法律教育特色的挙位，不仅申清攻涙的

人最多，而且申清瓷格和程序也比絞夏朵。 隨着美國高等教育园际化迸程的推迸，每年赴美

攻浜法挙碳士和法挙博士挙位的國外留挙生不斷增多，但是即使理在，攻涙法律博士挙位的

( 8 ) 吳缢熊：（超越末西方），周伟弛洋，雷立柏注．社全科挙文猷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6 -48 頁。

( 9 ) 感谢芬州大挙分伟博士惠寄送一珍貴的吳氏挙籍记汞。 原文除中文名字和中文家庭地址外，其他各芒目皆

为英语。順便讽明的是，据孩记呆,;lit在末吳法科时期的正式英文名并非如吳氏本人在（超越末西方）（第 60 頁） 所言的
为"John Wu" ，而是 "Wu Chin - hsiung" 。

(JO) 根据（末吳大挙法挙院第一届至第十一届挙生成统及有美材料） ，在末吳法科的前四届华血生中，毎届均只有

一名最优秀的挙生荻得此茉誉。 參見分伟的（吳缢熊与末吳大挙）（最初投稿版） 該文錏修改后岌表于＜华末政法大孝
挙投）2008 年第 1 期。

( 11) 吳缸熊：（呾末西方），周伟弛洋，雷立柏注．社令m挙文猷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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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挙生仍然人數有限。申清姿格糸件絞高且程序笈奈、三年挙制需要高額費用、法挙的社令
科挙厲性和美囯法律的成用性特征，如此秤神都意味着攻懐并荻取法律博士挙位远非易事。
即便是美國挙生，以一年时周拿到著名法挙院的法律博士挙位都絶元可能。 至于母语为非
英语的留挙生，迏更是天方夜潭了，除非他恰好辻迏到什么特別的要求。

蚩吳経熊于 1920 年秋注冊人涙吋，密大法挙院只授予两秤挙位，即法律博士挙位和法
挙碩士挙位。( I2) 如前所述，法律博士挙位的授予始于 1910 年。法挙碩士挙位的授予則更
早，始于 1890 年。初期規定，申清法挙硬士挙位者，必須从所列举的课程中至少造掙三f1,
在教授的指畀下挙刁和研究，并需経常向教授扳告自己挙刁硏究计划的迸展情況，必要时坯
座參加考试，以确定他們的挙刁和研究能力，最后坯痰提交已被确从迭題的一篇沱文。

蚩吳經熊就浜时，密歇根大挙的法律博士挙位授予已在本大挙或其他得到承从的大挙
荻得挙士挙位，并在法挙院就涙了三介挙年，或在某他被承汰的法挙院挙刁了一年，再在本
法挙院挙刁至少两年，完成規定的基本挙分且至少四分之三的课程取得优昪成统者。迭是
一般情況。 同时，法挙硬士挙位被授予給那些已荻得本大挙或被承从的其他法挙院所授予
的法挙挙士挙位，且在取得垓挙位的法挙院挙北成细已迏到很高水准，并且根据要求在本法
挙院完成了第四年挙刁任夯并取得足移挙分的挙生。 而作为例外，対于其中成统特別优昪
者，授予法律博士挙位。( 13)

由此可知，吳經熊仅用一介挙年的时冏，若是取得法挙碩士挙位，那是一般情況，而能取
得法律博士挙位，則为例外。迏也就是讽，他从受密大法挙院承从的末吳法科华血并取得法
挙挙士挙位，且挙血优秀，迏到申清資格，并颜利注朋攻懐法挙碩士挙位，（14) 終因成统特別
优昪，被授予法律博士挙位。

根据在密大法挙院査找到的其挙籍记栗15) 可知，吳綬熊是作为法挙院三年级，也即华
血班的挙生人挙就懐。 既然他已綬在上海的末吳法科挙刁了三年，因此送相蚩于根据要求
座垓完成的第因年挙刁。在送一挙年中，他攻渙五l、1课程，即政治理诒(Political Theory) 、完
法(Constitutional Law) 、囯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 、夢写法( Roman Law)及法理挙( Science of 
」urisprudence) ，共取得 20 挙分。其中，前三n都为两令挙期的课，挙分依次为 4 分 、6 分和 4
分，后两n均只是一介挙期的课程，夢与法是孩挙年上挙期，即第五挙期上的，法理挙是下挙
期，即第六挙期上的，挙分各为 3 分。 在 1912 年至 1925 年伺，法挙院規定的一介挙年的基
本要求是，完成4 至 6 n课，并取得 20 至 24 挙分。 因此，若仅描述至此，修了 5 i1课，取得
20 挙分，吳錏熊也只是完成了基本的孝刁要求而已。 而令人杯奇的是，其五n课程的成縯
全部为｀｀A＂，因此他在两介挙期內共荻得了 8 令｀｀A" 。 按照蚩时（ 珙在通常也是） 的成績坪

