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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
形象的多重建构

李 洋*

摘 要 如何对近代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的在华活动作以性质界定或功能评判? 是将其限

定为法律帝国主义在华实践载体,即美方借以实现势力扩张的工具? 抑或,将之视作西方法世

界播散中的因子,即以言传身教传播法治理念、宣扬法治文明? 这是聚焦角度有别所致的不同

推论,也是衡量标准殊异催生的别样判定。不论前述结论的得出是基于客观立场的自然铺陈,

抑或是基于道德高点的情感宣泄,均无法抹杀这一群体的客观存在及其在中国近代法制化中

的角色扮演。若意图对其作以客观评价,尽可能全面掌握其在华活动则成为必需。以远东美

国律师协会、美国驻华法院、北洋大学法律系及东吴大学法学院等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其在华

法律执业、兼教法学院及就中国问题发表著述等,似能客观地对其见证并参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转型作一注脚,为全面认识这一群体的司法、法制教育与法制宣传提供一定参考。

关 键 词 远东美国律师协会 美国驻华法院 北洋大学法律系 东吴大学法学院 中

国法制近代化

引 言

近代以来,自西徂东,在华外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角色存在,他们在喧嚣而凝重

的近代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针对中西关系的早期描述,学界尝有“冲击———回应”“传
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乃至“中国中心观”的多重诠释,〔1〕然而无论从前述何种诠释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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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师范 大 学 中 国 法 治 现 代 化 研 究 院 副 教 授。本 文 得 到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青 年 项 目(项 目 编 号:

15CFX009)资助。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

4-8、54-55、106、20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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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都无力驳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方色彩。就建构以西方为主体话语体系的法制近代化视

角抑或“法治”而言,对近代中国法制发展或者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解读始终无法脱离西方的参与。

由此,作为此种参与的法律职业群体在近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活动,便值得体察与鉴析。

针对此一群体,学界并非未有触及。管见所及,关切最为直接的有朱志辉的《清末民初来

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研究(1895-1928)》一书,该书以整理论述1895-1928年间美国在华法

律职业代表性人物所从事的法律教育、司法审判、诉讼代理、法律咨询等职业活动,揭示清末民

初来华美国法律职业人的域外影响。〔2〕可惜的是,该著研究范围铺陈宽泛,关涉法律教育、

司法、外交、政治等诸多领域;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于学界早即有所关注的个别法律职业人士,如
兰金(CharlesW.Rankin)、古德诺(FrankGoodnow)、威罗贝(WestelW.Willoughby)等;研
究素材也多为民国期间出版的书报等中文资料,如研究美国律师却未采用《北华捷报》《最高法

院及领事公报》(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等反映

英美司法律师主要活动的报刊,研究美国法庭却忽视《治外法权案例集》(ExtraterritorialCa-
ses)等辑录美国驻华法院案例审判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克罗内克(JedidiahJ.Kroncke)的新作《徒劳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中国与输出美国法的危

险》探讨了美国法向近代中国输出中的角色扮演及近代美国法在国际化中的作用。书中对美

国法的近代中国输出抱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在华法律职业者多避重就轻,即便古德诺与庞德

(RoscoePound)等传教式的法律输出同样意义甚微,沦为美国法输出的失败案例。〔3〕

若聚焦于上海美国律师的论著,则有张新的《旧上海的美国法院、法官与律师》、〔4〕陈同

的《略论近代上海外籍律师的法律活动及影响》〔5〕及其专著《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

师》〔6〕等,但前述论著或聚焦于人物盖棺类的简要评述,或以中英文基础性素材对外籍律师

总体尤其是英国律师作了统计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挖;作为美国在华律师的代表,阿乐满

(NorwoodF.Allman)以其所见所感撰写的《上海律师》,〔7〕对租界上海律师的样态作了阐

释、剖析,虽反映其时其景,却未有进一步详述。

总览前端,本文拟着力考察20世纪上半叶美国法律职业群体在华法律实践活动,试图以

远东美国律师协会(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美国驻华法院(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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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参见朱志辉:《清末民初来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研究(1895-192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48-170页。

SeeJedidiahJ.Kroncke,TheFutilityofLawandDevelopment:ChinaandtheDangersofEx-
portingAmerican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pp.110-230;JedidiahJ.Kroncke,“RoscoePound
inChina:ALostPrecedentfortheLiabilitiesofAmericanLegalExceptionalism”,BrooklynJournalofInter-
nationalLaw Vo.38,No.1,2012,pp.77-143;JedidiahJ.Kroncke,“AnEarlyTragedyof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FrankGoodnowandtheChineseRepublic”,PacficRimLaw&PolicyJournal,Vol.21,

No.3,2012,pp.533-590.
参见张新:“旧上海的美国法院、法官与律师”,《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第55-58页。
参见陈同:“略论近代上海外籍律师的法律活动及影响”,《史林》2005年第3期,第20-38页。
参见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09页。

SeeNorwoodF.Allman,ShanghaiLawyer,WhittleseyHouse,1943,pp.83-114.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CourtforChina)、北洋大学法律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及就中国问题发表著述等为观察视角,对
美国法律职业群体参与司法、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的情况进行梳理分析,为较为全面了解这一

群体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所充任角色作出相对客观的认知,并反思此种见证与参与可能

体现出的基于个人角度与国家层面、甚或时代背景所致的社会评价。

一、地域与经历: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的执业素描

陈同教授在考察近代上海的外籍律师时,据《字林西报行名簿》(TheNorth-ChinaDesk
HongList)而确信1909年已登记注册的外籍执业律师中,美国律师有7人,这一数据到1930
年上升至17人。〔8〕实际上,在华美国律师的数目远不止于此。据罗炳吉(CharlesSumner
Lobingier)统计,1907年在华美国律师即有10人,包括巴西特(ArthurBassett)、费信惇

(StirlingFessenden)、佑尼干(T.R.Jernigan)、安德鲁斯(LorrinAndrews)、林文德(Edgar
PierceAllen)、礼明(WilliamS.Fleming)、赫恩(W.H.Heen)、道施特(E.A.Douthitt)、弗洛

斯特(RalphA.Frost)及辛克利(FrankE.Hinckley)。其中,既有美国驻华法院检察官(巴西

特)、书记员(辛克利),也有前任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干)。这一数目到1912年骤然上升至

25人,1917年又增至42人,至1921年已达71人,〔9〕仅1920年一年美国驻华法院即批准14
名律师执业。〔10〕当然严格意义上,此过程中既伴随着有律师因与首任法官威尔佛莱(Leb-
beusRedmanWilfley)政见相左 〔11〕而选择仓促回国,如安德鲁斯、赫恩、道施特等,也有佑尼

干、林文德等5名律师故去,总量已然不足前述之数,但相较于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只有

1200余名美国人 〔12〕这一客观总量而言,美国律师可称得上不容忽视的一类群体存在。

笔者以罗炳吉《治外法权案例集》附录的律师名录(数据统计截至1921年6月13日)为基

准,并结合远东美国律师协会首届会议章程的会员名录(数据统计截至1916年6月30日,主要

标示了律师当时的执业区域),粗略整理出为美国驻华法院所认可的在华执业美国律师的基本概

况。〔13〕通过对这71名律师的教育背景、执业经历及执业地点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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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参见陈同,见前注〔6〕,第43-44页。在其早期发表于《史林》的论文版本中,这一人数为5人。参

见陈同,见前注〔5〕,第21页。
需指出的是,这71人中有20人笔者虽经多方考证皆未获知其执业地点,此外至少有9名是在菲

律宾执业。

See“RollofAttorneys”,CharlesSumnerLobingier(ed.),ExtraterritorialCases (VolumeI),

Manila:BureauofPrinting,1920,pp.ix-x.
参见李洋:《美国驻华法院研究(1906-1943):近代治外法权的殊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128-137页。
“表56旧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人国籍统计(1865-1935年)”,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

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SeeCharlesSumnerLobingier(ed.),supranote10;“MembershipRollJune30,1916”,UnitedStates
CourtforChina,DecennialAnniversaryBrochure,Shanghai: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1916,pp.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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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律师执业地域而言,在上海或曾在上海执业的律师为数最多,在已经获知执业地点

的51名律师中至少占据32名席位,占比为62.75%。其中声名卓著者,有如:曾任美国驻沪总

领事的佑 尼 干;〔14〕驻 沪 副 领 事 海 德 礼(Frank W.Hadley)、〔15〕欧 登 司(WalterA.Ad-
ams);〔16〕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的费信惇、〔17〕工部局法律处处长万伯良(RobertT.Bry-
an,Jr.);〔18〕美国驻华法院地方检察官巴西特、〔19〕赫克孟(ChaunceyP.Holcomb)、〔20〕书记

员辛克利、〔21〕德惟士(JamesB.Davies)、〔22〕罗思尔(EarlB.Rose)、〔23〕执行官麦克雷(Paul
McRae);〔24〕创办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兰金、〔25〕法学院教务长刘伯穆(WilliamW.Blume);〔26〕

夏威夷总检察长安德鲁斯、〔27〕副检察长礼明;〔28〕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斯汀(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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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SeeR.T.Bryan,Jr.,“InMemoriam-ThomasR.Jernigan:Lawyer,AuthorandPublicServant”,

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Vol.15,December18,1920,pp.172-viii.
参见http://politicalgraveyard.com/geo/CA/lawyer.H.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See“BiographicalStatementRespectingPersonsServingunderAppointmentoftheDepartmentof
StateatHomeorAbroad,andtheNamesandLastPostsofServiceofDiplomaticandConsulsGeneral,Con-
suls,ConsularAssistants,Interpreters,Marshals,andStudentInterpreters,WhoHaveDiedorRetiredfrom
theServiceSinceJanuary1,1906”,RegisteroftheDepartmentofState(December19,1917),Washington:

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18,p.70.
SeePeterGueZarrow,CreatingChineseModernity:KnowledgeandEverydayLife,1900-

1940,NewYork:PeterLangPublishing,Inc.,2006,p.172;EdwinAllanFessenden,TheFessendenFami-
lyinAmerican,Vol.2,MaryElizabethFessendenWashburn,1971,p.543.

