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大法官说·······························································3

译者导言

探寻守护公正者的内心世界  何帆·······························7

约翰·罗伯茨

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13



5

大法官说

我们的政体之所以举世无双，在于它受法治约束，拥有一部必须由法

律人和法官解释的成文宪法。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发生的事，与国

会大厦、白宫内有些许不同。你会意识到这些事对我们的政体运行来说，

有多么重要。             

                                  ——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      

在民主制度下，最高法院的职能，就是公正、忠实地解释宪法、法律

的含义，使之符合立宪者或国会立法者的意图。最高法院的职能就这么简单，

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我并不认为我们是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也不是

历史车轮的推动者。我们的工作只是为前人的立法提供解释。

                                  ——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       

    

世界上有六十亿人口。超过一半的人们在法治领域之外生活。他们所

在的地方，将法律视为障碍，而不是进步的工具，把法律看成威胁，而不

是希望。在他们眼里，法律是一种需要绕行的东西，而不是需要接受的东西。

他们不理解法律。

                                    ——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
  

 

当我审理案件时，我的重心会更多地放在普通公民身上，而不是那些

评论我们的人。我关注的重点不是那些写法律论文或者教宪法的人，而是

在葛底斯堡来找我的人、在“家得宝”碰上的人、那些刚从前线回来的人，

以及孩子们的老师。

                                   ——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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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最终看到的，是列明裁判理由的判决意见。法官必须遵从，而且

与立法者相区别的一项行为准则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某个当事人应该获

胜，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判决，都要有充分的依据。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        

我们有三亿国民，就可能有九亿种观点，在许多问题上，人们都不可

能达成一致。尽管大家有大量分歧，但他们都会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纠纷。

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有些国家战乱不休，他们没有法治传统，只能靠枪

炮解决问题。

                                    ——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答案非常精炼：

解释与适用美国宪法和法律。美国人民相信我们能够公正、客观地解释与

适用法律。这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     

你坐在哪里，按什么顺序坐，如何投票，所有这些传统，所有这些做法，

都在提醒我们制度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人的重要性。我热爱传统，因为它

们评价着我们的历史，也让我们有历史留给后人。也是它让我们作为一个

国家走过了两百多年。你知道任何形式的政府能像我们这样平稳地存续这

么久，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       

谁会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试读本）



7

最高法院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即使人们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有时甚

至强烈反对，并对一些重大、疑难议题坚持己见，但大家都明白，每个人

只是要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都在很努力地工作，也都很热爱法律和这个

国家。

                                      ——艾琳娜·卡根大法官      

 

在我看来，大法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释自己在案件中的立场。

这个机构的审判程序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我们会以公开方式，向公众解

释我们的判决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判。如果最高法院内部存在分歧意见，

最好让那些持异议者发表意见，向大家说明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观点更

有道理。

                     ——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已退休）       

最高法院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尊重。我想，它也是最受人民尊重的政府

机构之一。我们的立法机关包含两个不同的党派，政治立场也比较多元，

留给人民的印象比较复杂。人们对待总统，也是有褒有贬。只有最高法院

赢得了全体人民的尊重和赞赏，我希望我们能一直拥有这些。

                        ——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已退休）     

每位法官的共同义务在于：对简单案件的猜疑，对普遍公理的质疑，

对既往先例的谦抑，以及不受现实环境约束，勇敢挑战权威原理的勇气。 

                               ——戴维·苏特大法官（已退休）

大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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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

探寻守护公正者的内心世界

何帆

                   

一

2012 年 5 月 24 日，首次来华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在清华大学法学

院举行了一场学术讲座。我作为布氏新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的

译者获邀列席。大法官虽已 74 岁高龄，但精神奕奕，活泼健谈。当天，主

办方在法学院楼前立有一幅中文海报，上有“当代美国最高法院最有智慧

的大法官”字样。得知这段话的意思后，老人家大笑：“哇，这下我回去

可就麻烦了。”私下还逗乐说：“等斯卡利亚大法官下回过来，你们可以

把这张海报给他看。”

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司法理念上，同样以智慧过人、文笔犀利

著称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都可谓布雷耶的“老对手”。虽然俩人私

交不错，但布雷耶的新书还是以相当篇幅，批判了斯卡利亚的宪法解释方法。

我问布雷耶：“斯卡利亚大法官对这些批评有何反应，会不会撰文反击？”

他回答：“他正在写一本新书，里面或许会有回应。”

当时，举世瞩目的“医保案”庭审已经结束，布雷耶和斯卡利亚分处

不同阵营。按照常理，案子将在六月底宣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对年底

的总统大选产生重要影响。多数媒体的预测是，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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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敌，最终将由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投出决定性一票。[1] 当月出刊的《时代》

杂志，还将肯尼迪作为封面人物，并附上主标题：“决断者”。我不便打

听投票详情，只好旁敲侧击：“肯尼迪大法官仍会起关键作用么？”布雷

耶微微一笑：“正式宣判前，一切皆有可能。”