( 12) 密歇根大挙法孝院的另一孚位．即法挙博士挙位( S.J. D. ），孖始于 1925 年．
( 13) 參見 Efu心th Gaspar Brown, Legal Education at Michigan: 1859 一 1959,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1959, pp. 7必－747。

( 14) 2007 年 9 月 28 B ．亳者在密歇根大挙的本特雷历史囝节慎( Bentley Histori_cal Library )査找到吳氏的楮案卷。
其中一嵌洩綠色的．l!P是吳錏廂填写的交納 l0 美園华北证节煚 ( diploma fee) 的卡片．＂孚位＂－芒上是手写的"」.D. or 
ll... M." 。

( IS ) 2007 年 10 月 3 E ，曾在位于密歇根大挙法羋院 Hutchins Hall 之300 室( Records Office) 査找到~John Wu's 
Record＼対于至今也不知某名的藹位女性工作人贝的熱情、寺立的服夯，我一直心存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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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別，分为 A 、B 、C,D 、E 五等，其中 A 是优秀，即"Excellent＂ 。蚩时教授給分的准确情況，

珉在很淮荻知，但根据亳者在那里访挙一年期同的側面了解，及向写此文期l可到访我校的密

大法挙院前院長圣安末尼教授( Theodore St. Antoine ) 征洵而知，得优秀者（現在包括 A+ 、

A 、A －在內）一般不合超近所有造课者的五分之一。 有一n课荻得优秀，一般挙生已棠欣

喜，所有五門课全部荻得优秀，而且是一位中固的留挙生，实厲不易，令人杯奇。因此，作为

成统特別优昪者，吳綬熊最后取得法律博士挙位。

吳缢熊并非末吳法科华北生中第一位前往密大法挙院攻浜挙位的，早其一年，第二届华

血生王傅璧即赴那里涙节，并荻法挙碳士挙位。( 16」吳綬熊也不是那一年唯一去垓法挙院攻

涙挙位的末吳法科华北生，同研同挙中坯有陈霆钅兑和陡鼎揆。同挙三人 ，均只用一挙年便荻
得了法律博士挙位。后两人所造修具体课程及成统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瀏的是，他亻日也都

屑于成统特別优昪者。 1920 - 1921 挙年，密大法挙院的外固留挙生只有 5 位，三年级的挙

生共有 98 人。 因为有深厚的挙葬基絀，接受适真正与美囯法挙院接執的完整的英美法廿ll
纈三位黑失岌貲皮朕的青年才俊，在法挙院里介令出突拔萃，垓是何等引人注目。送不仅

是肖时永吳法科的骔傲，也是者代我仞送些以法律为血者的自豪。 不近，逼想肖年，坏顾周
围，不免使人心生往昔不再之感慨。

话讽回來，吳経熊挙血优昪并」原利荻得法律博士挙位，可能述得益于生活坏境适宜、日

常心情舒暢及人詠哭系良好「泛。 到密大法挙院后，尽管其基督教的兴趣和信仰漸漸淡化，

加之反感于年輕人的拜金主又，并曾有迥勺之就是华盛頼、林肯和受默生的美固嗎＂的怀疑，

但惡体上言，吳經熊的涙节生活不仅十分順利，也非常愜意。在此，摘汞其如下回钇为证 ：

我呆在安正1自市（ Ann Aibor)的日子是我一生是快示和时期之一。我的老师亨利．巴特埼

(Henry M. Bates) 主任、荃瑟．迏克(Joseph H. Drake) 和受德华·迪塋送(Edwin Dickinson)坂

授，吋或介人惑兴逐。 他1n是如此忠心馱玭比善待我，而我是如此扆在忘食地护于所究，以致我

抽不出时l•l耒客多愁病，尽子這是我古及出因。迏主教牧枯我为＂奇才＂ ， 巴特所主任則當用我，
＂你又在白熱迪工作？＂安亞伯市确有某升如家似桓、温暖舒迫妁糸面，共屋民也温令有同汁感。

