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
印子
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位老熟人，在他的《法律与宗教》
①
（1974）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之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不仅成为
法学论文或法律课程上经常被引用到的法学名言，而且还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
②
普遍出现的“有法不依”现象的反思； 而之后的《法律与革命》（1983）也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一本被反复引用的法学经典著作。近期，伯尔曼的《信仰与秩序》（1993）也
③
登陆中国，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算太新； 但这本书也同样是重要的，毕竟贯穿于伯尔曼法学思
考一生的“法律与宗教”主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从方法论
④
的意义上以更为直白的方式向西方法学界宣示了“综合法学” 时代的来临。曾作为哈佛法学院院
长的伯尔曼学识渊博，研究视野开阔，他一生著作等身，25 部著作和 400 余篇论文使其位列 20 世
纪最伟大的美国法学家之一。总体而言，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和综合法学是伯尔曼法律思想的
核心和灵魂，一以贯之的法律思考命题和公然晓示的法学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法学知识
进路）共同构成了这位法史大师的思想肖像。面对二战之后西方法治传统的信仰危机，伯尔曼开出
了重构法之历史性的药方，期望通过法律的历史之维来拯救法律信仰，尽管综合法学在西方没有美
⑤
梦成真，但却无疑成为了中国在“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 时代下化解法律信仰危机的
重要理论资源。从历史拯救法律信仰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化解中国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有益路径。

一、中世纪的曙光：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法律史学家对历史时间的宏观把握是进行繁杂的法律史资料爬梳的基础，只有对历史的发展阶
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划分，才能在历史节点之间展开法律史之网的编织。伯尔曼也无法例外，只不
⑥
过他的历史时间观更为久远，他所倡导的是以千禧年为总体的单位来思考法律的历史：
我们今天回顾过去九个世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正是在九百年前初次形成；西方
法律传统正是那是开始孕育；其未来发展的种子也在那时被播下；在二十世纪已进入一个至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3。另外一句被经常引用的法律名言是：
“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
”参见伯尔曼：《法律与
宗教》
，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12。
②
比较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许章润等：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近期也
出现了一些成果：吴传毅：
“法律理论虚构：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载《法学杂志》2008 年第 2 期；高仰光：
“马
克斯·韦伯与当代中国人的法律信仰”
，载《比较法研究》2011 年第 3 期；杜宴林：
“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
—以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为分析线索，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 年第 5 期；范进学：
“法律信仰：一个被过
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载《政法论坛》2012 年第 2 期。
③
《信仰与秩序》中的第一章《法律的宗教之维》和第十二章《世界秩序发展当中的法律与宗教》直接出现在《法律
与宗教》一书的第一部分“法律中的宗教”和附录一中的《一种世界秩序发展中的法律与宗教》
；而《信仰与秩序》
中的第六章《西方法律哲学在路德改革时期的德国所发生的转变》则与《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
影响》中的第二章的内容完全吻合。具体参见伯尔曼：
《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 2011 年版；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新教
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
，袁瑜崢、苗文龙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295—305。
⑤
苏力：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版，页 1。
⑥
历史研究的确会牵扯到历史研究单位的不同，费正清坚持以 20 年为研究单位，而黄仁宇则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
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体体系的研究则是纵横五百年，伯尔曼更是称奇，直接用千禧年来看待西方的法律体系的演进和
危机。参见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中文版序页 3；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全三卷）
，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①