讲座非常精彩。布雷耶妙语连珠，生动诠释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当代美

国社会和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其语言魅力和气场风度，完全不输给他的哈

佛前同事迈克尔 •桑德尔。谈到宪法的重要性时，布雷耶像变戏法一般，

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袖珍版宪法，频频挥舞，激起全场阵阵掌声。讲座

结束后，他将那本宪法小册子签名赠我。我问：“您总是随身带着宪法吗？”

他正色道：“当然，宪法是拿来用的，必须随身携带。”

事后，我请人将讲座视频配上字幕，上传至某视频网站。没想到这一

专业性较强的讲座，居然大受欢迎。截至此刻，已有 84720 人次点击收看

了这一视频，新浪微博也有 12000 多次转发，1640 个评论。有网友说：“以

前总觉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沉默寡言的老古板，没想到布雷耶这么

和蔼可亲、风趣幽默，是一位又有学问又爱‘卖萌’的老爷爷。”事实上，

我自己虽对九位大法官的履历、个性和立场比较熟悉，但若想对一个人有

真切、完整的认识，只“观其文”的效果，的确远不如“见其人”和“听

其言”。

6 月 28 日，“医保案”宣判，投出关键一票的居然是首席大法官约翰·

[1]　 自由派与保守派：当代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民主党是相对

支持变革的政党，又称左翼；共和党相对反对变革，又称右翼。进入二十世纪后，

民主党渐渐被贴上自由派的标签，共和党则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从政治观点上看，

自由派赞成堕胎、同性婚姻、平权措施、安乐死、移民政策，要求扩大联邦政府权力、

限制死刑、反对公民个人持枪、禁止政府支持宗教活动。保守派则坚决反对堕胎、

同性婚姻、安乐死，支持死刑，赞成公民个人持枪，要求限制联邦政府权力、减少

对富人减税、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积极推动宗教进入公立学校、政府机构等公共领

域。不过，两派观点也并非绝对对立，保守派也存在中间偏左的立场，自由派也有

中间偏右的观点。一般来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司法立场上多倾向自由派，

如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斯蒂芬·布雷耶、索尼娅·索托马约尔、

艾琳娜·卡根；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司法立场上多倾向保守派，如现任首席

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塞缪尔·阿利托；

还有的大法官虽然由共和党总统提名，但立场飘忽不定，被称为中间派，如现任大

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经常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相持不下时，投出决定性的一票。需

要强调的是，即使大法官有派性倾向，但并不代表他们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决一定受

意识形态影响。关于美国当代社会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中间主义思潮，可参见

楚树龙、荣予：《美国政府和政治》（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3-
167 页；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谁会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试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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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而且破天荒地支持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法案。这一结果，

几乎令各界人士大跌眼镜。由于罗伯茨向来被视为保守派的中流砥柱，人

们纷纷揣测首席大法官为何会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转向，保守派阵营和旗下

媒体则众口一词，痛斥他为“叛徒”。有媒体报道，最高法院内部也为此

案闹得很不愉快，爱憎分明的斯卡利亚甚至找罗伯茨吵了一架，彼此拍了

桌子摔了门。理念纷争赫然已上升到“诸神之战”的高度。

7 月，斯卡利亚大法官与人合著的新书《阅读法律：法律文本解释》

出版。[1] 为推广新书，斯卡利亚先后接受多家电视台专访，并澄清了他与

首席大法官的不和传闻：“有人说我与罗伯茨大法官吵过架，这纯属子虚

乌有。大法官之间只有法律观点之争，个人从不交恶。媒体老喜欢把我们

描述成一个瓶子里的九只蝎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阅读法律》一书开篇就对布雷耶大法官的批

评进行了“反批评”，然而，还未等布雷耶回应，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联

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就掀起了一场新的论战。8 月 24 日，

波斯纳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则长篇书评，指责斯卡利亚新书内容自

相矛盾，作者本人亦言行不一，口口声声说要严格按立宪原意解释宪法，

却在 2008 年的“华盛顿禁枪案”等案件中凭个人好恶解释法律。[3] 斯卡利

亚很快发起反击，公开表示波斯纳的说法完全扭曲事实，只能蒙骗《新共和》

读者这样的外行，根本不会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认同。波斯纳干脆拒绝发

表回应。[4]

二

从前面这段叙述中，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不仅审

理着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重要案件，还会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公开论战，

甚至走到摄像机前接受专访。搁在十多年前，后面这些行为几乎难以想象。

[1]　 该书即 Antonin Scalia and Bryan Garner，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West，2012）。前述布雷耶大法官的新书已有中文版，即〔美〕斯

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2]　 Adam Liptak，“Scalia Says He Had No ‘Falling Out’ With Chief 
Justice，”New York Times（July 19, 2012）.

[3]　 Richard A. Posner，“The Incoherence of Antonin Scalia，”New Republic
（August 24, 2012 ）.

[4]　 Terry Baynes，Antonin Scalia: Judge Richard Posner Lied In Judicial 
Philosophy Criticism，Reuters（Sept 17 ,2012）.