参见张新,见前注〔4〕,第57页。

See“TheUnitedStatesCourt”,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
zette,December19,1908,p.722.

See“AttorneyforShangHaiNamed”,TheOgdenStandard.,February26,1915,4P.M.CityE-
dition,p.3.

SeeDouglasClark,GunboatJustice:BritishandAmericanLaw CourtsinChinaandJapan
(1842-1943),Vol.3,HongKong:EarnshawBooksLtd,2015,p.232.

SeeTheDirectory & ChronicleforChina,Japan,Corea,Indo-China,StraitsSettlements,

MalayStates,Sian,NetherlandsIndia,Borneo,thePhilippines,&c,TheHongkongdailyPressoffice,

1912,p.935.
See“RollofAttorneys”,CharlesSumnerLobingier(ed.),ExtraterritorialCases (VolumeI),

Manila:BureauofPrinting,1920,p.vii.
Ibid.,p.vii.
SeeE.C.Lobenstineed.,TheChinaMissionYearBook,1916(SeventhAnnualIssue),Shanghai:

The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na,1916,p.xvi.
See“ProfessorBlume,JamesBeginRetirement”,LawQuadrangleNotes,Vol.6,1962,p.2;ht-

tps://www.law.umich.edu/historyandtraditions/faculty/Faculty_ Lists/Alpha_Faculty/Pages/WilliamW-
Blume.aspx,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SeeJohnWilliamSiddall(ed.),MenofHawaii:ABiographicalReferenceLibrary,Complete
andAuthentic,oftheMenofNoteandSubstantialAchievementintheHawaiianIslands,VolumeII,Hon-
olulu,Hawaii:HonoluluStar-BulletinLTD.,1921,p.17.

See“Obituary-Mr.W.S.Fleming”,TheNorth-ChinaHerald,September7,1932,p.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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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Austin)〔29〕,等等。

此外,在天津或曾在天津的执业律师至少有7名,分别是林文德、〔30〕西维(WarrenA.
Seavey)、〔31〕勒克(HarryA.Lucker)、〔32〕沙福曼(J.L.Sharfman)、〔33〕克兰(JudsonA.
Crane)、〔34〕爱温斯(RichardT.Evans)、〔35〕海德礼、〔36〕陶木森(GeorgeJ.Thompson)。〔37〕

其来源成分也各有不同,有因工作之故(海德礼于1908-1909年曾任美国驻天津副总领事)暂
时执业于天津,也有受北洋大学校长丁家立(CharlesDanielTenney)恭请及哈佛大学法学院

院长推荐赴天津北洋大学任教之余从事律师实践的西维、克兰、陶木森等。
(2)就律师教育背景而言,接受正规法学院教育或者虽就读政治、哲学专业,但最终从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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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SeeTheUniversityofVermontLibraries,WarrenR.AustinCollection:Chinaperiod,retrieved
February18,2014.http://cdi.uvm.edu/findingaids/collection/austin.ead.xml&section=China%20Period,最

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有认为其任上海“大美国按察使衙门”按察使,实为不妥。参见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See,“InMemoriam-EdgarPierceAllen”,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Vol.15,Februar-
y19,1921,p.vii.

SeeWarrenA.SeaveyandDonaldBarnettKing(ed.),AHarvardLawSchoolProfessor:Warren
A.Seavey'sLifeandtheWorldofLegalEducation,WilliamSHein&Co.,2004,pp.3,9,11-14,17.

See“NorthChinaAlumniAssociationFormed-ChineseandAmericanAlumniFraternize”,Cor-
nellAlumniNews,Vol.13,No.7,November9,1910,p.74.

SeeWarrenA.SeaveyandDonaldBarnettKing(ed.),supranote31,p.22.
SeeJ.W.Madden,“InMemoriam:JudsonAdamsCrane”,HastingsLawJournal,Vol.16,Is-

sue2,1964,pp.151-154;“InMemoriam:JudsonAdamsCrane”,UniversityofPittsburghLawReview,

Vol.26,1964,pp.v-vi.
参见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见前注〔29〕,第130页;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一天津大学

校史》(第一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前两资料指出其1909年来华,后一资料标明其1908
年开始执教。

SeeCarrollLunt,TheChina Who's Who:A BiographicalDictionary,Shanghai:Kelly &
Walsh,Limited,1922,p.125;http://politicalgraveyard.com/geo/CA/lawyer.H.html,最 后 访 问 日 期:

2019年1月18日。
陶木森(1886.8.26-1957.1.9),生于新泽西的阿斯伯里帕克(AsburyPark),1909年在宾夕法尼亚

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12年在哈佛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18年又获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S.J.D)。

1914-1917年在天津北洋大学执教,任英美法教授,并在天津兼职律师。1919-1926年以教授席任教于匹兹

堡大学法学院,1926年起在康奈尔大学任法学院教授,1951年获选为E.H.Woodruff讲席教授,次年在加州

哈斯廷斯法学院任教,之后也曾任教于日本京都大学。曾在美国驻华法院、麻省、纽约、新泽西以及宾州等执

律师业数年。发表《英美司法体系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theAnglo-AmericanJudicialSystem),三
期连载于1931-1932年《康奈尔法学季刊》(CornellLawQuarterly)第17卷第9-42、203-247、395-458
页;但以合同法领域的研究著称于世,尤其是其合作编撰了八卷本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威利斯顿论合同》
(WillistononContracts)。参见G.H.Robinson,R.S.Stevens,O.D.VonEngeln,“GeorgeJarvisThomp-
son”atCornellUniversityFacultyMemorialStatement,https://ecommons.cornell.edu/bitstream/handle/

1813/17845/Thompson_George_Jarvis_1957.pdf? sequence=2&isAllowed=y;BIOGRAPHICALNOTE,ht-
tp://rmc.library.cornell.edu/EAD/htmldocs/RMA01173.html#s1,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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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践工作的律师占据主流,在已知晓确切毕业于法学院所的律师中有30余名便是此种类

型。就毕业院校而言,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等校高居热门法学院系

行列。如费信惇、〔38〕安德鲁斯、〔39〕弗洛斯特 〔40〕、梅华铨(Hua-ChuenMei)〔41〕即毕业于纽

约大学法学院;博文(FrancisM.Brooks)、〔42〕西维、〔43〕沙福曼、〔44〕克兰、〔45〕陶木森则是哈

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礼明、赫恩、〔46〕海德礼、舒尔(F.J.Schuhl)〔47〕曾获加州大学法学院

法学学士学位;万伯良、费森(PaulF.Faison)〔48〕则皆曾就读于北卡罗莱纳大学法学院。

至于其他知名律师,也多毕业于美国或德国著名法学院,如巴西特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法学院;〔49〕佑尼干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万伯良称其毕业时仅18岁);〔50〕勒克毕

业于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柯雷塞(AlexanderKrisel)入读布鲁克林法学院(获圣劳伦斯大学法

学学士学位 〔51〕);欧登司毕业于乔治敦大学法学院;〔52〕戈特(OswaldW.Gott,Jr)毕业于福

特汉姆大学法学院;〔53〕林百克(PaulMyronLinebarger)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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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SeeEdwinAllanFessenden,supranote17,p.543.
SeeJohnWilliamSiddall(ed.),supranote27,p.17.
SeeCarrollLunt,supranote36,p.109.
See“AChineseScholar”,TheOrientalReview:AFortnightlySummaryofEastAsianAffairs,

Vol.1,No.16,June26,1911,p.303;“TheUniversityLawSchool”,AnnualCatalogueNewYorkUniver-
sity,UniversityBuildingWashingtonSquare,East,NewYorkCity,1914,p.187;也有称其毕业于哥伦比亚

法学院,See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Vol.11,No.3,1916,p.295;DouglasClark,GunboatJustice:

BritishandAmericanLawCourtsinChinaandJapan(1842-1943),Vol.2,HongKong:EarnshawBooks
Ltd.,2015,p.205.

SeeJohnWilliamSiddall(ed.),supranote27,p.59.
SeeWarrenA.SeaveyandDonaldBarnettKing(ed.),supranote31,p.3,9,11-14,17.
“FebruaryMeeting,1913”,Regents’Proceedings,TheUniversity,1910,p.670.
SeeJ.W.Madden,supranote34,pp.151-154;supranote34,p.v-vi.
SeeJohnWilliamSiddall(ed.),supranote27,p.191.
SeeCharlesSumnerLobingier(ed.),supranote14,p.vii.
SeeCharlesSumnerLobingier(ed.),supranote16,p.108.
SeeSigmaNu,TheDeltaofSigmaNuFraternity,Vol.28,Lexington,Va.:SigmaNuFrater-

nity,1910,p.108.
SeeR.T.Bryan,Jr.,supranote10,p.172-viii;“ASketchbyR.T.Bryan,Jr.”,inFarEatern

AmericanBarAssociation,InMemoriam-ThomasR.Jernigan,Bulletin,Vol.5(1920),1921,pp.14-
18;ThomasR.J.Newbern,“Jernigan,ThomasRoberts”,WilliamS.Powell(ed.),DictionaryofNorth
CarolinaBiography,Vol.3(H-K),ChapelHillandLondon: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

1988,pp.280-281.
至1943年前,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学位授予权归于圣劳伦斯大学。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

wiki/Brooklyn_Law_Schoo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SeeUnitedStatesofAmericaDepartmentofStates,supranote16,p.70.
SeeFordhamUniversityofLaw,“EighthAnnualCommencement”,FordhamUniversityBulletin

ofInformation (SchoolofLaw,Announcement,1916-1917),Vol.9,No.1,1916,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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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54〕麦高莉(HelenL.L.McCauley)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法学

院,〔55〕等等。

此外,有如,林文德虽专于哲学并有志于成为语言学教授(罗炳吉语),但因其父亲林乐知

在华经营而选择回上海执律师业务;辛克利则师从国际法大家摩尔(JohnBassettMoore),于

190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任职于美国驻华法院书记员、地方检

察官等职,走上法律执业之路;〔56〕奥斯汀毕业于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ofVermont)获哲学