那）L也有不少中因挙生，校因里有家不賴妁中因餐嫁。 成的房糸哈欽券太太( Mrs. Hutchinson) 

対我也裱好。有一次A也吋我接屯话的傻科大笑了半天。 有人妾跟或通屯话」也叫我辻去，我放

户喊了 5 分什的｀呤嗪＂，和什么也呀不到。純下未看文生了什么亨，友珗我在吋呀举友话，，斤的

却是优话的一揣！這是我第一次与屯话扛交道。 ( 17)

引文中所讽的亨利·巴特斯主任，也就是前文已提及的 1910 年起任法挙院院托的贝茨

教授，他是吳錏熊的完法老师，受德华·迪堅過是其届际法老师，若瑟·迏克是其法理挙老

师。 吳綬熊在华血之后能立即順利申清到园际和平卡內基基~18) 的贤助，并成功造捅赴巴

( 16」 王囹平編：｛末吳大孝一一博刁天蜴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5 頁。需讽明的是，本人曾在本特霄

历史囝节愴査阅近一本名景胼．名为 M Catalogue of Graduates, Non - Graduates, Offices, and Members of the Faculties: 1837 
一 1921" ，找到了其中第 614 萸的陈霆鋭(Ding 沁 Chen)及第615 頁的陡鼎揆(Tmg Kwei Loh) 、吳缢熊(John Wu)的信息．

但也讠午由于我的疏忽，并没有看到王傅璧的名字。

( 17) 吳缢頂（超越末西方） ，周伟弛洋，雷立柏注．社令科孛文猷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4 -95 頁。

( 18) 即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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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大挙访挙，就是得益于迪塋赴首先推荐。贝茨：院伕、迏克教授，及其政治理诒老师克拉內

(Robert T. Crane)等人也共同參与了推荐。〔19) 因此，迏也从側面印证了吳氏在安娜堡挙刁

时受到教授仞器重的送些國钇并非虛言。而且 ，只有対那段經历有着美好回钇的人，才佘在
多年之后，以如此温馨的口吻，重提在昪域生活中出近的迏神大洋相。

三、釷女作友表于《密歇根法律坪诒》

吳綬熊在密大法挙院一介挙年的挙刁生活中，不仅以优昪成统完成了所迭课程的挙刁

并順利荻得法律博士挙位，而且述在 1921 年 3 月弓的《密歇根法律坪诒》上岌表了其灶女

作一一《中國古代法典与其他中國法律、法律思想資料緝汞》（下简杯《贤料緝呆》）。（20)

在美國，自哈佛大挙法挙院的一名挙生于 1887 年，友起了第一家由挙生管理和絹緝的

刊物－~（哈佛法律坪诒》以后，一些著名法挙院也升始效仿，冠有｀法律讠平沱＂的奈志相继

同世，友展至今，成为了比｀｀夸家法律刊物＂更能代表美固法挙研究水平的刊物。（密歇根法

律讠平诒》刨刊于 1902 年，按时l可先后，在美國理右：數百神同突名杯刊物中位列第六，肖厲元

老级的法律坪诒。不同的是，从其刨刊到 1940 年：，它并非完全由挙生、而主要由法挙院的教

授管理和編緝，但其所刊戟的文章殷量及其在挙界的声誉并不因此灶于劣势，那是因为从其

刨刊起，支撐它的就是一令著名的、有校強实力的法挙院困臥。

吳氏就滾那里时，垓奈志在挙年期冏（失一年 10 月至翌年 6 月 ） ，除玕挙初的 10 月份

外，其他每月一期。 每期通常除｀＇編夯奈记"、 1 最：近重要決定＂及｀寸3讠平＂外，所刊夸血沱文

不迥三四篇。就吳綬熊刊登了灶女作的第十九~(1920 -1921 挙年，共 8 期 ） 而言，担任主

編的是法挙院著名的埃格勒教授(Ralph W. Aigler, 1885 - 1964 ) ,(21 ) 副主編共 5 人，其中就

有上文已提及的贝茨院伝及法理挙迏克教授，同时由教授亻汀任命的 21 位挙生也參与仂助缢

各。編緝部陈容不可渭不強。

再从此卷刊登的文章作者來看，第 1 期的作者之＿是西北大挙法挙教授、美國分析法挙

家代表人物考克雷克(Albert Kocourek, 1875 - 1952 ) ，第 3 期的作者有威斯康星大挙法挙院

教授 Oliver S. Rundell 和密大法挙院教授 John B. Waite ，第 4 期的作者有前已提及的法理挙

教授迏克。 与吳経熊同在第 5 期笈表文章的是匹斯堡大挙法挙院的 George J. Thompson 教
授。我伯姑且不诒吳氏之文在造緝中囯古代法典和］法律思想資料上是否完全妥肖，翻洋是
否完全妥帖，團述還緝是否十分严谨，挙木颯熹是否均新顆有据，即使仅从作为一介別到美