关紧要的转捩点的那段历史正是那时开始展现。我们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视角
．．．．．．来理解现下正在
①
发生的重大变化的长期特征，和预见长时期的未来
．．．．．．．．。
正是在这种“长时段的视角”之下，伯尔曼认为，西方的传统历史学研究中对中世纪和近代的
划分以 16 世纪为分水岭的论断难以成立，其原因在于忽视了对当时法律体系性质的总体判断。伯
尔曼一反传统西方历史学界的通说，从法律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西方的历史长河，发现从 11 世纪
教皇革命之后的西方便开始形成了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此时西方法律传统就已经开始
形成，这无疑标志着西方进入近代的历史要往前追溯至 12、13 世纪。
革命向来是对整个历史现存的彻底颠覆，从革命的视角来发掘西方法律的历史成为有力的考古
工具。发生在 11 世纪的教皇革命使得教会的权力得到急剧的扩张，使其从世俗的控制中彻底解放
出来，成为西方世界超越民族和国界的统一控制体系和信仰体系，教会法成为西方教会秩序的真正
控制者，教皇拥有了超越世俗权力的力量；而在宗教世界之下的世俗之国也得到了发展，之前的国
王充当着本国的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官，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国王只能马不停蹄地来回奔走于自
己的领地之间。11 世纪之前的西方王国没有统一独立的中央政府，整个世俗世界的社会没有形成整
体性的秩序网络。正是通过教皇革命，世俗国王完成了中央权力对社会肌体的渗透，世俗之法与教
会法共同发展成完整的法律体系。由此，西方世界开始由“上帝之剑”和“国王之剑”进行联合统
治，以教会法为代表的上帝之剑来维持教会世界的法律秩序，以世俗法为代表的国王之剑来维持世
俗之城的社会秩序。
自“两剑说”出现之后，西方社会便出现了两种司法控制体系：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伯尔曼
指出，“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之间的抗争对西方法律传统具有深远的影响。复合的司法管辖权和复
②
合的法律体系成为西方法制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西方的两种司法权力并不是在各自的相互平
行的轨道中滑行，而是存在激烈的司法管辖权的抗争，这实质上是教会与世俗国王之间的权力竞争。
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之后，教会的司法权力几乎成为了每一场伟大的欧洲民族革命的攻击目标，从
16 世纪德国的路德宗清教改革、17 世纪的加尔文宗英国革命，到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及 20 世
③
纪的俄国革命都是如此。 也正是由于这一法律传统，现代西方的法律实践中便始终保持着对国家
所立之法的怀疑精神，而这也构成了自然法思想的重要根源。
从伯尔曼的法律史分析来看，西方当下的法律体系无疑是形成于 12、13 世纪教会—世俗法律
体系的延续，只有从 900 多年前的西方法律传统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解释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和理解
当代西方法治困境的真正钥匙。教皇革命使得西方世界第一次出现能够统领整个欧洲的政治法律实
体，使得西方世界进入了法律秩序的新时代。从此，西方近代国家开始形成，欧洲各国的中央行政
管理机关、财政系统和司法体系也都开始形成；而职业的法律人、区分等级的法院制度、法学院和
法学专著也都开始出现，至此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时代得以开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
的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孕育出了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法律信仰文化，并且这一法治内核始终存在于
西方法律体系的历史演进之中。伯尔曼所意图表达的就是，对法律及其历史的理解需要一种“革命”
的视角，即从西方的历次伟大革命中来发掘法律传统及其转型的真谛，而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西
方世界信仰体系与法律的共同演进。伯尔曼使革命成为了西方的法律及其历史的本身，即革命使得
法律本身具备了自我更新、向前进步的动力，是西方的法律具有了“一种能动的特性、一种时代进
④
步的观念或一种改造世界的信念。”
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法律史解释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反历史目的论进路，这使他有可能揭示

①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149。其中重点文字符由笔者添加，以下
引文均如此，特此说明。
②
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页 263。
③
同上注，页 261。
④
同上注，页 114。

出了西方法律演进中的客观事实，而这就有可能使这种法律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了法律历史的
真相。伯尔曼的法律史研究充满对现实的关怀。在他的写作进行之时，新的千年正在到来，西方的
法律危机也在不断扩大，法律体系不仅与原本作为法律体系基础的信仰体系发生了断裂，法律体系
和信仰体系自身也面临着一种现代性的困境。

二、现代性的后果：法律的信仰模式与西方法律的整体性危机
法律可以理解为是由国家所颁布的命令体系和与人情、道德相分离甚至是对立的规则体系，也
①
可以是“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 ；而法
②
治则是 “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 但是，法律是如何被实践的，或者说法律是为何
能被遵守？从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历史渊源出发，伯尔曼认为，西方的法律与宗教具有内在的一致
③
性和亲和性。 伯尔曼指出，法律与宗教虽然存在很多差异甚至张力，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足够关注。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两个相互紧张而又相互
渗透的本质内涵：一方面，“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
构挑战。”法律代表着社会的现存秩序，是一种当下的历史，宗教则包含着革命的因素，从而使法
律得以进化和发展。一方面，“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
④
获得遵守所需要的神圣性。” 法律实际上成为了宗教治理世界的化身，而宗教则为法律的实现提供
了最为直接的基础：凡是违法者都意味着对上帝有罪，只有遵守上帝的旨意才能获得永生和救赎。
伯尔曼的这种解释也许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法律与宗教的确是相互交融
的，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西方法治理念发生的宗教心理机制，西方对法律遵守的早期心理就是来源于
⑤
对上帝的虔诚。 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更是表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原始人实际上就是以对宗
⑥
教的服膺来建构整个原始部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 如果将原始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本身看成一
⑦
种法的初级形式， 那么伯尔曼所认为的宗教对法的决定性作用是有其历史基础的。也正是如此，
西方的法律自身就包含了一种守法的原始心理机制——对法律的信仰（对宗教的敬畏）或是对宗教
反映的社会的服从。
按照伯尔曼所说的法律—信仰模式，法律的演进能够在宗教的历史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中的宗
教因素不自觉地推动着法律的自我演化；在法律演进的同时，与法律相关联的信仰体系也会完成自
我改良。在伯尔曼眼中，对这一法律历史模式的解释不仅仅需要从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出发，也
需要深入到两者的内在一致性之中。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伯尔曼发现法律与宗教具有四种共通的
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正是这些要素使得法律具备了超越法律理性和完成自我进化的
可能。
西方法律传统之中所蕴含的法律的宗教之维（法律的信仰基础）使得信仰体系成为西方法治的
发生和实现机制，即任何一个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制都不可能发挥功效。这似乎表明了法律信仰模式
的内在矛盾，因为法律信仰似乎成为法治路程的原因和结果。但是法治的发生依赖于对法律的信任，
于是人们才会守法，整个社会才会接受规则之治；而法治的实现也需要以对法律的信仰为衡量标准，
如果法律信仰成为了普遍的社会共识，法律在社会中具有了崇高的神圣性，那么法治无疑才可能实
现。也就是说，处于法治两端的法之信仰具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法律信仰实际上是上帝的旨意在
①