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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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虽有鄙视、嘲弄政客的传统，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却一直非常尊重，

甚至普遍存在“法袍崇拜”情结。[1] 在公众心目中，最高法院大楼被称作“大

理石神殿”，九位大法官也被视为“天神”一般的人物。他们深居简出，

研习法律，审理案件，撰写判决，守护着宪法与公正。除了开庭和宣判，

大法官很少集体公开露面，也不允许任何人拍摄庭审场景。可以说，在政

府事务日益讲求透明化的今天，联邦最高法院已成为美国最“神秘”的机构。

早年的许多大法官也认为，与公众保持距离，可以维系人民对法官的尊敬。[2]

保持低调和神秘，固然有利于博得尊重，但与公众的过度隔离，也会

产生负面效应。近年来，对最高法院的批评逐渐增多，媒体时常指责大法

官们的判决死扣条文，不接地气，脱离民意。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教育的

缺失，美国公众对最高法院知之甚少。根据 2009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仅有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可以说出政府三大分支的名称，但三分之二的人可以说

出《美国偶像》节目三个评委的名字；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法官与议员的

区别；一大半受访者连一位大法官的姓名都说不出。[3] 民众的疏离和陌然，

意味着司法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将受到挑战。

最高法院也意识到危机所在。约翰·罗伯茨 2005 年接任首席大法官后，

对公众和媒体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上任伊始，他就接受了美国广播公

司《夜线》节目的采访。2010 年 9 月公布的《联邦司法发展战略》，则将

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向人民介绍法院的职能和功用，作为联邦法院一项重

要工作。

近年来，大法官们纷纷走出法院大门，致力于推动公民教育。布雷耶、

肯尼迪、克拉伦斯·托马斯和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都参加过公共事务电

视台（C-SPAN）向广大中学生介绍知名人物的系列节目《学生和领袖》。

布雷耶大法官也在新书中多次呼吁，希望能进一步开放庭审、安排更多民

众参观法院、建立法官定期与社会各界交流的机制，并开发更多的法制教

[1]　 Jerome Frank, “The Cult of the Robe，” 28 Saturday Review 

12 （October 13, 1945）.

[2]　 Felix Frankfurter，“Personal Ambitions of Judges: Should 

a Judge ‘Think Beyond the Judicial’?”34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656 (1948).

[3]　 美国教育部最近对四年级、六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广大

学生当中，的确存在类似的令人担忧的基础公民知识缺失的情况，参见国家教育

统计中心 2011 年发布的 The Nation’s Report Card: Civics 2010: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t Grades 4, 6, and 12, 电 子 版 网 址 为：http://nces.ed.gov/
nationsreportcard/pdf/main2010/2011466.pdf。

谁会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试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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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退休大法官奥康纳在推动中小学生的公民教育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2009 年夏天，她甚至协助网络公司开发出一款名为“我们的法院”的在线

游戏，方便广大中学生熟悉美国的宪政架构和法院的审判流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 年，当 C-SPAN 申请对全体大法官进行采

访时，大法官们破天荒地批准了这一请求。九位现任大法官和三位离任大

法官，同时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访，这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头一次。

三

C-SPAN 的全称为“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是 1979 年成立的一家民营、非营利性电视台，由本书

编者之一布莱恩·拉姆创办。C-SPAN 最初只有一个频道，全天候报道政治

选举和国会辩论情况。1986 年和 1997 年，C-SPAN 先后成立了二台与三台，

节目类型涵盖政治活动直播、时事动态报道、公众人物访谈、读书荐书栏

目和历史纪录片等，陆续打造了《华盛顿杂志》、《白宫之路》、《美国

和法院》和《有问有答》等品牌节目，还组织拍摄了《白宫》、《国会》

等纪录片，向公众介绍美国政府机构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运转情况。

2009 年，当 C-SPAN 为制作纪录片《最高法院》，提出进入最高司法

机构拍摄，并采访九位大法官时，并未想到他们将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任

务。包括从来不愿上电视的戴维·苏特大法官在内，所有大法官都同意了

C-SPAN 的请求，先后接受了采访。面对镜头，大法官们侃侃而谈，话题

涵盖最高法院的历史、职能、传统和规则，对自己的司法理念、行事风格

与个人偏好也毫不讳言。虽然受司法伦理限制，大法官们并没有谈及具体

案件的裁判内幕，但访谈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首次公布，信息量非常丰富。

节目录制完成后，C-SPAN 将访谈内容统一收入 2010 年出版的《谁来

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The Supreme Court: A C-SPAN 
Book, Featuring the Justices in their Own Words）一书。[1] 之后，由于约翰·保
罗·斯蒂文斯大法官退休，艾琳娜·卡根大法官履新，C-SPAN 又对卡根进行

了补充采访，并将新内容增补到修订版中。本书中译本即根据 2011 年推出

的修订版译出。[2]

[1]　 采访记录在编辑成书过程中，对部分重复的对话做了删减，书面记录与

采访视频并不完全对应。

[2]　 需要补充的是，2011 年推出的原书修订版并没有纸质版，仅有 Kindle 版。

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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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伯茨

我们并非政府的

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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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现任首席大法官。他 1955 年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先