学士学位,之后跟随其父学习法律,通过律师职业考试后与其父合伙执业。〔57〕

以上律师的职业法律教育背景,正可谓与美国法学院教育培养适格的法律职业群体这一

基本精神休戚相关。依据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从1870年到1910年,美国法学院毕业生进

入律所从事律师执业的人数在逐年上升,从1870年的24.9%一路上涨到1910年的67.
2%。〔58〕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法学院毕业生除在本州实践律师事业,更是将这一志业拓

展至万里重洋之外的异域中国。
(3)就律师执业经历而言,执业于上海的律师多兼教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如巴西特、费信

惇、礼明、万伯良、毕射谱(CrawfordM.Bishop)、德惟士、佑尼干、罗礼士、罗思尔、梅华铨、欧
登司、麦克雷、赫克孟、罗炳吉及林百克等人都曾在东吴法学院兼职。兰金与刘伯穆更是分别

为东吴法学院的创办者及教务长;执业于天津的律师则多为北洋大学法律系的兼职教师。如

林文德、〔59〕西维、沙福曼、克兰、爱温斯、陶木森 〔60〕这6人都曾在北洋大学法律系任教。既往

学界多主张北洋大学历任法科教员中有7名为美国人,却对哪7名语焉不详,至多提及林文

德、爱温斯、陶木森,更无其他。耐人寻味的是,研究中多会涉及另一人物———法克斯(Charles
JamesFox,1877-?),有资料称其自1914年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任教授直至法科被撤

消,兼而从事律师执业,〔61〕但对具体情形也不甚了了。通过考察,笔者发现其早期毕业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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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59〕

〔60〕

〔61〕

SeeCharlesSumnerLobingier(ed.),supranote10,p.2.
See“FirstWomanLawyerAdmittedtoAmericanBarinChina”,Millard’sReviewoftheFar

East,Vol.14,No.3,September18,1920,pp.128-130.
See“NotesandPersonals”,TheAmericanLawSchoolReview,Vol.4,No.12,1921,St.Paul,

Minn.:WestPublishingCo.,1923,p.706;DouglasClark,supranote21,p.232;TheNorth-ChinaDaily
News,Feburary21,1922,p.12;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Fe-
burary25,1922,p.556.

SeeWilliamHartleyJeffrey,SuccessfulVermonters:AModernGazetteerofLamoille,Franklin
andGrandIsleCounties,EastBurke,Vermont:TheHistoricalPublishingCompany,1907,p.325

SeeEldonR.James,“TheLawSchoolandthePracticingLawyer”,AnnualReportoftheAmeri-
canBarAssociation,Vol.39,1916,p.678.

林文德,1903-1906年任教于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兼在天津执行律师业务,与勒克合组律师事务

所,勒克退休后,他又在北京开个人律所。他是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创始会员,并一直担任协会负责华北、日本

分会的副会长,同时他也是美国律师协会成员。Seesupranote30,p.vii.
其中,爱温斯于1908-1920年在北洋大学教授法律;陶木森于1914年11月-1917年7月在北洋

大学教授英国法。参见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见前注〔35〕,第98页。
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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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于世纪之交来华在北洋大学教授国际法,在天津从事不动产以及企业相

关的律师业务。〔62〕依照其任《华北星报》(TheNorthChinaStar)主编时所整理的《华盛顿会

议上中国力争关税自主权》一书扉页的署名,他作为美国驻华法院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注册律

师,也曾于北洋大学政治学系担任教授一职。〔63〕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于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律师中,西维、沙福曼、克兰、陶木森皆毕业于

哈佛大学法学院,西维、克兰以及陶木森更是直接受哈佛法学院院长埃姆斯、庞德的推荐来北

洋大学从教,〔64〕甚至说他们是在任教于北洋大学之余兼职律师执业,也未为不可。律师与法

学教育的紧密关联性使得他们成为一类共同体存在。

此外,根据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创会首届会议的会员名录,尚有来自汉口的克宁翰(EdwinS.
Cunningham)、〔65〕烟台的杰威尔(JohnF.Jewell)、〔66〕哈尔滨的莫泽(CharlesK.Moser)、北京的

芮恩施(PaulS.Reinsch)〔67〕,以及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较为知名的律师阿乐满、〔68〕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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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67〕

〔68〕

SeeMillyBennett,editedandannotatedbyA.TomGrunfeld,OnHerOwn:JournalisticAdven-
turesfromSanFranciscototheChineseRevolution,1917-27,Routledge,2016,p.165.

SeeCharlesJamesFox,China’sFightforTariffAutonomyattheWashingtonConference,Tien-
tsin:TheNorthChinaStar,1920.

陶木森在结束其在纽约的2年律师执业生涯后,接受哈佛法学院院长庞德的推荐,携新婚燕尔的

妻子于1914年11月26日来华赴天津北洋大学任教。SeeLeslieIntemann,“Pro.GeorgeJarvisThompson”,

CornellLawForumFaculty,Vol.25,1998,p.11.
克宁翰,1868年7月6日生于田纳西州塞维尔县,1889年毕业于田纳西州的马里维尔学院(Maryville

College)获文学学士学位,1893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律师执业。SeeJohnWilliam
Leonard,MenofAmerica:ABiographicalDictionaryofContemporaries,NewYork:L.R.Hamersly&Compa-
ny,1908,p.573.1914-1919年任美国驻汉口领事,1920-1932年任美国驻沪总领事。参见http://politicalgra-
veyard.com/bio/cunningham.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杰威尔,189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SeeTheMichiganAlumnus,Vol.10,1904,TheAlumniAssoci-
ationoftheUniversityofMichigan,p.202.

芮恩施(1869.6.10-1923.1.26),1894年毕业于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后于

密尔沃基执律师业,3年后又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898-1913年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专业,1913-1919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1920年返回美国,于华盛顿创办律师事务所,主要为中国政府提供法律咨询。Seehttps://

en.wikipedia.org/wiki/Paul_Samuel_Reinsch,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阿乐满(1893.7.24-1987.2.28),1915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翌年以学生译员的身份加入美国驻华

大使馆。1917-1921年任美国驻丹东、南京、天津、济南、重庆副领事,1922年被任命为美国驻沪领事,3年后辞

任开始律师执业,并着手中国商法英文版工作并任教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后曾作过《申报》编辑。See“NOR-
WOODALLMANDIESAT93;WORKEDINCHINAASALAWYER”,TheNewYorkTimes,March2,1987;

http://politicalgraveyard.com/bio/allman-alsop.html#186.39.03,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SeeUnited
StatesofAmericaDepartmentofStates,supranote16,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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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CornellSidneyFranklin),〔69〕等等。

作为司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职业化的法官群体自应归类于美国在华法律职业群体的醒

目行列。早在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设立美国驻华法院的组织法案,便对法官与检察官的法

律背景作了规定,即“法官与检察官必须由良好身份地位与有丰富经验的律师担任”。〔70〕事

实也正如此,首任法官威尔佛莱1892年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次年便考

取律师执照,开始其律师执业生涯,后于1899年与其兄长合伙在圣路易斯市开办私人律师

所。〔71〕1901年,他被时任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塔夫脱(WilliamHowardTaft)委任为菲律宾初

审法院法官,后担任菲律宾总检察长,直至1906年7月5日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法院首任

法官。〔72〕早在1904年就发表《菲律宾的司法体制》等论文8篇。〔73〕

继任法官赛燕尔(RufusHildrethThayer),1870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4
年后又获得硕士学位,期间于1873年取得哥伦布大学(ColumbianUniversity,1904年更名为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学士学位,〔74〕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其先任职于美国财政部监

理建筑师办公室法律助理,至1886年赴华盛顿开始专职私人律师执业,期间还曾任职于国会

图书馆担任馆长助理,〔75〕直至赴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

第三任法官罗炳吉,1888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76〕4年后获得文

学硕士学位,2年后又顺利修得法学硕士学位。1902年被任命为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

委员,但其主要精力仍是在奥马哈从事律师执业实践。〔77〕1900年罗炳吉受聘为内布拉

·232·

中外法学 2019年第1期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樊克令(1892.4.1-1959.2.24),1913年毕业于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获法学学士

学位。1914-1917年在夏威夷从事法律职业活动,其后任夏威夷总检察长助理,1919年被任命为夏威夷第一巡

回法庭法官,1921年12月31日抵达上海,并注册为美国驻华法院律师,之后与 WalterChalaire组建律师事务

所,自1928年开始与礼明及阿乐满合组律师事务所。期间与 WalterChalaire就出售律师事务所的价格问题引

发争执,并被其诉诸美国驻华法院,不过樊克令在本次诉讼中获胜,但在上诉至第九巡回法院时却惨遭败诉。

1933-1939年间当选为工部局董事,1937-1939年任总董。SeeCHALAIREv.FRANKLIN,81F.2d105(9th
Cir.1936).Seehttp://en.wikipedia.orgl/wiki/Cornell_Franklin,最后访日期:2019年1月18日。

SeeAnActCreatinga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andPrescribingtheJurisdictionThereof,

Pub.,No.403,34StatutesatLarge814,Section6,Fifty-NinthCongress.Sess.I.Ch.3934,1906,p.816.
SeeJohnW.Leonard(ed.),TheBookofSt.Louisans:ABiographicalDictionaryofLeading

LivingMenoftheCityofSt.Louis,TheSt.LouisRepublic,1906,p.611.
See“WilfleyforChineseCourt;Missourian,ServingasAttorneyGeneralofthePhilippines,Pro-

moted”,TheNewYorkTimes,July6,1906,p.6.
参见李洋,见前注〔11〕,第98-99页。

SeeTheAlumniAssociationoftheUniversityofMichiganPublishers,TheMichiganAlumnus,

Vol.23,AnnArbor,Michigan:AlumniMemorialHall,1917,p.663.
See“JudgeR.H.ThayerDiesofApoplexy;FormerJuristofU.S.CourtatShanghai,China,

StrickenSuddenlyinKingston,N.Y.NotableCareerinLaw,OnceAdvocateGeneraloftheNationalGuardof
theDistrictofColumbia”,TheNewYorkTimes,July13,1917,p.1.