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页 25。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页 124—125。
③
这种亲和性也可以视为宗教在西方文明形成中独特地位，宗教所孕生出的不仅是西方的法治，也包括韦伯所指的
资本主义精神及整个西方近代文明。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页 186。
④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12。
⑤
《摩西五经》便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的“法典”
。参见冯象：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页 70。
⑥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199—225。
⑦
参见马林诺夫斯基：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发挥功效，这时的信法其实是相信上帝和宗教；而第二个法律信仰则是对现代法律规则的合法性确
认，是对法治精神和法律文明的认可。
问题在于，西方的法律世界出现了伯尔曼所说的“整体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由法律信仰
和宗教信仰缺失所带来的法治危机，也是一种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在法律运行的
过程中，原本具有相互促进关系的法律与宗教被现代性割裂开来，法律成为了一堆冰冷的法条，不
再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价值追求；而宗教则被当成了“一种与超自然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制度”，
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基础，宗教更多成为了一种个人的信仰，与社会共同体的发展丧失关
联。当法律从神圣的光环中走出，宗教卸下对社会责任，法律与宗教便出现了深刻的断裂；法律不
①
再被信仰，宗教也不再具有社会性，出现在西方人面前的社会将成为现代性的屠杀场， 而法律的
②
运作（司法）将成为一部司法自动售货机。 伯尔曼眼中的危机不是才刚刚发生，在 19 世纪末，法
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社会的剧烈变迁，法律危机的发生不过是社会秩序失范之
③
后的一种表征。 伯尔曼所论及的时代危机很有可能只是近两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危机的
总体爆发。如果将法律与宗教之间由原先深度关联到当下彻底分离的关系进行前后对照，的确出现
了历史的深层断裂。面对这种深度的社会—法律断裂，伯尔曼回想起法律与宗教的合一对于人类文
明的贡献：
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
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
．．．的程序。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
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
．．．．——它是一种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
④
献身。
在伯尔曼眼中，法律与宗教在现代法治轨道上不可逆的分道扬镳导致了西方的法治危机，现代
⑤
西方的法律信仰危机虽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法治危机的全面来临， 但是，毫无疑问，法律的信仰
危机必然会成为法治危机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法律信仰危机的出现是西方法治危机全面到来的
一种预兆。如果进行逆向思考，法律信仰危机并不意味着西方整体性危机的全部，但却是最为基础
的一部分。这好比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突然有人告诉你，别信教了，上帝已死！你的价值世界
必然面临坍塌。长期被
．信仰着的法律体系如果面临着价值与意义世界的丧失，也会有崩溃的可能，
而这极有可能是一场西方法律文明的危机。

三、法制系统危机的消解：“法律与宗教的复合”
⑥

在基督世界的语境中，千禧年意味着世界覆灭之后的再生。 在宗教徒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
体系也可能会在法律与宗教的复合中迎来死亡之后的重生。西方的现代化之路逼迫法律宗教之维和
宗教法律之维双双退场，从而将法律与宗教割裂开来。法治在大多数法学家眼中就意味着对社会的
规则之治的实现；但伯尔曼认为，法律在社会中的全面扩张实际上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世界
和信仰态度，法律扩张所实现的规则治理的普遍性并不是伯尔曼心中的法律之治，而是一种法律系

①

参见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韦伯：
《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页 186。
③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页 366。
④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11。
⑤
法律系统的自成一体性有利于保障法律的独立性，这可在发生法律信仰危机时依然保障法律的有效运转。从国家
主义的角度来讲，法律是塑造社会的合法权力，法律既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维系的社会秩序，也可以彻底宰制和
摧毁社会。参见卢曼：
《社会的法律》
，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维尔：
《宪政与分权》
，苏力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汉娜·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
，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⑥
《圣经·启示录》20 及 21:1。
②