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历史系和法学院，曾任《哈佛法律评论》编辑。

1979 年从法学院毕业后，罗伯茨担任过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亨利·弗
兰德利的助理，因表现出色，次年又被推荐给时任最高法院联席大法官威

廉·伦奎斯特任助理。

助理生涯结束后，罗伯茨先后在联邦司法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任职。

1986 年，他离开白宫，转任律师，在诉讼领域取得斐然成就。1989 年至

1993 年间，罗伯茨出任副首席政府律师，作为肯尼思·斯塔尔的副手，多次

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1992 年，老布什决定提名罗伯茨出任哥伦

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因受到参议院内民主党人阻击，提名最终搁浅。

克林顿上台后，罗伯茨重返律师界，成为在最高法院出庭经验最丰富、

胜诉比率最高的上诉律师，被业界誉为“律师中的律师”。2003 年，他被

小布什总统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2005 年 9 月，他成为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年仅 50 岁，是自约翰·马歇尔以来最年轻的首席

大法官。事实上，罗伯茨本人也视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为偶像，希望尽

可能维护最高法院的内部团结，提升法官的权威与待遇。出任首席大法官后，

罗伯茨多次呼吁国会为联邦法官加薪，但至今未获成功。



17

2009 年 6 月 19 日，苏珊·斯温在最高法院东厢会议厅采访了罗伯茨首
席大法官。( 以下采访内容为节选 )

斯温：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我们所坐的会议厅内，悬挂着历史上许多

著名大法官的画像，我想从最高法院的历史谈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访问。

罗伯茨：好的。

斯温：今天的最高法院已是一座现代型法院。制宪先贤当年设想中的

最高法院，又是什么样子呢？

罗伯茨：我想，就许多方面而言，最高法院仍与他们预想的一样，是

根据宪法第三条设立的政府三大分支之一。[1] 但是，公允地说，当今最高

法院在社会发展、政府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制宪者们原本期望的要重

要得多。

有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推断出他们当年对最高法院地位的重视程度。

当时，总统在白宫办公，国会在国会大厦开会，但没人考虑最高法院应该

设在哪儿，在哪儿开庭。最高法院成立之初，只能借用一间公寓办公，后

来又挪到国会大厦的某个地下室，这显然与它作为平等的三大政府分支之

一的地位很不相称。但是，随着最高法院职能的逐渐扩张，它终于拥有了

一座属于自己的华美建筑。

[1]　这里有必要就部分译法与表述做一说明。在美国，Government 是指美国

联邦政府，包括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行政（总统）三大分支，而

Administration 只是指政府的行政分支，也称执行分支（Executive Branch）。所以，

罗伯茨才在这里说最高法院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我国，根据宪法“一府两院”

的设置，法院不在政府序列，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也是分开进行的。国

内常有学者将Clinton Administration或Bush Administration译为“克林顿政府”或“布

什政府”，这样的表述严格来说是不准确的，而且容易造成误导，将立法、行政分

支混为一谈，规范译法似应为“克林顿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或“布什领导下的行政

分支”，或简化为“克林顿行政分支”、“布什行政分支”。为严谨起见，本书将

Government 一律译作“政府”，Administration 一律译作“行政分支”，这样的表

述或许有些拗口，但能够尽量贴近原意。关于相关表述的差异，参见林达：《总统

是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约翰·罗伯茨：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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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温：我们后面会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座大楼，以及它的功能和象征意义，

但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谈最高法院的历史吧。这么多年以来，对于推动最高

法院发展，并使它拥有今日的地位，您的哪位前任起到的作用最为重要？

罗伯茨：当然，有一个人的作用远在众人之上。他就是被我们称为“伟

大的首席”的约翰·马歇尔。他也是第一个真正认真履行这个岗位的职责的人。

绝大多数法律人，都以为他是美国第一位首席大法官，其实不然。他实际

上是第四任首席。

他的三位前任，在首席任上都没干多少年。事实上，他们都没有把最

高法院看作一个重要的机构，精力也大都放在其他事务上。第一位首席大

法官约翰·杰伊的名声，更大程度上来自他与英国签署的条约。[1] 但是，约

翰·马歇尔看到了首席大法官及最高法院职能的特殊性，也高度重视自己的

工作，一干就是 30 年。他在任期间，确立了最高法院审查国会立法的权威。

因此，可以说，是他将最高法院提升到与其他两个政府分支并列的重要地

位上来的。

斯温：当代首席大法官中，谁的影响最大？

罗伯茨：嗯，应该是我的上一任首席，伦奎斯特大法官。他在任期间，

对最高法院的法律立场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厄尔·沃伦，他

最著名的举措，是促使最高法院团结一致，作出了像“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这样的伟大判决。[2] 所以，我认为与当代其他首席相比，他俩的贡献最为

突出。

斯温：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尝试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数量。根据您对最高

法院及大法官的观察，一旦发生“填塞法院”之类的事件，最高法院还能

[1]　 1794 年，美国与英国签署《杰伊条约》（Jay`s Treaty），并应英国人要求，

扣押为法国运送物资的中立国船只。该条约由杰伊出面缔结，故以他的名字命名。

[2]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0 年代，美国

许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都实行“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措施，黑人学生不