See“Hon.CharlesSumnerLobingier”,LawyerandBankerandSouthernBenchandBarRe-
view,Vol.10,1917,p.209.

See“JudgeCharlesS.Lobingier”,TheGreenBag,Vol.26,Number8,1914,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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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加大学法学教授,并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4年后被委任为菲律宾初审法院法官,〔78〕

1907年就任菲律宾法律编纂委员会的执行主席,1909-1914年间还曾任菲律宾学会主

席一职。此外,他于1910年受聘于菲律宾大学作为高级讲师教授民法,1913-1915年

受聘于美利坚大学作为讲师教授民法,等等。〔79〕罗炳吉发表法学论文、评论等文章总计

74篇,涉及立法、司法、法律教育及英美法、罗马法与中国法等各领域,著述十余部,足可

配得上法学家的称谓。〔80〕

第四任法官潘迪(MiltonDwightPurdy)1892年获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

从事检察官助理、州检察官及美国总检察长助理一职。1924年被柯立芝(JohnCalvinCoo-
lidge,Jr.)总统任命为驻华法院法官之前,一直担任美国总检察长特别助理一职。〔81〕

最后一任法官希尔米克(MiltonJ.Helmick)系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82〕曾任新墨西哥

州法官及检察长一职,1934年4月26日受罗斯福总统指派赴上海就任美国驻华法院法

官。〔83〕在上海任职期间他却赢得不少律师的尊重。在任职驻华法院法官期间,希尔米克还

曾兼教东吴大学法学院任,积极开展法学教育工作,传播英美法治精神。

此外,还有历任美国驻华法院地方检察官胡萨尔(LeonardHusar,1922-1926年)、萨赉

德(GeorgeSellett,1926-1934年)、沃森(FelthanWatson,1934-1936年)、希尔兹(Leighton
Shields,1936-1943)〔84〕等。〔85〕

前文也已述及,这些美国在华律师大多以开办律师事务所、担任洋行公司法律顾问的形式

执业。如1910年《字林西报行名簿》记载的24个上海外籍律师事务所中,即有5所为美国人

开办,分别是佑尼干、礼明、博文、侯鲁公、陆舌儒。〔86〕他们也常于《申报》等中文知名报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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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See“LobingierisNamedasOneofthePhilippineJudges”,Omaha World Herald,May12,

1904.
Seesupranote76,p.209.
参见李洋,见前注〔11〕,第112-117页。

SeeBiographicalDirectoryofFederalJudges,atFederalJudicialCenter,http://www.fjc.gov/

servlet/nGetInfo?jid=1945&cid=999&ctype=na&instate=na,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7日。
也有学者称其1910年毕业于丹佛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ofDenver)。SeeDouglasClark,supra

note21,p.79.
See“BreviaAddenda:Recordsofthe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TheAmericanJournalof

LegalHistory,Vol.1,1957,p.235.
希尔兹,1883年7月12日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0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文学学士,

次年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后即开始执业至1933年,期间曾就职密苏里立法院议

员(1911-1913),后任职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重建金融公司法律顾问(1933-1936),随后直至1943年就

任美国驻华法院地方检察官一职。SeeJohnW.Leonard(ed.),supranote71,p.550.;SeeDouglasClark,

supranote21,p.103.
SeeDouglasClark,supranote21,p.232.
参见陈同,见前注〔5〕,第23页;陈同,见前注〔6〕,第102页;参照罗炳吉整理美国律师名录。See

CharlesSumnerLobingier(ed.),supranote10,p.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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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为中国人辩护的广告以招揽生意,〔87〕于《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ReviewoftheFar
East)等英文报纸刊载广告则更为稀疏平常。至于其律师实践活动,则得源于美国驻华法院规

定在该院执律师业需为本院注册律师,而注册律师则要求为在华美国律师,〔88〕如此的限制性

要求,使得美国驻华法院所审理的4000件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皆为在华美国律师所垄断。无

论原告来自英国、法国抑或中国,若涉案于美国驻华法院,则皆需聘任此种律师为其代理。

二、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在华法律职业群体的规训营

在经历威尔佛莱及赛燕尔两任法官与上海律师互不信任而引发争议等系列交恶事件 〔89〕

后,如何保障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官与律师在遥远东方和平共处,共同为美国法的海外推

广而服务,成为横亘在美方当局以及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面前的重要问题。1914年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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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如“本大律师在上海经商多年,现特为拥护法律保障人权起见,经注册执行律师职务得在英美按察

使署、各国领事署以及英法会审公堂出庭办案如民刑诉讼辩护、沪上华洋绅商交涉、订约、转契、经理房产注册

等事。本律师已聘定周君椒青襄理,倘荷委托请与周君接洽可也。事务所在圆明园路第二十二号”。“法学博

士斐斯大律师通告”,《申报》1913年6月29日,第1版;7月1日,第1版;“敬启者:本律师向在美国德纳西省

等处高等裁判所禀准,立案办理律师事务经练有年。今特驻沪专办英美按察使曁各国领事署及会审公堂并上

级官厅一切中外交涉讼案等事。延聘黄显庭、戴竹卿、许黑珍三君办理翻译事宜。吴菊廷、穆芳廷、童子焜等

君办理文案及华洋书记等事。如蒙绅商各界委任代办律务者即请驾临英大马路爱字四十三号本律师翻译处,
与黄戴许诸君接洽一切可也”。“罗杰大律师启事”,《申报》1914年10月26日,第4版;10月27日,第4版;

10月28日第12版;10月29日第12版;10月31日第4版;11月1日第4版;11月2日第5版;“本律师有权

办理华洋诉讼,上海地方审判厅、会审公廨、闸北分厅、美国驻沪按察使署、各省上诉大理院民刑诉讼案件暨代

理一切关于法律行为事件,凡欲委托本律师办理者,请至本事务所接洽可也。总事务所英界大马路十七号。
电话二千二百三十五号”。“大美国法学士黄添福大律师启事”,《申报》1915年2月9日,第4版;2月17日第

13版,2月21日第9版,2月23日第12版,2月25日第12版,2月27日第4版,3月1日第12版,3月4日第

13版,3月5日第13版,3月6日第13版,3月11日第13版,3月13日第13版,3月8日第7版,3月15日第

15版;等等。
此举为美国驻华法院首任法官威尔佛莱所定制,在当时引起了诸多争端。参见李洋,见前注〔11〕,

第128-137页。
美国驻华法院初期,因威尔佛莱法官旨在整顿上海的美国律师而组织的律师资格考试便引致了不

少反对性意见,有的律师指责该考试太过严苛,与传统的仅需提交律师执业申请及资质证明的方式截然不同。

See“ShanghaiSituation;AttorneyDouthittTellsofHandicap”,TheMauiNews.,August22,1908,p.1.由
此引发的过激事件便是安德鲁斯将威尔佛莱以7项不法行径控诉至美国国会及总统处。SeeChargesa-
gainstLebbeusR.Wilfley,judgeofthe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andpetitionforhisremovalfromof-
fice,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08,pp.1-5;继任法官赛燕尔1913年也被律师柯蒂

斯(GeorgeF.Curtis)以“渎职及包容他人犯罪”为名弹劾至国会。SeeChargesAgainstRufusH.Thayer:

HearingsBeforetheCommitteeonExpendituresintheDepartmentofJustice,HouseofRepresentatives,

Sixty-thirdCongress,FirstSession,onChargesofHighCrimesandMisdemeanorsMadeAgainstRufus
H.Thayer,Judgeofthe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atShanghai,China,IncludingExhibits,Wash-
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13,pp.3-8;参见李洋:“美国法官上海受难记:重返一九零

八”,《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7年秋季卷,第147-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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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美国律师自治组织———“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在此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成为协调此群

体的一种饶有成效的组织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律师之间合作及规范、整顿律师业务

起到了相对积极之功用。甚或可以说,正是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存在,使得在华美国律师发展

壮大,成长为践行司法活动、渲染现代法治氛围、通过援教法学院以普及英美法理念的法律职

业群体,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见证者与参与人的角色。
对这一律师协会组织的创设,《加州法律评论》毫不讳言地将之称作“法律世界极为重要的

一件大事”,〔90〕此语虽不免言过其实,也彰显了美国本土的关注;此外,《美国刑法与犯罪学研

究所杂志》也注意到远东律师协会的成立,并摘录其首次会议简况;〔91〕美国律师协会比较法

处主任鲍德温(SimeonBaldwin)在第38届年会致辞中也引证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对尚处于萌

芽时期的中国法律群体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有助于与法律科学的发展及全世界的

推广紧密联系在一起”,〔92〕将它视作上海法律界的一件大事应无可厚非。

1914年12月7日,应罗炳吉法官呼吁,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第一届会议在上海美国驻华法

院会议室召开。与会成员不仅包括上海本地的美国律师(只2人未到场),还包括来自天津及

日本、菲律宾等地的美国律师。在费信惇律师的主持下,与会成员审议通过了协会章程草案,
草案规定律师协会将不仅关注上海本地事务,更有志于成长为美国律师协会的隶属机构,在菲

律宾、日本等地发展其会员。〔93〕

会议中,与会律师一致推选罗炳吉就任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首任会长。对此,费信惇强

调,曾任菲律宾初审法院法官、在马尼拉极具人脉资源的罗炳吉显然是将该律师协会发扬光大

进而成为美国律师协会一份子的最佳人选。当选会长的罗炳吉也指出,希望该协会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法律执业自治组织,而非官方机构。他还转达了菲律宾总督吉尔伯特(NewtonW.
Gilbert)对这一组织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此外,会议还选举天津执业的林文德及上海执业

的巴西特为副会长,罗思尔为兼任秘书与会计。〔94〕

翌年正式通过的章程中明确规定,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意在“更好地维护美国在远东法律

职业的尊严、荣誉与利益;推动与提升成员的士气、效率与凝聚力;确保其与法律科学发展进程

以及其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倡导者保持联系;协助美国在海外司法机构的完好运作并坚守美国

律师协会的法律伦理箴言”。〔95〕

·532·

近代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形象的多重建构

〔90〕

〔91〕

〔92〕

〔93〕

〔94〕

〔95〕

“NotesandCorrespondence:FarEasternBarAssociation”,CaliforniaLawReview,Vol.3,No.
3,1915,p.229.