园不久的中國留挙生，在迏秤梢次的奈志上友表诒文，与美國著名大挙法挙教授仞的名字一

起出珉在同一本刊物上言，也不得不令人感哎，~走綬熊真乃｀｀人中之尤"!(22 」

(19} 參見"John C. H. Wu: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星£冴3吳年刊：吳經熊像、序言及題辟" ( 1930 年） ，上海棓案

愔，梢弓为 YS-1-206 -4。 · 
(20) 即"Readings from Ancient Chinese Codes and Other Sources of Chinese Law and Legal Ideas", Michigan Law Re-

亟ew, vol. 19, 1921 , pp. 502 - S36。以下所涉垓文的具体內容，均依据此原作．并同时參見田默迪：（末西方之同的法律科
挙－吳缢熊早期法律哲挙思想之比較研究｝．中囯政法大挙出版社 2004 年版． u第二章第一篇法挙诒文二

(21} 埃格勒教授于 1907 年华北于密歇根大孝法挙院，1910 年任副教授，1912 年升任教授，直至 1954 年退休，他是

著名的財严法和商法寺家。參見 Allan F. Smilh, "Ralph W. Aigler",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63, 1964. pp. 2 -4。

(22) 參見吳柯德先生的（温良节生人中之戈｝，此为（法律哲孛研究）（吳錏熊著．清华大挙出版社頌五年版）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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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吳氏此文本身尚有渚多可圈可意之灶。

《麥料緝景）造緝 、翻洋并介紹了中國古代的若干法律文猷，其中相肖一部分厲由作者

新洋。吳氏所言的U中囯古代＂，是指公元前 2255 年至公元 630 年。垓文洋洋洒洒三十五

頁，且并非完稿，文末尚有｀未完待綾"(to be continued)字祥，不仅翻洋了中园古代各主要文
猷中的法律典籍、主要人物的法律思想，且作了分析，从而描述了中固古代法律的沿革執迹

及洋尽困景，并介紹了血奈笈仇、连坐制度及刑羽目的等方面夸題。在翻洋和圍述中，述不
时讽明迭拌某文猷的原丙，介紹某些文猷的历史背景及作者的思想，就某些特別雉懂的河祀

迸行解秤。因此，从行文形式到附述分析，都厲一篇名副其实的挙木诒文。

在正文七令部分之前，有一引言性的敘述。 在第一自然段，吳經熊玕門見山地写道：

隨羞蚩今法孛界対于昔遍的法孛戌念的研究兴超不蘄沫厚，法挙戍念影面的时空越久越

「 ，似乎共就越有叔成。 正如因际法必然比民法文加合乎人的理性，我伯也可以讽，包含一切时

代的法往比某一时代的法律定文深居于人性。比校法挙的范囷包含了荃今人吳历史的法牛戏．

念，故而不能忽略任何能辻我1n颜略古代世界法律戍念的材料。

迏一有如宣言性的表述，已l司接表迏了他対于中國古代法律文明的自豪。 而紫接着的

第二段最后一句所讽的＂本文所含的中固法的翻洋，則是一令在真正中國坏境中成卡的中

國人的翻涌＂ 。送既隠含表述了即使是著名挙者如威格摩你 ( John H. Wigmore, 1863 -
1943)美于中國法的翻洋也尚有待商榷之灶，而且也直接明白地表示出対于中园法的翻洋
和網述，由真正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人，如他吳經熊者担蚩更为合适之意，从而晁示出其作

为一介中固挙者 ，愿与西方挙者就中囯古代法律文明迸行挙禾上対话和交流的信心。
《贤料緝景》其他部分的內容也晁示出作者具有博覧群节的视野和架洵中西、求同存昪

的努力。 比如，他把考克雷克教授哭于法律岌展的三阶段诒运用到中固古代的法律史，提出｀

中固古代法律思想有与西方相似的法挙派別，将眾与法的准則与中國古代法則迸行比較対

照 ，从为中國法律思想足以接受西方近代法的理诒和原則，強调法律粗神的重要性，等等。
因此，此文的友表対于介紹中國法律文明，ii:西方主流挙木圏了解中圉古代法典和法律思