得与白人学生同校就读。1951 年，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奥利弗·布朗代表自己 8 岁

的女儿起诉该市教育委员会。原因是，他希望女儿能在距家 5 个街区的白人学校就

读，而不是到离家 21 个街区的黑人学校读书，但是，布朗的请求遭到白人学校和

教委的拒绝。联邦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两所学校基本设施条件相同，判布朗败诉。

布朗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1954 年，由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以 9
票对 0 票一致裁定，教育领域不适用“隔离但平等”原则，并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

隔离措施违反宪法。此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在“民权时代”的一起里程碑案件。

谁会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试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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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发挥自己的职能么？ [1]

罗伯茨：坦白讲，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最高法院将不可能再对其他政

府分支的行为进行审查。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时，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他在参众两院，

都拥有数量庞大的支持者。而最高法院的立场，当时却处于非主流地位。

法院推翻了罗斯福许多改革法案，这些改革关系到社稷民生，至关重要。

于是，罗斯福提出“填塞法院”计划，希望能任命新的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迅速增加法官数量，藉此获得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

但是，尽管他的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却都反对他这么做，相关计

[1]　 1930 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为拯救全国经济（包括各州经济），

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推出“新政”，国会也通过了《国家工业复苏法》

等一系列法律，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却集体反对“新政”，在

“谢克特诉美国案”（Schechter v. United States）等案件中，推翻了包括复苏法案

在内的许多联邦新法。1937 年，罗斯福一气之下，决定启动“最高法院填塞计划”

（Court\|Paking Plan），打算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改组联邦最高法院，一些大法官

选择妥协，转变了抵制立场。随后几年，由于联邦最高法院不再干涉，“新政”得

以顺利推行。

约翰·马歇尔，美国最高法院
第四任首席大法官

约翰·罗伯茨：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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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最后也胎死腹中。我想，民众已经认识到最高法院作为一个独立的，能

够审查其他政府分支行为的机构的重要性，尽管最高法院的立场不受欢迎，

但它的独立地位的重要性却毋庸置疑。

斯温：今天，其他两个政府分支工作的透明度已经相当高，公允地说，

公众对最高法院的熟悉程度，远不如另外两个分支。所以，希望您能谈谈，

人民应当了解最高法院在现代社会中的哪些作用和职能。

罗伯茨：我认为，公众最需要明白的是，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

支。[1] 我们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民众不喜欢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选

择弹劾定罪程序，或者更厉害的——弹劾之外的方式，但这种情况目前还

没有发生过，也从来没有发生在最高法院身上。

所以，公众需要认识到，当我们作出一个判决时，我们依据的是法律，

而不是政策上的偏好。例如，如果我们在某个环境案件的判决中，支持了

环保组织的诉求，你可能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标题，“最高法院判决支

持环保组织”，或者“最高法院支持环境保护”。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解释法律。我们只是履行职责，告诉大家法律

是什么，并不是要通过判决去支持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我想，让公众明白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斯温：我们已经谈过了您的前任们，那么，当代首席大法官的职责有

哪些呢？

罗伯茨：其实，在很多方面，首席大法官的职责与联席大法官并没有

显著差别。和其他同事一样，我也只有一票可投。首席的职责，就是主持

言词辩论，还有大法官的投票程序、内部讨论会议。这也意味着，我得引

导大家开始讨论，并确保所有观点在会上都能得到充分展示。

我最重要的一项职责，是在投票结束后，指定判决意见的主笔者。如

果我位于多数方，可以决定由谁来撰写本案的判决意见。这项工作非常关

键，因为你必须确保自己指定的那位大法官的立场，能够使最高法院的判

决赢得最大程度的支持。你必须保证各项工作按时完成，所以，如果有人

行事节奏比其他人慢一些，而这个案件又非常重要，你就得设法让那些动

[1]　美国法官认为，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属于政治分支，因为他们由

人民选举产生，目的是为公共事务做决策。但制宪者设置司法分支，不是用作反映

多数人意志的工具，并非政治性的分支。所以，政治问题由政治分支解决，最高法

院不解决政治问题。参见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编：《美国法律概况》，金蔓丽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1 页。

谁会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试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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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快一些的人得到指派。有些案子比其他案子有趣，有的则要麻烦一些，

你得保证指派足够公平。我们审理的案件形形色色。你还得确保每位大法

官审理的案件类型搭配合理、均衡。不能指望一个大法官总是审理刑事案，

或者其他某一类案子。所以，决策时必须考虑多重因素，这些都是非常重

要的。[1] 

首席大法官同时还是司法联席会议（Judicial Conference）的首脑，这

个组织负责为全国联邦司法系统制订各类政策，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

责。[2]首席大法官还得承担一些似乎与本职工作没有关联的额外职责。例如，

我会自动成为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主席，所以，过去几年来，我掌握了不少

关于博物馆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知识。[3]