①

统对生活世界的无情宰制，而“假如生活只由法律来规则，那么生活必定变成地狱。
” 只有基于法
律—信仰模式的法律之治才是法治的完美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尔曼对法律和法律危机的理解
与德国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对社会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理解具有相通之处。
通过对自由主义兴盛的 18 世纪时期的公共媒介的历史研究，哈贝马斯建构出了一个不同于国
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
，其特点在于它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张力场之间，
人们通过报纸、沙龙便可发表自己的公民见解，具有强大的批判性政治功能，可以为国家政权提供
有力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自由主义在 19 世纪的急剧衰落，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原则开始由批判走向
操纵，资本的爪牙渗入进公共领域，使其出现了去政治化的面貌，而随之产生的就是它再也无法为
国家的治理提供充足的政治资源和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消退，消费主
②
义主导着大众，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社会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宰制”的危机。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社会在物质文化大步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层出不穷的危机。
③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可以分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在这三种危机中，
哈氏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动机危机，因为动机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社会中个体的
心理危机，是一种信任危机。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时空秩序的重构，即全球化将地球人的时间
和空间脱域化，人们只有依靠对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这两个脱域机制的信任才能获得一种主体安全
④
感，这样社会的秩序才能得到根本的稳定。 信任从来就是社会能够成为可能的关键制度性因素，
他发现在简单的社会之中社会秩序的建构主要依赖的是对个人的信任，如对君主、圣人和先知的信
任，这种信任实际上是一种“人格信任”，而在现代社会之中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复杂和风险
的无处不在，因此人格意义式的信任机制迅速瓦解，一种新的信任机制，即作为一种社会复杂性的
⑤
简化器的“系统信任”逐渐形成，开始充当风险社会的建构因素之一。 哈贝马斯精准地指出现代
社会充满了无意义感，意义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动机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意义缺失的
危机，其后果将是文化系统无法为政治和经济系统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资源，这才是最为根
本的合法化危机，而这一合法化危机也构成了西方法治危机的基础。
伯尔曼所说的法律信仰危机其实就是西方社会理论中所提及的关于法律系统的信任危机。法律
原本承载着个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但是法律的形式理性使得法律仅仅成为了现代性维度中
的一环和现代化社会生产机器中的螺丝钉，它无法赋予个人以生活的意义。电影《魔鬼代言人》和
《芝加哥》中的法律成为律师手中的辩护工具、金钱的奴仆甚至是犯罪的手段，现代社会成为了不
⑥
过是用钢筋水泥浇灌而成的牢笼，无人能从中悄然逃脱。 伯尔曼从蕴含着中国智慧的辩证法中得
到启发，乐观地将危机解读为危险和机遇的合一。他坚定地认为，现代世界终将会形成一个世界社
会，世界法法律传统也将必然形成。世界社会和世界法律传统的出现必然会对西方的法律信仰危机
形成有力的消解效应。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学者不在少数，政治学家赫尔德
⑦
就主张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世界民主来解决人类社会的危机。 历史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也是在
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中来审视整个西方文明，不过他得出了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将崩溃的悲
⑧
观结论。 从分析路径来看，沃勒斯坦认为西方历史上的革命实际上是现代西方体系的自我巩固和
扩张，但在 19 世纪之后的西方必将让位于下一个体系。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弃了西方现有文明体系
进行自我维系的可能性，这一点与伯尔曼观点相左。伯尔曼倒是乐观地认为，“第三个千禧年将是
⑨
圣灵的时代，正在出现的世界社会终将转变为世界共同体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将形成人类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埃利希：
《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页 61。
参见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参见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页 18—19。
卢曼：
《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页 33、50—61、62—79。
韦伯：
《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页 187。
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341—348。
参见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189。

中前所未有的大融合，世界法将成为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法律传统，同时的也是必要的，在世界
法法律传统之中也会出现一套属于全人类的崭新的精神价值和信仰体系，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将在
世界法体系中得到重建和有力的复合，而这将使西方的法治帝国迎来新生。
不能不说，伯尔曼法律预言的时效长远得让人无从反驳，因为无人知晓未来千年历史走向；但
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如果以 21 世纪为开始的新千年世界真的会走向一个所谓的世界法体系，
那么我们当下的世界秩序又该如何维系？而之后 900 年的人类法治秩序又该何去何从？其实，伯尔
曼对法律与宗教问题的研究不仅使西方法律文明具备了新的解释框架，也使西方社会在应对危机时
又多了一个解答疑惑的药方，只是伯尔曼的论述线条多余宏大而失去了对具体问题研究的可能。西
方文明的再生不会是回归过去的宗教——法律时代，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新开始，但这种开始并
不一定会如伯尔曼所愿。