See“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JournaloftheAmericanInstituteofCriminalLaw
andCriminology,Vol.5,Issue6,1915,p.936.

SimeonE.Baldwin,AnnualAddressProceedingsofComparativeLawBureau,Reportofthe
Thirty-eighthAnnualMeetingoftheAmericanBarAssociationHeldatSaltLakeCity,Utah,August17,

18and19,1915,Baltimore:TheLordBaltimorePress,1915,pp.892-893.
Seesupranote90,p.229.
Seesupranote90,pp.229-230.
“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OrganizedDecember7,1914;AffiliatedwithNational

Association,1915)”,in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supranote13,p.48;Seesupranote91,p.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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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程确定该协会正式定名为“远东美国律师协会”(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
ciation);协会成员分为正式会员(ActiveMembers)及名誉会员(HonoraryMembership)两

类,正式会员应为居住于远东地区的在联邦最高法院、美国驻华法院或其他州最高法院认证过

并具备职业资格的美国律师;而名誉会员身份则被授予卓有成就的法官或律师,并不限制其住

所地与国籍。此外,章程还规定,这一协会常务机构由1名会长、3名副会长(应分别来自菲律

宾、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及日本)及1名秘书组成,秘书一职则一贯由美国驻华法院书记员担

任,其有权组织会议、通知会员,掌管协会财产与经费,并应至少每年制定详细财务报告;每年

12月的首个星期一召开年度会议,定期会议召开时间可由会长决定,并由书记员负责通告;章

程的修订由2/3以上会员通告方可获准。〔96〕此外附则中还规定成立协会地方分支机构的相

关事宜。

依照章程,罗炳吉正式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来自马尼拉的费舍尔(F.C.Fisher)、上海的巴

西特以及天津的林文德当选为副会长。此外还选举产生了由费信惇、礼明、罗礼士组成的执行

委员会。1916年6月30日公布的会员名录显示,远东美国律师协会会员多达47名,其中包

含罗炳吉、巴西特、费信惇、辛克利等创始会员24名。律师中以执业于上海为最多,也有来自

天津、汉口、烟台、哈尔滨、北京、横滨、马尼拉等处的律师。〔97〕名录最后还公开列明名誉会

员,美国驻华法院前任法官威尔佛莱与赛燕尔赫然在列。值得一提的是,律师协会追认威尔佛

莱与赛燕尔法官为名誉会员这一行为颇为耐人寻味。此二人皆因上海美国律师的控诉,或心

灰意冷、或顺势告修而相继离职,此番又将二人添补至协会名录,不得不说与罗炳吉法官有着

莫大关联。罗炳吉在就任驻华法院法官之前曾与威尔佛莱共事于菲律宾,彼此早已熟识;至为

重要的是,威尔佛莱法官所主持的律师资格考试虽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此种实践毕竟有益于律

师的职业成长;且赛燕尔法官还将律师资格审查的权力让渡给上海的律师委员会,这一机构更

是成为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前身。

故而,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创设可称得上在华美国法官与律师间关系转为融洽的重要标

志。伴随对律师协会的涉入与主导,驻华法院法官逐渐借助这一规范化自律组织实现对上海

美国律师的监督与控制。此外,诚如罗炳吉所希望的,在华美国法院及律师协会“可能同时也

应当为有志于从碾碎的体制下重建其司法体系的中国朋友提供所亟需的课业指导……包括在

法庭执业,中国律师业能够观察美国法的实际运作并从与美国律师的交流中习得能够为中国

法院的日常运作提供助益之处……例如证据规则等”,无疑“有助于使其在实现法律体系变革

之时避免如他国般坠入失败的险境”。〔98〕

当然,也有学者对该协会所发挥的功用保持警惕,指出远东美国律师协会事实上只扮演着

体现美国法影响中国的一个私密性炫耀舞台。这一论断的得出并非毫无根据,1916年时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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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See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supranote13,pp.48-51.
Seeibid.,pp.52-53.
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President’sAnnualReportfor1919,Bulletin,Vol.3,

1920(1919),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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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驻华法院十周年纪念庆祝,美国在华法律群体显贵咸聚于此,罗炳吉提议将美国驻华法院与

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庆典演讲结集出版。时有人评,此一出版物深刻地揭露了这些美国权贵

们在中国革命之后的热情。〔99〕

不过,严格来说,以纪念性质结集出版论说并非只是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特立独行,也可

以说符合一般连续出版物的创办初衷,与美国律师协会年度会议皆集结出版进而形成公开的

《美国律师协会杂志》的传统相较,亦并无太多殊异,或者可以说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

扬。退一步说,至少因为罗炳吉的提议,才形成了现存于世的八卷本的《远东美国律师协会公

报》(Bulletin-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1916-1923),以供当下的我们去了解

彼时美国律师们在华活动的点点滴滴。
纵览该系列公报,可以发现,除却带有纪念性质的美国驻华法院设立十周年纪事、远东美

国律师协会成立事宜、佑尼干逝世后的缅怀专题、〔100〕罗炳吉从事司法工作二十周年记述 〔101〕

等之外,尚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值得注意,如罗炳吉以《在华的美国法院》为题在连任协会会长

之时的演讲,〔102〕罗炳吉参加波士顿的美国律师协会第42届年会而提交的报告 〔103〕等。即使

这些纪念性的演讲,也不乏志在中国法制变革或中国法美国化的呼吁。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

长卜舫济(FrancisListerHawks),作为法律圈外人士,也指出处于重建司法体系的中国不应

盲目选择罗马法或英美法,而是发展一套符合本民族秉性并适合其社会现实的法律体系,而秉

承法律至上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盎格鲁撒克逊原则的美国法将在中国修正其旧有法律体系

的过程中发挥影响力;〔104〕罗炳吉同样将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变革看做是美国的特殊使命,他不

无感慨地指出,与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医生、工程师对中国的贡献相比,美国律师的贡献尚嫌

不足,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付诸实践;〔105〕也有律师将罗炳吉称为“中国的约翰·马歇尔”,〔106〕

认为其同样是将原本分离的法学理论体系与司法实践联系在一起,给中国初生的现代法律传

统以生命力。
总体而言,从威尔佛莱的律师资格考试到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创设,律师的准入与监督管

理机构实现了由美国驻华法院到律师协会的渐进性移转(起初,作为美国驻华法院法官的罗炳

吉身兼两职,同时是远东美国律师协会首任会长),无疑与美国本土律师执业准入的机制变革

实现某种程度的暗合,其背后所反映的在华美国律师群体亟需与本土体制的趋同化愿景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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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SeeJedidiahJ.Kroncke,supranote3,p.124.
SeeFarEa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InMemoriam-ThomasR.Jernigan,Bulletin,Vol.5

(1920),1921,pp.7-18.
SeeFarEa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TwentyYearsintheJudiciary,Bulletin,Vol.7,

Shanghai,China,1922,pp.1-49.
SeeCharlesSummerLobingier,AmericanCourtsinChina,BarAssociationPublications,Vol.2,

1919,pp.1-21.
See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supranote98,pp.5-14.
See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supranote13pp.26-27.
See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supranote3,p.14.
See“GreetingsfromtheOutports”,inFarEa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supranote101,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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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窥见。实际上,佑尼干、林文德、弗洛斯特等本身亦是美国律师协会的成员。就整体而言,

尽管此前安德鲁斯、道施特等律师曾因不满威尔佛莱法官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其组织律师资格

考试将使美国律师在华声望丧失殆尽而选择回国,但多数律师继续留在上海并最终促成律师

自治机构的组建,这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此意义上,对于在华美国律师而言,成立于1878
年,旨在为律师成员的职业成长提供便利服务、提供法律教育、道德引导及职业规范等的美国

律师协会显然是一个可期的追求与预想的目标。从这一角度出发,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的诸项

工作,包括律师准入资格核定及成为惯例的连续出版物(尽管并未长期维系)都可以被解读为

美国律师协会的传统延续。

三、北洋与东吴: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的兼教场

在华美国律师们在工作之余对于法学教育也并非毫无兴致,前文已有述及,他们多就读于

美国知名法学院并获法学学位,接受过职业法律教育;另一方面,其时中国正处于法制近代化

乃至法律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初创的法学院或法律系科亟需职业法律教育的灌输以及专

业法律人才的滋养补给。两者交相呼应,有机促成了美国律师参与到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的

历程之中,成为身体力行的兼教实践者,甚至是风格模式的铸就者。

(一)北洋大学法律系的英美法渊源

在丁家立校长美式教学模式的倡导下,林文德等7名美国律师从事律师执业时兼教北洋

大学法律系,开启了一段英美法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历程。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考察北洋大

学办学之初的教科表(1907年),可以清晰地发现,其时法律科所需学习科目包括:国文国史、

英文(兼习法文或德文)西史、生理、天文、大清律例要义、中国近世外交史、宪法史、宪法、法律

总义、法律原理学、罗马法律史、合同律例、刑法、交涉法、罗马法、商法、损伤赔偿法、田产法、成
案比较、船法、诉讼法则、约章及交涉法参考、理财学、兵学、兵操。〔107〕从此科目可见,涉及中

国法的部分微乎其微,取自大陆法系的课程也不过罗马法、罗马法律史,其余诸如宪法、合同律

例、交涉法等皆为英美法系体制之下的课程。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北洋大学法律系自创办来即奉行以英美法的教学模式,不断

从美国延聘教师,毕业生也多选择赴美留学,除大清律例、商律等“不便用西文肄习”,而“必宜

用中文教授”外,教学均要求以外语进行,学生必须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或德文,尤以英文为主。