斯温：您刚才提到预算，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大法官们来到国会，请求

立法机关拨付预算的场景。它很好地说明了政府各分支之间的关系。您个

人如何看待这个环节？

罗伯茨：制宪者们意识到，由政治分支来控制“钱袋子”，决定钱怎么花，

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与其他分支没什么不同。我们也得跑

到国会，申请预算。我们要的钱很少，不会给联邦国库造成丝毫负担，可

[1]　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基本上通过判决意见呈现。庭审结束后，大法官们

会开会讨论，并初步投票，如果首席大法官在多数方（≥ 5 票），就由他亲自或指

定一位大法官起草法院意见；如果他在少数方（≤ 4 票），就由多数方中最资深的

大法官亲自或指定一位大法官起草法院意见。判决意见起草完毕后，会首先在大法

官们之间传阅，由他们评论或修改。如果判决意见说理充分，论证有力，会促使一

些原本投反对票的大法官改变立场，因此，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大法官加入，一

份法院意见经常会被修改十几次。全体法官一致同意或多数大法官同意形成的判

决意见，统一称为法院意见（Opinion of the Court），如果该意见并非全体大法官

一致同意，也可称为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法院意见与多数意见都可以

形成先例，对以后的案件具有约束力。多数方的大法官同意判决结论，但可能不

同意论证的理由与逻辑，或者想就具体论据发表个人观点时，可以撰写协同意见

（Concurring Opinion）。少数意见方的大法官，可以撰写自己的异议意见（Dissenting 
Opinion），异议意见由于不具备约束力，大法官在书写时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如果最高法院做了判决，但判决的理由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数意见，就会形成“各

说各话”的多元意见（Plurality Opinion）。

[2]　美国司法联席会议：美国司法联席会议负责制定联邦司法政策，最初由

塔夫脱首席大法官提议设置，后经国会立法授权成立。

[3]　史密森博物学院：由全美 20 家历史、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博物馆和 9
个研究机构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群。史密森总部集中负责整体的战略规划、

基础设施、建筑维护和法律事宜。

约翰·罗伯茨：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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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得不断申请，或许因为我们要的不多，国会成员压根儿就不重视这个

问题。我想，他们或许把这个环节当作一次机会，让大法官跑到他们面前，

听听他们对我们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已经判决的案件的看法。

斯温：我们花点儿时间，谈谈这座建筑吧，因为之前您也提到，最高

法院曾在街对面的国会大厦内办公。在华盛顿众多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中，

您怎么看待这座大楼的地位？

罗伯茨：或许因为我有所偏爱，所以认为它是华盛顿最漂亮，也最有

特色的建筑。华盛顿有许多不错的建筑——尤其是雄伟壮观的国会大厦，

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人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白宫。但是，最高法院的大

楼更加别具一格。它以大理石为原始材料，比传统的政府大楼更加亮丽，

也更有光彩，你一看到它，就能感受到这些不同。

它意味着最高法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府分支，也的确更具有标志性

意义。与其他政府大楼相比，它在视觉效果上，更像杰弗逊纪念堂或林肯

纪念堂。我想，如果把它称为司法殿堂，也是完全合适的。

斯温：据我了解，这座大楼 1935 年建成时，因过于华丽，引起过不少

争议。人们的说法很多，纷纷议论这样的建筑风格是否适合最高法院。当

您漫步其中，是否认为这座建筑与里面的人肩负的职责相称？

罗伯茨：当然相称。当时的确存在一些争议，我不确定 1935 年的人们，

会认为什么风格的建筑才适合最高法院使用，而这座建筑的确又过于宏伟

亮丽。但我认为，它非常适合表达我们不介入政治的概念。我们的任务就

是适用法律。我们的政体之所以举世无双，在于它受法治约束，拥有一部

必须由法律人和法官解释的成文宪法。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发生的事，

与国会大厦、白宫内有些许不同。你会意识到这些事对我们的政体运行来说，

有多么重要。

是的，政治分支也很重要，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是

法治之下的民主，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世界上多数同样宣称自己是民主政

体的国家有很大不同。

斯温：所以有些事更适合在国会大厦内进行？

罗伯茨：是的，有些事在街对面解决更合适一些。我们经常在开庭时

提到这个问题，例如，有些人提出一些听上去很有政治性或政策性色彩的

观点时，我们会说：“这些事您应该带到对街去处理。”

我们和立法机关都是相互平等的政府分支，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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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大家彼此隔街对视是非常适当的，我们都能看到对方。我们知道，