四、历史的拯救：综合法学幻象与世界法乌托邦
面对西方的法律信仰危机，伯尔曼开出了综合法学的药方。综合法学产生的背景是既有的主流
法学理论——自然法理论、法律实证主义和历史法学派——因忽视了法律的宗教之维，没有将情感、
直觉和信仰纳入法律的研究之中而无法有效应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实际上，西方的三大法学流派本
身就存在对法律实质的不同理解，各自关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追求，即使法律实证主义坚持
对法律价值的排除，但坚守价值的中立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法律实证主义的背后其实秉
持的是国家主义立场。综合法学实际上表达了对 19、20 世纪主流法学思想的超越企图，在伯尔曼
看来，西方的法律理论多关注于法的正义、秩序和经验层面，在伯尔曼看来，这三大法学理论只倚
重于法律的单一维度来建构自身的法律理论王国，西方主流法学理论的特征可归纳如下：
自然法学———— 道德之维
实证主义法学—— 政治之维
历史法学派——— 历史之维

正义 / 价值
秩序 / 规则
经验 / 事实

西方近 100 多年来的法学理论都从各自的方向寻求关于法的真理，自然法学发现了法律的道德
之维，法律实证主义发现了法律的政治之维，历史法学派则发现了法律的历史之维。然而，伯尔曼
则企图利用法史学的深厚功底发现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之初的宗教基础，揭示出了法律在民众最深层
次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现代之法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
①
已不是法之本初，法的“词与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已发生了无数次的断裂，这种名实的分离使得
人们忘记了法律原初时的本真。也正是基于对法治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考古学分析，伯尔曼认为只
有重新找回历史，重新塑造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才有可能化解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危机。前面已经提及，
伯尔曼所指的法律信仰危机其实就是法治危机的一部分，也就是西方社会理论家们所诊断出的信任
危机、现代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这种法律的合法性危机不是单单的法律道德危机，否则仅凭新自
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联合就能克敌制胜，这种危机实质上是法律的历史性的缺失。也正是对法
律传统形成时使法律发生作用的信仰机制的历史淡忘而导致了法律与宗教或是法律信仰体系的分
离，所以只有重塑法律的历史性才能重新培养对法律的信仰基础。
在伯尔曼的综合法学药方中，历史法学得到了最大的青睐，他直言要进行“历史法学的复兴”，
但伯尔曼对历史法学的要旨进行了全新的纲要性阐释：
历史法学若要复兴，既要与浪漫的民族主义划清界线，也要与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时常借
助的盲目历史主义划清界线。历史法学的本质不是历史主义，而是历史性
．．．，不是要回到过去，
而是要认识到法律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历史演进过程。同时，历史法学不仅仅是社会学叙述，
①

参见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法律是历史的产物，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立法者或法官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使法律适应新
①
情况的源泉——这些普遍真理是历史法学的出发点，但历史法学又超越了它们
．．．．．．．．．．．．．．．．．．．．．．．．．．．。
毫无疑问，离开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历史就是盲目的。但是，离开历史，政治哲学和道德
哲学也是空洞的。在美国法学上，恢复法律的历史性以适当作用
．．．．．．．．．．．．．，使之与法律秩序的政治原
则和法律正义的道德原则并驾齐驱，时机已然成熟。

②

读到上述文字时，令人对历史法学充满期望，伯尔曼所企图建构的历史法学所关注的历史决不
是民族史，而是一部超越民族的世界史，是全方位的法律史；这种历史法学也不是简单的历史主义，
它坚决与泥古主义划清界线，这不是复古，而是要在历史中寻找残留于现在的历史因素；也许最为
重要的是，新的历史法学本身就以超越历史为目标，否则就无法化解西方法律传统的千禧年法治危
机。在我看来，伯尔曼对历史法学的倚重与他的法律史学背景有重大的关系，新的历史法学其实就
是他所说的综合法学，也是一种历史性法学，因为在伯尔曼对既有的法学理论进行综合的进路中，
能清楚地看到法律的历史性之维对法律的政治、道德原则的统领。但令人遗憾的是，伯尔曼理论口
号颇大，而且难以在进一步的学术创造上进行具体化操作，而且因为其保守主义倾向，他将这种新
历史法学的道路进行了西方法律文明特殊化的处理：
正是西方，我认为也只有西方
．．．．．．．．，相信法律具有演进特征的信念方能孕育并得以盛行，更确
切地说，就是信奉法律体系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而且，西方，也只有在西方
．．．．．．，才能孕育
和盛行这样的信念：法律的生长具有内在的逻辑，法律世世代代所历经的变革是其变革模式
③
的一部分，法律不只是在发生变化，法律也有历史传承，他讲述了一段历程。
如果进行善意的理解，伯尔曼可能考虑到了西方法律历史具有自己本身的独特性，或者说西方
法律文明的兴起与宗教信仰具有直接意义上的关联；而世界其他法律文明，如中国法的产生就与宗
教关联甚少。但是，他所强调的只有在西方才发生的“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和“具有内在逻辑”的
法律的生长也可能发生在非西方的法律文明之中。难道非西方的法律历史只是由历史的残片拼接而
成？伯尔曼这里实际上是对非西方意义上的“法”的错误认识，原始人的法、中国的礼法难道都不
是一种法律文明的表征吗？这些非“法”之法难道就不具有内在的生长逻辑？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
统的信仰维度的揭示的确功不可没，这为理解西方的法律历史和帮助西方寻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理论
资源提供了全新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视角；但是伯尔曼不应该对非西方文明进行一种法治论上
的彻底否定。话又说回来了，法治这个大词就一定是对应着西方吗？或者我们进一步追问伯尔曼，
你所言称的 3000 年代的世界法律体系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是否意味着非西方法律文明的西方化呢？
每个文明体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定和独特品质，既然只有西方的法律历史是生生不息和自我生长
的，那么世界法又何以形成呢？
世界法是伯尔曼心中未来法律世界的理想图景，它包含着这位法律史大家对重建西方法律信仰
④
的殷切希望。现代化历程加速中的发展危机使诸多理论家都开始思考未来，从“世界民主” 到“后
⑤
⑥
⑦
民族结构” ，从“世界内政” 到“世界法” ，民族国家的发展使人预想未来的世界是超越民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伯尔曼：
《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页 286。
同上注，页 286。
同上注，页 287。
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341—348。
参见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同上注。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191—204。