想，元疑有不可否从的挙木价值。 而且，此灶女作的友表，不仅昷示出吳経熊的挙禾潜痰，也

同时为他在密大法挙院所已杓立的成统特別优畀的形象增色，并为其后的挙木炭展奠定了
基拙，尽管吳氏本人后釆対此文并不太満意。 迏一灶女作的另＿重要意又在于，它是吳錏熊

和霍姆斯法官(Oliver W. Holmes , Jr. , 1841 -1935 ) ，一介剛剛步人法律界的中固青年挙子

和已是毫畫之年的美囯著名大法官之冏后米長迏十數年的挙木交流和忘年之交的媒介。此

文岌表之后，＂因为我（吳錏熊）曾多次昕教授亻汀以最褒拓的口吻提及大法官霍姆斯，便給他

贈送了一份（密歇根法律讠乎诒》的笈印本。 同吋給他写了一封信告泝他迏件事" 。(23〕从此，

一未二往，一令至今仍辻人津津尿道的國际挙木佳话卉始登汤，（24) 并由此迸而引出了吳氏

( 23) 吳綬熊：（超越末西方） ，周伟弛洋 ，雷立柏注，社令科挙文猷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2 英。

( 24) 夹于吳缢熊与霍姆斯之同的交往 ，挙界多有诒述，在此不必茨言。 他仞之同的若干通信，吳氏（超越＊西方）

＿节中多灶引用。 部分信件中洋本坯兄于（吳缢熊与霍姆斯通信造）（郭竺英淨、李嘉熙校，我（湘江法律坪沱）第 2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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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塔姆勒( Rudoif Stammler, 1856 -1938) 、度德(Roscoe Pound, 1870 - 1964 ) 、威格摩你等
挙界大师级人物之1可更多更糟彩的故事。

四、斯人远去而余影犹在

1920 年吳経熊來到安娜堡，次年挙成赴歆洲，后又數度到美國多所大挙从事研究或任
教，但都没有再囯到密大法挙院挙刁或任职。不近，在禽卉之后，吳綬熊仍經常与院板贝茨
教授及其他教授保持信件联系，他仞対他的欣賞和療誉并没有因为他的窩升而終止。(25)

步月流近八十多年，而斯人亦逝二十余裁了。蚩我未到他生活挙刁近的迏座法挙院时，
依l日能感棠到他的余影。或讠午是因为他的杰出的挙血成就，他的丰富多彩的法律人生涯，或
讠午坯因为他的跨越法律与宗教的人生体验，他的超越末西方的挙沢和影咱，使他肖之元愧成
为法挙院的著名校板。 他在那里所严生的影咆及荻得的密誉，至今几乎元人能哆望其瑣背。

如前文言，我在密歇根大挙本特雷历史困节琯査阅到吳氏梢案，尽管只是几弳卡片及有
失其翻洋《圣錏）等宗教活劫的效份振道，在法挙院的挙籍棓案室査到了他的挙籍记汞单。
而在法律囝节愴，吳氏的中英文著作全能移覓到，或作为作者或作为顾何而印有其名的（法
挙季刊） （ China Law Re面ew)也悉數在愴。也讲：可以沆，在囹节愴能找到他的梢案和在法挙
院能找到他的挙籍记汞单，除能讽明密歇根大挙的棓案和挙籍管理完善之外，并不能讠兑明其
他，但事实上，J\.十多年前的其他华北生在历史囝节琯中有棓案的只是少數，在法挙院也并
非都能找到那时所有华血者的挙籍记呆单。也忤可以讽，在法律囝节愴能査阅到吳氏著作
和印有其名的6法挙季刊），除能讽明其愴藏丰富，及民國时期的末吳大挙法挙院与密大法
挙院联系密切（況且迏秤密切的美系或讠午更座四功于対伯穆先~26) ） 之外，也并不能讽明
什么，但是，法律囹节琯却没有收藏同时期向世、在园內挙界比吳氏之诒著影咆大得多（包
括同祥曾在那里挙刁近的作者所完成）的其他沱；著。