他们的职责是处理各种政策性事务，这是他们的工作。同样，他们也需要

理解，我们的工作是解释宪法和法律。

斯温：您与国会高层之间有没有交往？

罗伯茨 ：嗯，偶尔会有接触。我们在华盛顿肯定会碰面，彼此间也都

认识。坦白说，我们倒是能从他们那儿弄到些拨款，但也仅此而已。我们

的工作不是帮他们制定政策，另一方面，我们解释法律是什么时，他们也

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我们有时会因预算之类的事务交流接触，但大家的

工作性质差别很大。

斯温：谈谈最高法院门前的大广场吧，那里似乎常年都有许多民众在

抗议游行。您认为，当初这样设计，就是为了空出一大块儿地方，好容纳

那么多人在上面么？

罗伯茨：嗯，我不确定设计师卡斯·吉尔伯特空出这一区域，是不是为

了方便容纳那些抗议的人群，但我完全可以肯定，深度介入大楼设计工作

的塔夫脱不会抱此目的。其实这种场景很有意思，人们蜂拥而至，表达各

种抗议情绪，但至少会与大楼保持合理距离。我当然能理解，他们对我们

正处理的事务有强烈意见。但是，我们的判决不能随着大家的喜好走，更

不能被一时的民意所主导。某种程度上说，示威抗议是人们表达情绪的一

种途径，但并非直接针对我们，当然，也不应该针对我们。大家总不能让

我们根据民意喜好去判定宪法的含义吧。

历史上，最高法院许多最负盛名的判决，一开始都非常不受欢迎，那

种认为我们应屈从于公众抗议的说法，对维系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是非常

有害的。

斯温：外面有大规模抗议时，您一般都知道么？

罗伯茨：当然知道。上午上班时，有时会看到最高法院门外聚集了许

多人，看起来也不像是来旁听庭审的。不过，大法官们的工作，当然不会

随民意摇摆而变幻不定。

斯温：我们采访布雷耶大法官时，他说自己到最高法院工作那年，每

年的参观者约有一百万人，但这个数字现在已大幅降低，有时一年还不到

这个数字的一半。当然，这很可能是“9·11”事件后，旅游业整体萎缩的缘故。

您认为最高法院应该接纳更多美国民众参观么？最高法院对这项工作是否

约翰·罗伯茨：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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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罗伯茨：当然，我认为每个有机会到华盛顿一游的人，都应该来最高

法院看看。在宪法实施与政府运行方面，这是一个与白宫、国会大厦同等

重要的地方。

斯温：好的，下面来谈谈言词辩论，这可是民众与最高法院面对面接

触的机会，能介绍一下这个环节么？

罗伯茨：言词辩论之前，阅读诉状是一项重要工作。正式庭审中，每

起案件有一小时言词辩论时间，每方各有半小时用来发言。在其他普通法

国家里，言词辩论时间可能更长一些。但在我们这儿，大部分发言内容都

已写进诉状。律师们就算内心充满渴望，也不享有畅所欲言的演讲机会。

其实，言词辩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留给大法官们提问。我们已从诉

状中了解到各方立场。所以会提出以下问题：“你刚才提到这个，是怎么

回事？你谈到了那起案件，可以解释一下么？你说这份记录可以证明相关

事实，那么，怎么证明呢？”

提问环节非常非常紧张。每位大法官都有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有人

喜欢密集发问、咄咄逼人，有人习惯不断设问、层层深入。这对律师来说，

的确构成巨大挑战，他们不仅要回答问题，还得引导整个案件朝他们希望

的方向发展，并且尽可能维护客户利益。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环节，从头

至尾都乐在其中，因为我能利用这个机会与律师进行交流，同时，我还可

以通过倾听其他同事对律师的提问，了解他们的观点。

其实，只有在言词辩论环节，我才能第一次听到同事们对案件的看法。

因为庭审之前，我们不可能坐在一起讨论具体案件，不能说“这就是我的

想法”，或者“我就是这么看待这起案件的”。只有透过他们的提问，我

才能推断出他们对案件的立场。这些问题，还有助于我调整自己的观点。

如果他们提出的是一个你事先漏掉的问题，还可能对你有所启发。总之，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非常刺激的环节。

斯温：庭审时，大法官们之间，是通过提问进行沟通的么？

罗伯茨：的确如此，有时你会觉得大法官们在扮演魔鬼辩护人的角色。

如果我知道某个同事关心某个具体问题，而律师也回答得不错，就会故意

问一个挑衅式的问题，看起来像是很有敌意。但我知道，律师会给出一个

漂亮的答案，很好地回应其他大法官的疑问。

斯温：您说到每位大法官在言词辩论时，都有自己的提问风格，您自

谁会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试读本）



25

己是什么风格？

罗伯茨：我习惯针对特定事项，不断重复提问，探究症结所在。我不

太喜欢以设问方式抽丝剥茧，因为自己做律师时，就很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但不得不去回答。在其他情况下，我会采取另一种发问方式。比如，我对

某个案件中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而我希望律师给出一个确

切的答案。我就会说：“律师，我是这么看这个案子的：你固然有自己的

法律依据，但先例却与你的观点相悖，你如何证明这起案件与先例不同？”

如果顺利的话，律师会给出答案，当然，他也可能答不上来。

斯温：您也做过律师，并参加过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能谈谈身份转

换后的不同感受么？

罗伯茨：呵呵，向人提问总比回答问题要容易得多。做出庭律师时，

你会有许多优秀的竞争者，有的站在你这边儿，有的和你唱对台戏。作为

律师，官司自然有输有赢，有时你得打电话给客户，告诉他“我很遗憾，

输了官司”，有时可以高喊“太棒了，我们赢了”。要想表现优异，就必

须在不断竞争中取胜。

审判席上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然，我可能位于多数方，也可能身处

异议方，但这和输赢无关，也不存在什么竞争关系。能有机会在审判席的

最高法院门前广场的示威抗议者

约翰·罗伯茨：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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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台下享受不同的工作体验，让我非常欣慰。