此外,在法科创办初期,“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之哈

佛耶鲁等大学相同”。〔108〕这自然与校长丁家立的美国人身份与美式办学风格存在莫大的关

联。

此种以英美案例素材为先导,多关注英美法系理论与概念的英美法式教育,是否切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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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洋大学堂教科表”,朱有瓛主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页。
李书田:“北洋大学五十年之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20号,第50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国情呢? 时有评论对此颇有微词:“法科的美国教员没有了解中国社会的能力,他们除了给学

生讲些固定的课本外,就把学生塞到许多美国案例里;法科学生肚子里装满了美国案例,但要

当律师、作法官,还得自修中国法律,因此不少北洋法科的毕业生都转入了外交界。”〔109〕

如果这权作中方受众的感观印象,那么,美方教员的切实体验又是如何呢? 在提交至

1916年美国律师协会第39届年会的《中国的法律教育》一文中,林文德坦陈:“法治的理念对

于中国人的思维而言无疑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他们习惯于接受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受

制于规则而非原则的束缚。”〔110〕这一思维定式使得法律观念的培育颇具难度,他指出,先期教

育显得至关重要。为此,需先行教授学生可以想象到的、与日常生活切实相关的主题,如在讲

授国际法时需从学生所熟知的本国历史出发,进而启迪他们从外国视角去认识这段历史,之后

联系到当前的基本情势,使其注意到中国与外国所订立的条约,最终通过对条约的分析使得他

们对国际法有所了解。这一过程的运用就使得美国法学教育将培养律师的宗旨搁置一旁,而
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美国法教育的初衷。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接受政府资助而受到法律训练的学生通常会获得政府委任,这
使得他们与律师执业渐行渐远。所致结果便是,北洋大学资送出洋的学生,“一切全是公费,包
括路费、学费、文具费、试验费、衣装费以及膳食、住宿、医药等,每月还有比在校时更多的零用

钱……此后因经费困难,决定将资送出洋办法停止,一九一一年毕业之法科学生即改为给以出

身、官职,用作鼓励”。〔111〕于北洋大学毕业生而言,未能按照英美式法学教育所主张的走上律

师执业之路,其责任并不全在教师,时代背景、国家政策乃至学生个人选择都成为不确定的因

素。学生在审时度势之下而选择从事外交工作步入政坛开启政界人生或实业救国或以革命解

放中国 〔112〕等不同形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并非北洋大学首创,而恰恰是认识到纯粹法学

无法解救时代危机的有识之士较为普遍的事业选择。
(二)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比较法传统

与北洋大学法科的英美法渊源相较,美国律师对东吴大学法学院比较法传统的塑造同样

值得关注。在担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远东美国律师协会会长罗炳吉的积极鼓动,及同道中

人———兰金律师在上海创办东吴法学院的感召下,多数上海美国律师赴东吴法学院兼职授课,

这成为一时风气。彼时,兰金受命创立的东吴法科,所标榜的是以比较法为特色的职业法学教

育,其早期更是以鲜明的英美法色彩见长,这显然无法与在华美国律师兼教撇开关联。

虽然几乎所有教师均为兼职,仿若有失规范,也远非长远之计,甚或引致经常性缺课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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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10〕

〔111〕

〔112〕

“北洋大学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

辑》第十一辑,1980年版,第20-24页。

EdgarPierceAllen,“LegalEducationinChina”,AnnualReportoftheAmericanBarAssocia-
tion,Vol.39,1916,p.673.

“北洋大学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见前注〔109〕,第

16-17页。
参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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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教学需要的情境,〔113〕但于法学院创设之初诸事待举、人力物力财力捉襟见肘的基本情

势而言,此种选择实属无奈,而事实证明这一决断对法学院的早期发展却大有裨益。甚至,将

课程设安排在晚上,一则便于兼职的法官和律师往来授课,二则不至影响学生白天的日常工

作,此种半工半读的学习模式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恰是最为适宜。难怪有学者指出,“‘法

科’……能成为国内有数的法律教育机关,却当归功于半日制度”。〔114〕

兰金谈到,东吴法学院开学第一学期(秋季学期)即有巴西特、毕射谱、德惟士、礼明、佑尼

干、罗礼士(JosephW.Rice)、罗思尔、黄添福(T.H.Franking)、梅华铨、欧登司及麦克雷前来

或同意任教。〔115〕而在事实上,1915-1916年度前来兼教的美国法律职业者计有欧登司、德惟

士、费信惇、礼明、黄添福、佑尼干、赫克孟、罗炳吉、麦克雷、梅华铨、兰金、罗思尔、罗礼士13
人,他们也多答应下一学年继续鼎力襄助。〔116〕后期又有林百克、万伯良、阿乐满等人曾在东

吴法学院兼职。〔117〕萨赉德更是于东吴任教长达二十余年,可以说亲历参与并见证了东吴法

学的勃兴及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萌发。至于授课类型,兰金的解释是“这所学校的目的即在于

带给学生不同法律体系的训练,以便使他们进行比较并从中找出其基本法律原则”,课程采全

英文授课,并提供三种法律体系以供参考,分别是英美法、罗马法及希伯来法,〔118〕以便为学生

提供所必须的比较法知识,将西方国家法治与中国情境相比较。

英美法律师、法官参与法学教育无疑塑造了东吴法学院“美国式”的法学教育模式。康雅

信指出,创建初期东吴法学院基本上沿用了美国教学模式,学院前十年的课程设置与美国法学

院基本近似,由受过美国法训练的律师以英文教授普通法课程。〔119〕这不得不说与接受过美

国法学教育训练的律师有着直接关系,他们往往采用自己就读法科时曾使用过的教材,将自己

所掌握的理论灌输给学生,在教学中也开始考虑援引自己代理过的案件,以案说法,向学生们

传授法学实践经验,萨赉德更是将美国时兴的“案例教学法”引入法学院教学实践。

1923年,经罗炳吉推荐,美国驻华法院前任检察官萨赉德博士赴东吴大学法学院长期兼

任教职。为表彰其为法学院任劳任怨工作11年的突出贡献,《法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特意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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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其时东吴法学院教师缺课现象并非少数,董康、吴经熊等,不一而足,更有萨赉德常压缩课程重点

讲授。参见沈伟:“近代中国比较法教育辩正———基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

第5期,第172-173页。
卤厂:“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的今昔”,《新社会半月刊》第7卷第9期(1923),第267页。

SeeCharlesW.Rankin,“China”,TheAmericanBarAssociationJournal,Vol.2,No.2,1916,

pp.284-285.
SeeCharlesW.Rankin,“TheComparativeLawSchoolofChina”,inE.C.Lobenstineed.,The

ChinaMissionYearBook,1916(SeventhAnnualIssue),Shanghai:The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
na,1916,p.273.

“前任教职员名录”(自民国四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参见东吴大学法学院编:《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

一览》,东吴大学法学院1936年版,第60-61页。

SeeCharlesW.Rankin,supranote116,p.274.
SeeAlisonW.Conner,“TheComparativeLawSchoolofChina”,inC.StephenHsu,ed.,Under-

standingChina'sLegalSystem,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3,p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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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致谢。1935年2月的《法学季刊》专文刊载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Y.C.Yang)及时任教

务长的吴经熊对萨氏的“致意”文章。杨校长的文章先是以“大学之大,不在高楼、宽阔校园、优
越设备及生源,而在大师”对萨氏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任教逾十年,在学生及毕业生中威望甚

高,并总结其对任教东吴法学的坚定信念、高超学识及崇高理想;〔120〕吴经熊则先是梳理了萨

律师的求学及工作经历,指出萨赉德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曾任职驻华法院地方检察

官,并对其在担任代理教务长及教师期间为东吴法学付出的巨大贡献表示由衷赞赏。〔121〕

(三)从西维到萨赉德:美国案例教学法在近代中国

19世纪70年代哈佛法学院的异军突起,为法学教育蓬勃发展提供了崭新阵地,法学院成为

制度化法律培训的重要场所,法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适当的大学教育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尽

管这一荣誉或可归功于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CharlesWilliamEliot)而非法学院院长兰戴

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122〕甚至享誉于世的哈佛案例教学法也并非兰戴尔首创,但
在此方法论的决定性与系统性的运用方面,其居功甚伟,也由此以其名字命名为“兰戴尔案例教

学法”。案例教学法在其以后续继任者艾姆斯(JamesBarrAmes)的发扬下获得长期且卓有成效

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使得哈佛法学院成为美国法学院的标志,更使得案例教学法本身取得巨大

的成功。至1907年,美国92所法学院中有超过30所接受了这一教学法。〔123〕

案例教学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进行思考的能力。这一教学法的核心在

于方法论而非具体内容。事实上,在艾姆斯的领导下,一种包含着不同教学法的新型案例书已

经开始使用。
当西维于1904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并从事2年律师执业后,正值北

洋大学校长丁家立回哈佛寻觅法科教习,于是,在艾姆斯院长的推荐下,28岁的西维踏上了远

赴万里重洋之外的中国传授英美法的旅程。〔124〕在北洋大学任教的5年时间里,他身体力行

于英美法学教育移植至中国的尝试,这表现在其任教北洋大学期间对英美法的推介。在具体

任课过程中,他以哈佛案例教材为北洋法学教科书,讲授西方法律自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演

进,并着重梳理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以及现代诉讼制度的诞生等,着力于推行兰德尔模式

(LangdellianModel)教学法,以假设案例及预设问题进行讨论的技法讲授侵权法等课程,试图

令中国学子明白法为何物。〔125〕出于对清廷腐败及法治缺失的痛心疾首,也苦恼自己作为北

洋大学唯一的美国法教师,需教授所有科目,其中包括他并不擅长的国际法(次年,他即请求哈

佛遣派教授国际法的爱温斯前来),而这却是学生们应当权者要求而必须研习的主要课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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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21〕

〔122〕

〔123〕

〔124〕

〔125〕

SeeY.C.Yang,“Dr.GeorgeSellett:AnAppreciation”,TheChinaLawReview,Vol.7,No.3-
4,1935,p.111-112.

SeeJohnC.H.Wu,“AnAppreciation”,TheChinaLawReview,Vol.7,No.3-4,1935,p.113
-114.