国家的，未来的法律体系也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主义类型——世界法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之中也
会形成新的世界法律传统和世界法律信仰。整体而言，这些学说实质上是对现代世界进行预判后的
世界主义倾向，伯尔曼的世界法理论不过是其中一支。
伯尔曼对世界法的预想来源于他对未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体判断，即他经常提及的千禧年视
角。他认为，“我们可能预见世界经济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公正的世界社会，并且最终由这个
①
世界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共同体。” 在世界法律传统之中，西方法律传统一方面为世界法律
传统的形成贡献出对法的历史性概念，从而使世界法获得长久发展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世界法律
传统则有助于西方法律传统重新找到它的宗教根源和政治、道德及历史渊源。不过，伯尔曼的世界
法还谈不上是一个法律理论，离法学哲学就更加遥远了，至多是一个法律神话，这种过于宏大的理
论期望无法有效地转化成为扎实的法学研究，也同样无法有益于法律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
当然，世界法的雏形国际法事实上早已存在，也正在蓬勃发展，不可否认，世界的各个国家和
地区都已经被纳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法律体系之中。但是，要想实现世界法律体系的确在近期的历
②
史时期内无法实现，这也难怪会成为一个千禧年乌托邦 的法律预言。不过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伯
尔曼有着坚定的美国国家主义立场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伯尔曼的关切中，西方社会现在最大的问
题就是法律信仰的消逝，这使得法律与宗教相互影响的关系被无情地阻断，而且西方的法治基础也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守法的机制从信仰行为变成了功利行为。也正是为了化解西方社会的法治危
机，伯尔曼才主张恢复历史法学并积极推进一种综合法学，期望利用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性来整合
自然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和历史法学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来重新塑造未来西方社会的法律传统，正是
在这一进路之下，伯尔曼产生了世界法这一理想蓝图，希望未来世界法律传统的形成能够帮助西方
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完成法律的合法性的重构。
伯尔曼意义上的综合法学不一定是可欲的，有可能只是一种理论幻象；但是法学的综合化趋势
是必然的。法学理论在 19 世纪才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长久以来，
法学理论在各个社会科学面前始终无法顶天立地，其原因就在于法学被看成是一门技术学问，即使
有体系化的法学理论，也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高度。20 世纪法律哲学的发展也只是借助了
西方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伯尔曼对三大法学理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希望
将法学的研究推向综合法学之路。但问题在于，这种综合道路很有可能是综合之后的法学毫无特点，
甚至是毫无新意，至少仅仅从伯尔曼自己的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一种关于综合法学的法律哲学。综
合法学的“统一”路径也许具有理论上的可能，但却无法在法学理论创造的学术实践中化为现实。

五、伯尔曼启示录：中国法的信仰建构
伯尔曼的法律思想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可以被看成一幅绚丽的法律历史和法学理论画卷。伯氏
法律思想的社会基础在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则是转型时期的
过渡性危机和法制建构困境，这两者虽有本质不同但亦有相似之处。伯尔曼对中国法学/法治事业的
最大贡献其实在于其理论的启示意义：中国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来建构怎样的符合中国社会自身的
法律信仰，中国法学研究该如何对待中国历史和当下的法律历史性。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是以家族和阶级所构成的礼治秩序为立法和司法的基础，孝道、纲常
③
和伦纪是立法的根据，社会秩序中“家”是最基本的单位，法律面前往往是伦常大于是非。 中国
④
古代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的是差序格局之下的儒家意识形态， 礼法成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法则，
国家的法律往往要以礼法为基础来制定和实施，中国古代社会更多的是礼治社会，以家或族为基本
①