斯温：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言词辩论时的经历么？

罗伯茨：哦，这个绝对记得，是在“美国诉哈尔珀案”（United States 
v. Halper）中。我当时非常紧张。不过，即便在最后一次参加言词辩论时，

我一样很紧张。我想，除非你曾以律师身份在最高法院出过庭，否则不会

理解这种心情。

斯温：每一个有幸在最高法院出过庭的律师，应该都能体会到您的心情。

回头来看，您希望当年的自己具备哪些关于言词辩论环节的知识？

罗伯茨：在今天这个位置上，我想对律师说：“你必须回答问题。不

要试图回避问题，或以任何方式，让你的案子显得与众不同。”我希望自

己做律师时，也能做到这些。这是我坐上审判席后的最大感悟。你必须认

识到，大法官之所以发问，是为了尽可能做到正确裁判，所以他们总会问

些刁钻、疑难的问题。

作为出庭律师，你必须保持客观、冷静。当然，为了对得起客户的委托，

你也应该热情洋溢、充满斗志。大法官们当然知道这些。但是，当他们就

一起疑难案件向你发问时，你最好说：“我知道这个判例不支持我方立场，

也清楚由此产生的困难。但我还是想略抒己见，阐述大家为什么不必过分

看重这个判例。”千万不要在我们发问时，立刻回应：“不，这个判例对

我方立场无碍，理由如下……”

大法官其实希望你帮助他们得出正确结论。他们当然理解你要代表客

户利益，也不反对你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能让大法官确信，你是站在他

们的立场上，协助他们得出正确结论，他们就不会对你步步紧逼，强迫你

回答各种难缠的问题。理解这一点，对最高法院和你的客户来说，都是很

有帮助的。

斯温：如果出庭辩论的一方是代表司法部的首席政府律师，您会不会

给予额外关照，毕竟你们都属于平等的政府分支？ [1]

[1]　首席政府律师（Solicitor General）：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配备 5 位副

手和 20 位助理。联邦行政分支的某一部门或机构在上诉法院败诉后，会向司法部

提出申请，希望将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复审。首席政府律师的基本职责，是代表联邦

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决定将哪些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复审，如果最高法院批准复审，

首席政府律师将代表联邦出席最高法院庭审，进行言词辩论。由于这个职位十分重

要，又被称为“第十位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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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肯定不会。我做律师时，也跟政府打过官司。 他们拥有出色

的律师，但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会犯错，这时我会努力证明他们的说法不

对。这也是在最高法院打官司过程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对手是世界上最强

大的力量——美国政府，而我所要做的，就是代表我的当事人，说服至少

五个法官，证明政府一方是错的，这样就能获取胜利。而政府不得不认输。

这种异乎寻常的事，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这才是法治的真谛。所以，

作为大法官，如果我偏向政府律师一方，肯定是违反法治原则的。

斯温：我们谈谈内部会议吧。请您介绍下会议程序。

罗伯茨：每次我们都坐在一张固定的会议桌前。我坐在桌子一头。资

历最深的联席大法官斯蒂文斯大法官，坐在另一头。其他人以资历为序，

环桌而坐。大家走进会议室，坐下。如果不用开庭，我们会在周五召开会议。

落座前，大家会再次彼此握手致意。

斯温：您认为，握手仪式的重要性何在？

罗伯茨：我想重申的一点是，我们是一个合议庭，大家都在同一个诉

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主持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宣誓任职

约翰·罗伯茨：我们并非政府的一个政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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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流程中审案。我们要阅读同一份诉状，审阅同一套案卷，听取同一场辩论。

就某些至关重要的事务，我们之间有时也存在明显分歧。讨论时，我通常

第一个发言：“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存在的争议包括……我想我们应该推

翻或维持原判，理由如下……”如果是一起简单的案件，可能要说上一分钟。

要是棘手的案子，时间会更长些。

接下来的发言，以资历为序。斯蒂文斯大法官第二个发言。他可能会说：

“首席，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那就太棒了。但是，他也可能说：“我

不同意。我想我们应当依循另一种裁判思路，理由如下……”或者，他可

能说：“我同意这么判，但理由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随后会依次发言。顺序是：斯卡利亚、肯尼迪、苏特、托马斯、

金斯伯格、布雷耶和阿利托。其实，大家这时候的发言，相当于试探性的

投票。比如，有人会说：“我倾向于推翻原判。”如果需要进一步讨论，

我们会继续交流。

讨论案件时，我们秉持一条非常有用的基本原则：“只要还有一个人

没有发言，任何人不得发第二次言。”如果每个人都发言完毕，我们会决

定是否有必要继续深入研讨。有时会继续，有时则不然。有时我们讨论了

半天，最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时我会说：“好了，大家还是书面交

流意见吧。”这意味着，大家会后可以以传阅书面备忘录的形式，决定案

件该如何处理。主持会议时，我会确保所有事项均能得到充分讨论，争论

双方都有机会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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