参见罗伯特·斯蒂文斯:《法学院: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法学教育》,阎亚林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

同上注,第81页。

SeeWarrenA.SeaveyandDonaldBarnettKing(ed.),supranote31,pp.11-17.
Seeibid.,pp.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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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西维着力改变传统教学内容与模式的实践也屡屡受阻,故而尽管这一教职待遇丰厚

(每月关平银400两、一处住宅及免费医疗服务等),加之他的满腔热情(从美国带教科书及讲

义,并特意购置一本国际法专著前来),但他仍选择在任教5年后去职回国,空留下整理待出版

的教科书一本(200本印本),及十多门课程的摘要等。〔126〕尽管西维的英美法教学法的推广收

效略微,但仍可见其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与尝试。
此后,至20世纪20年代,兰戴尔案例教学法已然开始式微,为法律现实主义所抨击。但

在中国的法科大学中,这种教学法仍然尚未得到全面推行。北洋大学法科于1920年戛然而止

后,案例教学法的传统又通过另一位美国律师转而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成为其英美法授课的

基本模式。据康雅信对东吴法学前辈的访谈可知,正是陆赉德将案例教材及“案例教学法”引
入东吴法学院,开创了案例教学法的新型教育模式。〔127〕学生需要作出判例摘要、叙述案件事

实、争议、判决及理由,而非传统的以概念、术语等抽象的名词来解释生活中的法律现象。
除此之外,在罗炳吉的参与下,《法学季刊》(TheChinaLawReview)也开始定期刊载法

院审判的案例,其中既有对中国法院的案件审判结论及适用原则的翻译,也有直接摘录、总结

英、美驻华法院的案件审判书。〔128〕据笔者观察,《法学季刊》基本每期都会有对中国法院所审

判案件及规则的介绍,当然也有为数不少关涉会审公廨及美国、英国驻华法院的典型案件。此

种模式的最初目的在于本着引介与交流的传播精神实现中西审判风格的互通,不过,无疑也为

东吴法学院“案例教学法”的促成提供了绝佳素材。

1921年秋,东吴法学院即开始以“模拟法庭”(MootCourt)展开教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并充分利用地处上海这一混合司法区域,较为便捷即可前往租界英、美驻华法院观

摩英美法系庭审,更为直观体验庭审及诉讼程序的场景展现,并将此种场景再现于课堂之上,让
学生于耳濡目染中心领神会。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无疑为“案例教学法”助力不少。

总体而言,对于美国律师的兼教活动,尽管不免存在些许指摘,但多数学者仍抱持赞赏姿

态,时有学者指称,“大律师中究竟也有不少高明之士,而且在经验上亦非那些回国就到大学贩

卖学识的留学生可比……”;〔129〕盛振为也认为,这些教师“皆为海上中西法学大家,其一知半

解、滥竽充数者绝不侧身于其间”。〔130〕

四、著述与论说:美国律师眼中的中国问题

除在罗炳吉法官号召下参与东吴法学教育的建设之外,不少美国律师也曾就中国法律、社
会相关问题发表论著、阐明主张,他们或专注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宣传,或聚焦于外国法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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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27〕

〔128〕

〔129〕

〔130〕

Seeibid.,pp.19-22.
SeeAlison W.Conner,“TrainingChina'sEarly ModernLawyers:Soochow UniversityLaw

School”,JournalofChineseLaw,Vol.8,No.1,1994,p.13.
参见李洋:“罗炳吉与东吴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56-157页。
卤厂:“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的今昔”,《新社会半月刊》第7卷第9期(1923),第267页。
盛振为:“十九年来之东吴法律教育”,载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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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当然讨论最多的还是美国在华治外法权问题。除罗炳吉本人就中国问题所发表的数

十种论著,其仅发表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所办《法学季刊》的论文便有14篇之多,涉及传统中国

法的剖析以及对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殷切期望等。〔131〕前述律师中即有佑尼干、辛克利、阿乐

满、毕射谱、刘伯穆、万伯良、兰金、罗礼士、费信惇、奥斯汀、克兰、弗洛斯特、西维、陶木森、林
文德、洛林(CharlesLoring)等曾就中国法议题发表论文,辛克利的博士论文更是直接与美国

在华治外法权相关,佑尼干甚至就中国法律与商业诸问题出版专著。

美国在华治外法权问题是美国律师较为关注话题。毕射谱就此发表了《美国在华治外法

权》一文,论及治外法权的起源及历史、领事法庭及美国驻华法院的创设,这一治外法权之下普

通法、联邦法在中国的适用,中国法在涉及土地、遗产纠纷时的适用,并对美国治外法权法院在

处理婚姻案件、遗产案件中所确立的规则、程序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说明,最后对西方各国在华

治外法权的废除作了描述并对华盛顿会议的解决方案作了说明;〔132〕弗洛斯特在《治外法权无

用了吗?》中认为,治外法权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他例举海关、邮政、铁路、通信等皆是外国参与

后的结果,〔133〕以反驳当时废除治外法权的呼吁。

洛林发表了题名为《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文章,该文对处于热议之中的在华治外法权问

题提出了新论点,指出“整体而言,中国人似乎在域外法庭中感受到司法不偏不倚的自信,并将

之作为豁免及诉诸权宜之计,例如将其财产置于美国人名下以便使其获得该法院的保护”。
〔134〕这种观点虽然貌似对国人固有观念冲击不小,但委实揭露了彼时的基本情势。领事文档

记录显示,出生于美国、夏威夷的中国人或迁移到中国的菲律宾人利用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及本

地管辖与领事管辖之间的冲突,〔135〕游离于两种社会的边缘,想方设法委身美国领事保护之

下,从而摆脱因违法犯罪行为而应受的处罚,或者免于执行。〔136〕

辛克利的博士论文《美国领事裁判权在东方》以近300页的篇幅从治外法权的历史形态入

手,梳理了美国通过与东方国家缔结条约的形式确立治外法权以及国会以颁行法案形式建立

领事法庭的基本思路,并探讨了治外法权之下的国籍、住所地、犯罪人士、传教士、不动产、商业

特权等诸般样态,及废除治外法权的可能;〔137〕《治外法权在中国》一文更是在梳理了自17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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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参见李洋,见前注〔128〕,第152-155页。

SeeCrawfordM.Bishop,“AmericanExtraterritorialJurisdictioninChina”,TheAmericanJour-
nalofInternationalLaw,Vol.20,1926,pp.281-299.

SeeRalphA.Frost,“HasExtraterritorialityOutlivedItsUsefulness”,TheAmericanBarAssoci-
ationJournal,Vol.6,1920,pp.224-237.

CharlesLoring,“AmericanExtraterritorialityinChina”,MinnesotaLawReview,Vol.10,1925,

p.414.
SeeEileenPaulaScully,Crime,PunishmentandEmpire:TheUnitedStatesDistrictCourtfor

China,1906-1943.(VolumeIandII),Ph.D.Dissertation,GeorgetownUniversity,1994,pp.69-70.
参见李洋:“从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美国在华治外法权模式转型”,《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4年春

季卷,第161页。

SeeFrankE.Hinckley,AmericanConsularJurisdictionintheOrient,Washington,D.C.:W.H.
LowdermilkandCompany,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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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来中国的条约体系后,指出治外法权在现代体制下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应恢复期原有的完

整的领土主权。〔138〕

曾任美国驻沪总领事的佑尼干在其出版的《中国法律与商业》中,以洋洋洒洒400页篇幅

详尽描述了中国法律观念的起源与形成,着重介绍了中国的家族法观念、法庭审判模式以及商

业习惯、商业模式、运输形式等关涉法律与商业的中国式样,以在华美国人的视野向国外人士

宣传中国的传统习惯与观念;〔139〕万伯良也就其满怀兴趣的“中国式离婚问题”开展研究,写就

《中国的离婚法》一文,饶有兴致地对中国传统法律中关于离婚的规定作以辨明,通过对《大清

律例》的离婚要件结合传统观念中“七出”“三不去”对离婚案件进行说明,最后通过司法实践中

的离婚诉讼判决来反证中华民国新近颁行的临时民法的实效性,并指出离婚规则的恢复表明

中国婚姻法变革中对于西方观念的排斥;〔140〕阿乐满更是撰写《上海律师》,对租界上海律师样

态作以阐释。〔141〕他还曾为《法学季刊》撰写论文,为中国法律在托运合同、商标、破产领域法

律规定的不足之处建言。〔142〕

可以说,对于中国法律现状及后续发展可能,美国律师们观点殊异,尤其是对于治外法权

的存废,可谓各执一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看到,美国律师对于中国法律现实的关切,并

非完全以服务于国家意志的攫取或者侵占为基本意图,而是各有主张。其共性更是基本趋同

于一点,即他们所期待的并非是固守姿态的而是能够有所改变的中国。在此意义上,他们实际

上更愿意为中国法制向西方靠拢提供可能的技术支持。

五、反思与评价

前文多重视角的描述大致为我们绘制出一幅模糊而繁复的近代美国在华律师的基本形

象,即以职业化的法学院系的教育背景起步,或基于自身对执业的展望与追求而欲在异域的东

方谋求一份具有发展前景的事业;或受美国学界、政界、法界显要的青睐而以合同制形式在中

国完成一项任务以求返美后获得事业的新增长点;或受制于家庭的牵绊、长辈的抉择而选择延

续家族的在华事业;或原意在于脱离本土的规范性管制而在中国寻找执业自由的乐土后发现

此种祈望难以为继转而归国。其归结点,则又与法学院勾连在一起,将所受职业化法学教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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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139〕

〔140〕

〔141〕

〔142〕

SeeFrankE.Hinckley,“ExtraterritorialityinChina”,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
liticalandSocialScience,Vol.39,China:SocialandEconomicConditions,1912,pp.97-108.