同上注，第 183 页。
作为乌托邦思想形式之一的千禧年主义请参见：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页 211—219。这里仅在一般学理意义上使用，但却并不排除伯尔曼的曼海姆意义上的千禧年主义倾向。
③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 年版，页 15、42、354。
④
费孝通：
《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页 25—34。
②

①

的社会行动单位，
“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古
代中国可谓皇权不下县，完成古代中国最广大部分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的工具是一种来自民间的
②
长老权力和家庭伦理。 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法律也有一定关联，但无非是司法裁判中的“求梦于神”、
③
福报观念下的赦免罪犯、死刑执行中的秋杀定律和对巫蛊行为的严惩不怠 ，这些都无法与西方法
治文明中宗教直接对法律体系的全面影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和西方的法治
秩序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中国是伦理纲常之法，西方是上帝之法（宗教之法）。此外，中国自
古的信仰体系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的天命观、祖先皇帝崇拜和对以礼法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的
服膺，如果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么过日子、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现实主义观念、日常理性
逻辑和家族主义理想则构成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这些才是中国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国
虽然一直存在局域性的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但中国地方性的传统民间信仰只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而不具有社会秩序维系和社会治理上的意义。立基在这种社会信仰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法律信仰其实
④
是对宗法伦理的信仰，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法律信仰。” 但是，中国自古信奉的这套信仰体系是
零碎的，这种非统一性的信仰往往是与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法治理念大相径庭，也就说中国的传统信
仰体系不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基础。
现在中国无可置疑地走向了法治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社会充满对法律的信仰不可能是西方法
律传统中的心灵崇拜，只可能将这种信仰理解为对法律的信服和信任。人都是现实的，至少大多数
人都是如此，要普通百姓对法律产生信仰，需要一个很实在的理由。守法不是天然的，“人们遵守
法律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体成员在信念上接受了这些法律，并且能够在行为体现这些法律所表达的
⑤
价值信念。” 法治不仅仅是意味着有法必依，而往往更多的是意味着法律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⑥
益，法律使人感受到“这些规则有能力表达他参与其中的共同目标”
。 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需要
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利润，给更多的人带来秩序、安全感和生活收益。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虽然与
西方的法律信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但是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法制建
设的一个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按照伯尔曼的原理，还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基础。如何使这种本土的
信仰文化成为中国法治道路建设中的参与性因素其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法律的被信仰
在中国语境下只能是在法律实践中缓慢完成，只能在时间的力量下进行一种法治理念的过程性培
养。如果企图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则很可能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
⑦
先发生了。”
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不可能是伯尔曼所指的西方法律意义上的信仰重构，中国社会对法律的信
仰应该是指对国家制定法和法律运行体系（特别是司法体系）的信赖。也就是说，普通的百姓对国
家的法律具有稳定的预期，相信法律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正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这
⑧
种法律信仰便具有了中国本土化的意涵，在学理层面上就是一种“工具合理型法律信仰” 。至于
如何来建构中国社会的法律信仰，决不能流于价值之辨和单向度的制度建构。单纯的“送法下乡”
不仅没有建构起国家所期望的规则之治，反倒会使原有的乡村社会自治秩序的有效维系遭到破坏，
⑨
乡村的社会纠纷解决内生救济途径全面失效，而村民们面对纠纷只能常常处于暴力和屈辱之中。 也
就是说，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建构不是国家制度建设单方面的行为，而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
①

瞿同祖，同前注，页 28。
费孝通，同前注，页 79—85。
③
瞿同祖，同前注，页 269—291。瞿同祖这里其实是为了论证巫术宗教与法律功能关系的密切之处，但如果与西方
法治文明中宗教与法律的紧密关系来作对比，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倒是证明了中国古代法制与宗教关系的淡薄。
④
黄文艺：
《法律信仰的类型——兼析中国人的法律信仰如何形成》
，载许章润等：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76。
⑤
昂格尔：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 2008 年版，页 25。
⑥
同上注，页 25。
⑦
费孝通，同前注，页 72。
⑧
黄文艺：
《法律信仰的类型——兼析中国人的法律信仰如何形成》
，载许章润等：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72—74。
⑨
陈柏峰：
《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页 197—203。
②

