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 8 月
第 4 卷 第 4 期

　　　　　　　　　　　　　　　
时代法学

Presentday Law Science
　　　　　　　　　　　　　　　

Aug. 　2006
Vol. 4 No. 4

论宗教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Ξ

钟继军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宗教是古代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在东、西方的国际法遗迹中均有所反映。现代国际法的一些

原则、规则 ,如“条约信守”和战争法规则等 ,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教义、组织、学说等因素的启示、促进。

宗教中蕴涵的某些伦理道德如“和平”、“互惠”,对未来国际法的完善具有积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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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 w

Zhong Jiju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 Hubei 430072 , China)

Abstract : In antiquity , religion existed as a kind of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law , which was an im2
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ancient international law. Some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 as“pacta sunt servand”and rules of law of war , etc , were inspired in different degrees by religion

doctrine , institutions , etc. Some standards of morality and ethics in religion , as“peace”and“reciproci2
ty”, ma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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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 ,宗教和法律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关于宗教与法律的一般关系 ,法理学、法制

史的著述多有论及 ,但宗教与国际法之间的联系却很少为国际法学者所注意。本文通过对现有成果的

分析、总结 ,试图初步探讨宗教对国际法发展所具有的积极影响。

一、宗教与古代国际法的渊源

(一)一般分析

“最早的社会秩序具有一种完全宗教的性质。”〔1 〕原始社会规范与原始宗教几乎彼此不分 ,存在着

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 ,法律和宗教的界线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梅因在对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等东、

西方的法典进行研究后 ,总结道 :“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 ,也都明显地证明不管它们的主要性

质是如何的不同 ,它们中间都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 ⋯⋯至于把宗教从法律

中分离出来 ,则非常明显是属于智力发展的较后阶段的事。”〔2 〕一切古代的法律几乎都具有广义的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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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属性〔3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 ,还形成了“宗教法律体系”。

历史资料证明 ,宗教对古代国际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国际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 ,

而且还可以追溯到古代东方的中国、埃及和印度。这些古老国际法的源流 ,形式原始 ,内容零散 ,并且多

与宗教观念相联系〔4 〕。斯塔克在介绍古希腊国际法的胚胎形式时 ,强调这些规则的基础是宗教的深刻

影响 ,因为当时尚未将宗教、法律、道德等明确区分〔5 〕。古代国际法的一个鲜明特点 ,就是与宗教的密

切联系、彼此不分。

根据美国学者伯德曼 (Bederman)的研究 ,古代国际法在国家关系中寻求的基本原则是诚信 ,而诚信

必须为誓言所保证 ,当誓言未被遵守时则求助于制裁 ,并由此而形成古代国际法的三种渊源 :习惯、宗教

和理性 ,但这三个法律渊源在古代思想中并非相分离。至于作为渊源之一的宗教 ,其效力是基于对在国

际事务中求助的神或众神的直接惩罚的恐惧〔6 〕。伯德曼对古代国际法几种渊源相混合的状态的分析 ,

是符合一般研究结果的 ,只是第三种渊源理性显得过于抽象 ;更为重要的是 ,他指出了古代国际法约束

力的宗教来源。《奥本海国际法》有着类似的论述 :“这些 (注 :指古代) 国际法的规则和惯例被认为是在

神的保护之下的 ;违反这些规则和惯例就会招致宗教的惩罚。”〔7 〕

上述结论与古代东、西方国际法的特征是基本相符的。

(二)历史的回顾

1. 埃及和两河流域。尼罗河畔和两河流域出现许多小的城邦 ,远古时期的国际社会开始产生 ,国际

法规范也就开始萌芽。这里主要考察两个条约。

就目前记载 ,最古老的法律文件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城邦拉伽虚 (Legash) 与乌玛 (Umma) 在大约公

元前 3100 年签订的条约。该条约确认两个城邦间的现有边界和规定双方通过和平的仲裁解决争端。

条约用苏美尔文写成并铭刻在石柱上。尤其引人注意的是 ,条约的履行用誓言和求神来保证〔8 〕。

另一个最为典型 ,这就是公元前 1279 年埃及法老与赫梯王缔结的条约。该条约内容包含条约的宗

旨、防御同盟、互不侵略、引渡逃亡者等。条约的正文之后列举了一大串被宣布为和约见证者的天神 ,随

后是对违反和约者的威胁和对遵守和约者保证赐予天恩 :“至于本银板所刻铭文 ,对于赫梯国土和埃及

大地 ,如果有谁不予留意 ,那么赫梯国土的一千位天神以及埃及大地的一千位天神就会摧毁他的家园、

他的土地和消灭他的奴仆”。〔9 〕另外 ,在银板的中央 ,有苏特克天王 (赫梯人的大神) ,天王拥抱着赫梯国

王哈图西里 ,后者手中则抱着条约的约文 ,苏特克天王的印玺是对哈图西里所缔结的合约的确认〔10〕。

2.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国际法规则在战争法、条约法和外交关系法方面比较发达。宗教神灵