SeeT.R.Jernigan,ChinainLawandCommerce,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05.
SeeRobertT.Bryant,Jr.,“TheDivorceLawofChina”,TheAmericanBarAssociationJournal,

Vol.6,1920,p.218-223.
SeeNorwoodF.Allman,supranote7.
SeeNorwoodF.Allman,“ConsignmentLawsinChina”,TheChinaLawReview,Vol.2,No.4,

1924-1926,pp.24-34;NorwoodF.Allman,“BankruptcyLawsinChina”,TheChinaLawReview,Vol.
2,No.5,1924-1926,pp.218-225;NorwoodF.Allman,“ChineseTrademarkLawandExtraterritoriali-
ty”,TheChinaLawReview,Vol.3,No.2,1926-1929,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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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施与亟需的中国学子,最终完成了法律职业的代际轮回。
如上关于美国在华律师众生相的勾勒似乎尚嫌不够,值得关注的还有,为数不少的美国法

律职业者甚至在离开中国后也多对中国给予关注,保持着那份牵绊。有如,在卸任美国驻华法

院检察官后,巴西特前往墨西哥城与威尔佛莱合伙执律师业。期间恰逢墨西哥华人遭受劫难,
数百人被杀害,巴西特与威尔佛莱承担起协助中国外交代表张荫棠处理调查及协商事宜,最终

墨西哥统一支付中国政府320万美元作为死难者赔偿金。〔143〕1913年巴西特又返回中国开始

担任驻华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abaccoCompanyofShanghai)的法律顾问;〔144〕

有如,美国驻华法院前书记员辛克利,离开中国后于旧金山执律师业,并任加州大学国际法专

业讲师,开设中国贸易法等课程;〔145〕另有如,西维尽管在北洋大学的美国案例教学法改革并

未达到预期而选择返美,却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事务的关注;〔146〕再有如,陶木森在归国先后任

教于匹兹堡大学法学院及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在康奈尔期间即长期活跃于“康奈尔在中国”项
目(Cornell-in-Chinaprogram)。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其个人档案材料中,与中国相

关的资料占据显著的位置。在“私人信件”一档中就有其离开中国后与民国政要施肇基(Sze
ChaoKuei)的往来信件多封,涉及中国学生赴美奖学金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事件等

相关事宜,也有与YuiMing(MungYeeYap)关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康奈尔在中国相关事宜的

探讨书信等;〔147〕也有如,希尔米克在离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一职回国后还于1944年11月24
日由美国国务卿委派来华访问,〔148〕开启中美司法考察互访之门,而且对国民政府司法制度就

诉讼程序与证据法则等方面提供建议。〔149〕

更有法官与律师即便去职、转行,仍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的例证。如潘迪在1934年美国驻

华法院法官任期届满自愿卸任法官一职后,仍在上海滞留2年从事律师执业,还担任一家财务

公司的老板;〔150〕礼明律师在上海从事律师执业25年,〔151〕阿乐满律师在上海执业逾30年,爱
温斯律师在天津执业直至去世等等;以及林百克辞任律师后成为孙中山的助理及顾问,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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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SeeRobertChaoRomero,TheChineseinMexico,1882-1940,Tucson:TheUniversityofArizo-
naPress,2010,pp.154-155.

See“MenandEvents”,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Vol.2,October13,1917,p.182.
Seesupranote56.
SeeWarrenA.SeaveyandDonaldBarnettKing(ed.),supranote31,pp.19-23.
GuidetotheGeorgeJarvisThompsonPapers,1906-1957.CollectionNumber:18-2-1173,Di-

visionofRareandManuscriptCollections,参见http://rmc.library.cornell.edu/EAD/htmldocs/RMA01173.
html#s1,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18日。

See“TheAmbassadorinChina(Hurley)totheSecretaryofState,January12,1945”,United
States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1945.TheFar
East,China (VolumeVII),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9,p.1206.

参见刘正中:“庞德与中国之法制———1943年至1948年之中国法制历史”,《法学》2000年第12
期,第3-4页。

他的这一决定也许与其妻子于1932年突然离世有关。See“Mrs.MiltonPurdy(Obituary)”,The
NorthChinaHerald,July27,1932,p.137.

See“Funerals-Mr.W.S.Fleming”,TheNorth-ChinaDailyNews,September6,1932,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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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任国民政府法律顾问,1936年创刊并主编TheChineseNationalist月刊,其子林白乐

(PaulMyronAnthoryLinebarger)承父业,也曾任国民政府法律顾问并著有《孙中山的政治方

针:关于三民主义的诠释》等。〔152〕

甚至,来华美国人中有“父子档”现象也较为常见,如林乐知与林文德父子,万应远(Robert
T.Bryan)〔153〕与万伯良父子,林百克与林白乐父子等等。

那么,对于前述美国在华法律职业群体的法律活动该作何定性呢? 是将其限定为法律帝

国主义在华实践的一种载体,即美方借此客观存在的身体力行而达成无形帝国主义的势力扩

张? 抑或将之视作客观意义上西方法世界播散进程中的媒介因子,即通过言传身教以传播近

代法治理念、宣扬法治文明观? 笔者以为,这是聚焦角度有别所致的不同推论,也是衡量标准

殊异催生的别样意义判定。
作为在华群体中不容忽视的一类存在,美国在华法律职业群体以律师执业、兼教法学院、

发表论著评说中国法律现实等路径,在亲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又身体力行成为其中一

股重要力量。通过前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律师之中有深感中国法学教育的陈旧而愿将美

国法学教育模式移植至中国而最终失败的尝试;也有对中国法律现实深处的漏洞洞若观火却

视若罔闻,不愿触及深处,仅在无关痛痒的边缘修修边角,以博得众口称赞好名声的世故做派。
就律师个人品性而言,同样身处远东美国律师协会,诚如斯库利所言,律师中不乏佑尼干与费

信惇等被视作具备良好品质的律师,也有被其称作“臭名昭著”“上海妓女及赌徒的保护伞”的
赫克孟及博文,〔154〕但无可辩驳的是,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确表现出应有的关切。若从殖民主义

视角考虑,这固然体现了帝国的使命及作为无形帝国实践者的功用,但作为具体实践者的个体

意图难道就一定要让位于国家的宏观立场吗? 在纪念林文德逝世的一篇文章中,在回顾其在

华的活动及其与中国的关联时,作者指出,“他以切实的行动表达了其对于中国未来的真实兴

趣,在北戴河附近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两所乡村学校,并自掏腰包以支付雇佣乡村教师的费

用”。〔155〕在1916年于芝加哥举办的美国律师协会第39届年会上,林文德还在呼吁美国律师

协会担负起将中国学生美国化并进而实现中国法制化的职责,派驻美国律师前往中国开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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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53〕

〔154〕

〔155〕

林白乐(1913.7.11-1966.8.7),生于威斯康辛州,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1933年获乔治华盛顿大学

文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1930至1936年任其父林百克的私人秘书并在南京

和华盛顿任中国国民政府法律顾问。1937年至1946年先后在杜克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著有

ThePoliticalDoctrinesofSunYat-Sen:anExpositionoftheSanMinChuI(Baltimore,1937)等。See
DavidShavit,TheUnitedStatesinAsia:AHistoricalDictionary,GreenwoodPublishingGroup,1990,pp.
302-303.

万应远,1886年来华,在扬州、上海任教。是上海沪江大学(初名上海浸会大学,ShanghaiBaptist
CollegeandTheologicalSeminary)的创办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见前注〔29〕,第

63页。

SeeEileenPaulaScully,supranote135,pp.191-192.
PautnamWeale,“InMemoriam-EdgarPierceAllen”,TheNorth-ChinaDailyNews,February

22,192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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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援助等,〔156〕他也身体力行提供了诸多帮助使得中国学生通过哈佛法学院入学考试。〔157〕尽

管这只是些琐碎的事例,但例证的背后却指向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大时代下的个人活动作以客

观评价,而客观评价的依据又是哪些?

近代中国的语境下,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成为横悬在国人头顶的当头棒,随时都有下

落的危险。关涉外国的人、器物、制度、观念等,都有可能因民族话语的杂糅而呈现出与事实真

相并不完全匹配的另一面相,如何拨开迷雾去探寻其本来面貌始终是我们的使命。

通过简单地梳理,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的活动。如上细节

性材料的还原,使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从律师执业到法学教育,对西方职业化律师准入机制的

坚持及律师监管的贯彻,对虽已成立上海律师公会并制定规则但在“律师职业准入实践方面的

宽滥之弊”〔158〕而导致社会民众的不予认可的近代中国律师群体而言,无疑是一种良性镜鉴;

律师参与法学教育,一方面是西方教学模式的灌输,另一方面则是职业实践模式参与教学,对
传统法律教育同样提供了一种有益参照。时至今日的我们仍需保持审慎与警醒。

Abstract:HowtoevaluatetheAmericanlegalprofessionals’activiesinnaturalorfunctionalways?

Theconclusionswillbedifferentdependingonthediverseperspectives,andthedefinitionswillbe

changedaccordingtodifferentstandards.Itcanberegardedeitherasasortofcolonialexpansiontomake

thelegalimperialismpracticeintorealityorasanelementofthecommunicationofmodernlawandcivili-

zationtotransplanttheWesternlawintoChina.Thesignificanceofthiscommunity’sactiviesinthe

processofChina’slegalmodernizationcouldnotbeobliteratedorneglected.Therefore,itisnecessaryfor

ustotakeacomprehensiveinvestigationtoachieveamoreorlessobjectivejudgement.Thisarticlefocu-

seson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BeiyangUniversityLaw

SchoolandtheComparativeLawSchoolofChinatobetterunderstandtheactiviesincludingAmericans

lawyers’legalpractices,teachinginlawschoolsandpublishedworks,aimingtorethinkthesejudicial,

legaleducationandlegalpublicity’seffectonmodernlegaltansformationinmodernChina.

KeyWords:FarEasternAmericanBarAssociation;UnitedStatesCourtforChina;BeiyangUniver-

sityLawSchool;ComparativeLawSchoolofChina;China’sLegalModernization

(学术编辑:章永乐)
(技术编辑:张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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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57〕

〔158〕

SeeEdgarPierceAllen,supranote110,pp.671-677.
SeeJedidiahJ.Kroncke,supranote3,p.120.
尤陈俊:“阴影下的正当性———清末民初的律师职业与律师制度”,《法学》2012年第12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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