而蚩吳氏于 1986 年逝世后不久，密大法挙院的內刊(Law Quadrangle Notes)対此就有夸
f1的投道。其 1986 年春季呈校友纪念桎目中，登栽了吳錏熊于垓年 2 月在台灣去世的消
息，杯他是＂杰出的挙者、政治家和哲挙家，出突拔萃的文化人",(27) 并附有其晚年照片。 次
年該刊春季另又刊裁了他与霍姆斯法官之同的若干通信,Jf配有两人的照片（其中，吳經
熊的那張是其在密大法挙院时的挙生照），最后坯列出了吳氏岌表的主要英文沱著名杯。

即使琜在，｀＇John Wu"迏介名字在密大法挙院仍常被提及。法挙院中只要対中國近代
法律有烏兴趣者，或者対于密大法挙院与早期末吳大挙的交往历史有所了解者，元不知道送
位杰出校友。比如，我所从沢的前文已提及的圣安糸尼教授，及法挙院副院伕高丹女士
{ Virginia B. Gordan) 、法律囝节愴惇托伊你女士等都知晓他，而我的合作教授、著名中囯法

(25) 在贝茨院伝于 1924 年 5 月 26 13 給肖时哈彿大孛法孚院院伝厐靈的一封信中．特別提到吳缢熊，壹蕾他｀有特
別的才干＂。庶纂在同年 6 月 2 日的回信中．対吳纪熊更是欣賞有加，杯贊他｀在每件事情上都昱示出真正的才能。 我相
信他全有辉煌的未未＼感谢密大法挙院法禱囝节惇惇卡伊示女士( Margaret A. Leary )于 2007 年 12 月 4 日 寄未送两封
信的夏印件。

(26) 即从密大法孛院丰血的 William W. Blume，在 192t 年至 1927 年向，任宗吳法和第二任教各伝，高任后固密大
法挙院任教授。

(27) Law Quadrangle Notes, Spring 1986, The Univen1」ty of M」cbigan Law Sc區ol,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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挙家郝山教授(Nicholas C. Howson) ，更是常以吳経熊的成功激助我。
倘若送些尚嫌不足，那么洋自法挙院U 中固法研究',理目冏頁上可供隨时査1哥的一段

话，蚩可作为佐证：（28〕

在美因所有的法挙浣中，就与中因的租互交流淆，或并密款棒大牛法举疣拥有是丰宙的历

史。……在 1859 年至 1959 年的百年阅，法挙疣米自+因的留举生校任何共他因家的为多，共

中是茶名者之一距是天綬焦一一1946 年《中华民因完法）妁主要起草人禾与霍嫣所法官有＊期

密沅友泣的中因孛者，作为蚩时密大法挙尻与糸天法科交流的一部分，他耒此就共深造…… 。

能在密大法挙院留有如此深刻的痕迹，有~吝祥伝久的影咆，也只有兼具卓越天分、万丈
雄心、才高八斗如吳経熊者才能做到，他确可配滁是少年得志，沐浴歆风美雨的真正成功者。
不管法律足以或不足以慰藉心炅，（29) 能视法律为自己的偶像，且有迏么一段后人卡期雉以

超越的成功経历，如此的人生，足移讠上人敬慕不已的了。

至此，行文字數已以万计，但対于吳経熊在密大法挙院留挙一介挙年的各方理路是否已

梳理得充足、清晰，实在没有自信。尽管元數次來往于曾留下吳氏足迹的小城安娜堡的街巨
小巷，找尋近他曾安頓居住述的两介灶所，流不定不經意同在法律囹节琯翻阅述他曾測竟的

节籍」也曾先后走迥他曾短期访挙逗留的西北大挙、哈佛大挙的校园，并在回國途經檀香山

时也没有忘记直奔他曾任教多年的夏威夷大挙一游，所有送些，都固为対他的元比敬意，及
由此而起的试囹阅涙其挙木人生的強烈愿望。不迥，因时空相隔，主要的述是由于此为本人

挙力和视野所不逮，因此 ，再怎么尽力也元法真正描述此位｀＇John Wu"在密大法挙院一一其
人生重要薛站的生活、渡节的全貌，更多的文字也不能深人閹述所蘊涵的其他与此相芙的更

多、更深展次的理诒向題。所以，就此打住，乃为上策。
（奇任縞抖：适舟）

（苾） 參見 bttp :IIm心. law. urnich. edu/center頲邛!programs/chineselegalstudies/P咾es/default. aspx. 
( 29) 讠午章洞：（法挙家的智薏） ．清华大挙出版社 2004 年版，才第三章蚩法律不足以慰薩心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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