占据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领域 ,古代国际法包含着相当大的宗教成分 ,同时也包括礼仪的成分。

古代中国的条约法很有特色 ,缔结盟约的主要仪式是 :会坛、杀牲、执耳、歃血、载书、告神。古代中

国 ,会盟之前 ,必先有会 ,并筑土为坛。后来 ,筑土为坛已不仅仅作会议的场所 ,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告

神之前的仪式 ;会盟必用牲 ,牺牲往往是公牛。先将牛的左耳割下 ,盛于珠盘 ,另用玉敦盛牛血 ;杀牲后

方有血可取 ,有耳可执 ;盟者以血涂于口旁读念盟书 ,即为歃血 ,意思是盟词为心血之言 ,决不可有违 ;载

书 ,是将血洒到木简和竹简上所载的条约文本上 ;条约的最后部分通常是誓言 ,如“有渝此盟 ,神明殛之”

等〔11〕。

订约中的浓厚宗教色彩是为了增强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确定性。

3. 希腊。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 ,希腊半岛上约有一百多个城邦国家 ,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较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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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希腊国家的这种国际法决不能与近代国际法相比 ,“因为希腊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国际规则有法

律的拘束力 ,而认为只有宗教的拘束力。”〔12〕

希腊人将外邦人视为野蛮人 ,把他们排除在希腊条约之外 ,因为他们没有向希腊的神祭酒 ,而这种

条约是建立在共同的宗教、语言及种族基础之上。宗盟会议 (Amphictyonic Council) 就是这一思想的产

物。宗盟会议是建立于城邦之间的一种宗教同盟 ,有共同的祭坛和神殿。同盟中奉行同一的宗教仪式 ,

共同举行比赛和庆典活动。宗盟会议的主要目的是 :各城邦国家共同保护德尔菲神殿 (Delphic Oracle) ,

维护宗教仪式的权威 ;一致保障加盟国家的独立 ,抵抗外来侵略。

希腊具体的国际法规则也离不开宗教仪式。希腊人认为他们的最高上帝宙斯是条约信守的监督

者 ,它会对违约的一方实施制裁。希腊英雄时代时 ,就已确立订约的程序和仪式 :〔13〕在停战信使制定预

备宣告后才能签订条约 ,其过程中要请求神担保条约 ;然后 ,交换誓言 ,朗读协约条款 ,接着是献祭品 ;最

后 ,泼洒祭酒 ,发出促使当事方遵守誓言的警告。

至于战争法 ,除了要有使战争成为合法的理由之外 ,还必须进行隆重的宣战仪式 ,如祈祷战时顺利

越过边界的祭礼。这些行为不仅具有法律意义 ,而且是宗教仪式性质的。

4. 罗马。古罗马与其所接触的国家间的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法律性质 ,这与希腊城邦所遵守

的习惯规则的宗教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4〕。尽管如此 ,神的观念和威信仍然深深影响着罗马人。当

时适用的起源于罗马法中最古老部分的祭司法不是纯粹世俗的法律 ,而是神圣的法律。

自公元前 509 年结束诸王时代后 ,罗马人设置了一个由二十个僧侣组成的僧侣集团 (Collegium Fe2
tialium) ,专司战争、条约等有关国际事务的宗教仪式。

祭司团通过一种庄重的程序来决定战争是否正义和神圣。在战争开始前 ,祭司团以神的名义执行

宣战任务。他们到达对方国家的边界 ,提出特定的申诉要求 ,然后召唤诸神来为他们的要求的正义和虔

诚作证。接下来是提出具体的要求 ,再次对朱庇特神进行一番神圣的吁求。对方国家如果按照习惯的

方式交出引起损害的人或物之后 ,该国家就会被免除责任。通常是留下三十三天的时间让对方履行义

务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对方并未履行 ,祭司们会再次奉命前往 ,向对方进行战争威胁 ,并唤请朱庇特等众

神给对方拒绝的非正义性作证。经元老院和人民一致同意诉诸战争手段后 ,祭司们再一次去有关国家

的边界 ,至少当着三个成年人的面 ,祭司长进行战争宣告 ,宣战的象征是向敌方投掷沾有鲜血、末端烧焦

的长矛。

为了缔结一个条约 ,罗马须派遣两位祭司 ,其中一人手持卡毕尔山上的神草一束 ,作为其不可侵犯

的象征。另一人的任务是完成缔约仪式 :在缔约他方的祭司在场下 ,他朗诵条约的条款后 ,庄严地宣告 ,

如果罗马是首先违约的一方 ,它必将遭谴。然后他用石块打死一头猪 ,以资确证其誓约〔15〕。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 ,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古代东方的埃及、两河流域及中国 ,还是在古代西方的希

腊和罗马 ,国际法除了形式原始、内容零散外 ,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与宗教因素的密切联系 :

不仅在渊源上同宗教相混合 ,而且在效力上也由宗教所保证。

二、宗教与现代国际法原则、规则的形成

莱夫兹杰 (Nafziger)在分析宗教教义对国际法的创设功能时 ,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国际法上的引渡