①

社会工程， 法律需要得到百姓的认可就必须要在立法层面广泛吸取民众的社会生活诉求而不仅仅
是被夸大或是被塑造出来的权利诉求，在司法层面则需要维持法院的公平审判和防止司法腐败。
法律信仰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和法律心理，缺乏全面法律改革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法律信仰，
而没有法律信仰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规则治理。伯尔曼对法之历史性的倚重固然重要，但综合法学
却无法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性法制路径。借助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法治商谈理论，从增加社会交往
权力和法律交往的角度入手，倒有可能帮助中国社会建构起倚重社会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哈贝马斯
通过对自黑格尔至福柯哲学思想的分析发现了走出主体哲学困境的路径——建构以交往理性和以
②
主体为中心的哲学。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语言哲学推崇备至，通过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系统
学习与批判，通过对从米德至伽达默尔的语言学的分析，哈氏创立了以语言哲学为核心的交往行动
③
理论，他希望通过对交往理性和交往权力的建构来实现 360°的社会沟通，实现一种协商民主。 哈
氏最后开出的化解法治国危机的药方就是从契约论走向商谈论，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走向协
商民主，从古典形式法与福利国家实质法走向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合法化匮乏
④
的根源是法律的民主产生过程中的故障”， 而交往行为则有助于社会与国家从原来的简单互动发展
为有组织关系抽象层面的传递，他甚至断言，“由法律交往编织而成的外皮，甚至能够把复杂社会
⑤
作为一个整体包裹起来。” 中国法治事业的一大病症在于法律制定缺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商与沟
通，只有实现社会中广泛而有效的上下交流，才可能发挥普通民众参与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才可能使法律给百姓带来基本的正义和对于生活的稳定预期，进而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工具性信
赖——中国意义的“法律信仰”。
在现代化大背景下的中西方社会都面临着塑造法律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的艰巨任务，否则具有民
族国家主体性的法律秩序永远不可能达致。西方社会需要完成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而中国需要完成
法律与社会信仰的统一，即在既有的文化历史基础上进行新的法律革命，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信仰
的建构同样需要保留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尊重，这其中的历史性既包含中国的传统古代的法制传统，
⑥
也包含新中国以来的现代革命治理传统和经过西方法律移植后的秩序结构。 这种历史主体性意识
下的法学研究都能开启中国法治语境下的对伯尔曼所宣称的法的历史性的复兴的先河。

六、结语：法律担纲者的未竟之业
伯尔曼的法律思想早已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很多法学家极大的启发。但光有启
发和反思是不够的，理论创新才是最实在和最紧要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的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建设需要法学理论资源的保驾护航。但是，我们的法学理论是令人担忧的，
显然无法完成自己份内的事情，这一点值得深刻反省。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对法制的巨大需求和法学
的智识性贫困之间的悖论，中国法学理应知耻而后勇，一些法学家已用自己的法学学术实践为中国
法学理论的创作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比较有代表的有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
⑦
⑧
苏力的法治本土资源论 以及黄宗智的“迈向实践”的法学。 伯尔曼的综合法学进路和西方的社会
理论都可以成为中国法学进行理论创新的西方理论资源之一，中国法学也需要从这些理论中受到启
发，中国法律的问题更多的是过于西化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不契合和对本民族国家在近代
以来法律实践历史的淡漠，这使充满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制定法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发生在社会

①

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页 39。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页 345—379。
③
参见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上卷）
，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④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页 531。
⑤
同上注，页 540—541。
⑥
黄宗智：
《过去与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序，页 5。
⑦
邓正来：
《中国法学何处去？》，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页 67—73、139—212、213—264。
⑧
陈柏峰：
““迈向实践”的法学”
，载《学术界》2010 年第 3 期。
②

①

中的不适应症，而通过国家法律进行治理的社会则容易产生送法下乡时期“秋菊的困惑” 与“语
②
③
言混乱” 和“迎法下乡”时代的“结构混乱” 。中国法学也许不能直接迈向综合法学之路，但是
中国法学应该走向法学的综合时代，即在充分汲取西方法学和社会科学理路资源的基础上，将法学
学术的问题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和法治经验之中，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政治
理论”视野下，在更多的对法律问题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来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中层理论。方
④
如此，才可能成功超越西方法律东方主义 的法治意识形态控制、法律文化话语的霸权和法学知识/
权力的规训，才能实现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塑造，更为重要的是也才可能实现中国法律的合法性和正
当性，实现人民大众对法律的中国式信仰。
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推进都离不开法律实践者的积极推动，法律实践者理应成为影响
法律成长最为重要的担纲者，西方法律文明中的法律实践者在不同阶段都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法律的
⑤
发展， 而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史和立法史中，中国的法律实践者也一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实践主体
⑥
性， 中国当代的法律学人尤其需要摒弃西方法治的意识形态霸权并在中国法律实践的历史和当下
来塑造自己的理论主体性心态，而这些都使得如何塑造中国的法律信仰成为了作为法律担纲者之一
的法律学术人的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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