原则和规则 ,似乎发端于热衷于庄重的宗教惯用语的古代埃及人和中国人对罪犯的神圣交付 ;庇护 ———

被中世纪教会赐予的“庇护权利”———植根于古希腊宗教 ;甘地的来自印度教的“非暴力战略”有助于说

明自决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儒家思想促进了国际商业争端的“非讼”解决方法 ;基督教的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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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规定在 16 和 17 世纪影响了近代国际法的创立〔16〕。

其实 ,如果置身于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来考察宗教的作用 ,就会发现更多、更具体的事例。

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和规则 ,如“和平共处”、“条约必须信守”和战争法规等 ,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教

义、组织、学说等因素的启示、促进。

(一)和平共处原则

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学说 ———和平共处学说 ,早在公元前 250 年就由印度的阿育王提出了。“和平共

处”也曾是古犹太人在《圣经·旧约》中表达的一种理想 ,而中世纪的教会力求在基督教世界中践行之。

这些宗教教义通过宗教法的影响无疑已进入国际法学说和实践之中 ,促进了国际法上“和平共处”原则

的形成。

阿育王 (前 273 —前 232 年在位)是印度孔雀王朝的君主 ,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阿育王

在皈依佛教前 ,虽天资聪颖 ,却心狠手毒。他在经过一次特别残忍的征服战争后 ,内心经历了彻底的转

变。从此以后 ,阿育王“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 ,他定佛教为国教 ,在国内

外兴建佛寺和佛塔。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 ,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上 ,形成“岩石法”。“岩石法”

实际上是阿育王根据佛教的基本教义对全体臣民所发布的命令 ,“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宣扬教义 ,让人

逐字逐句地想起‘三藏’经典”。〔17〕这些敕令的共同点是 ,告诫人们发扬佛教的美德 ———朴素、同情、相互

宽容和尊重生命。

在国家关系中阿育王主张放弃使用武力 ,提倡普遍的和平 ,“神圣的阿育王陛下希望所有人能够安

居乐业 ,男人应该自控 ,不抢劫他人财物。人人都能够和平共处 ,而不相互干涉、互相指责。”〔18〕1954 年 ,

当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 ,印度总理尼赫鲁还提到了阿育王的这一学说。

“古代犹太人对未来国际法最大的贡献 ,是他们的救世主的理想和希望 ,因为这种理想和希望不仅

是民族的 ,而且是完全国际性的。”〔19〕古犹太人怀有国际关系中人类联合的思想 ,虽然他们也承认民族

的多样性〔20〕。在《圣经·以赛亚书》(2 :2 - 4)中 ,以赛亚预言当救世主降临时 ,人类的状况将是 :“他必在

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

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可以看出 ,在以赛亚时代 ,犹太人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将来会和平地联合在一起 ,

就已经作出了盼望。犹太人国家对于这种理想的实现虽未尽力 ,但将这一理想交给了基督教世界。

教会是以基督教道德来制定国际关系准则的 ,它极力反对无条约的外国人不能享有法律权利的思

想 ,认为无论哪一个基督教国家 ,教徒都有天赋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21〕。《圣经·加拉太书》(3 :28)

说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中世纪教

会的目光 ,始终关注着西欧基督教国家 ,力图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建立西方世界的公共和平。所以 ,教

会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基督教社会 ,作为自己的理想 :希望在这个社会里 ,人们能够安全地劳动和生活 ,

而教会则是这一秩序的监护者〔22〕。

(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是一项现代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它有着久远的历史 ,并且在早期深受宗教的影

响。在远古时期 ,条约的缔结 ,在一切国家 ,都伴随着宗教的仪式 ,诸如向神宣誓和祈祷〔23〕。中世纪时

该原则在欧洲和穆斯林世界几乎仍由宗教因素决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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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欧洲 ,条约信守原则能维持其效力主要由于四个因素 :宗教观念、法律观念、封建契约观念

和骑士道德观念〔24〕。其实 ,骑士的道德观念也是教会影响的结果 ,因为当时教会企图用基督教精神把

欧洲封建国家的战士造就成基督教的战士。在条约的担保手段中 ,长期居于首位的是宣誓 :“国王亲吻

十字架 ,缔结了期望的和约”。教会认为 ,条约是必须遵守的 ,因为条约义务是以上帝名义的宣誓、对圣

徒的祈祷和按照宗教仪式来保证的。“缔约者不但在今生应当担负履行条约的责任 ,而且在来世也负其

责。”信守条约在《圣经·民数记》(30 :2)中也可以找到根据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 ,要约束自己 ,就

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另外 ,条约的缔结常需教会的高级代表甚至教皇直接参加或者

事后确认。

“格老秀斯的先驱者”维多利亚 (Victoria)和苏亚利兹 (Suarez) 将“条约信守”作为国际法律体系的基

础 ,这样做时他们更多从教会法思想而不是从罗马法中吸取〔25〕。格老秀斯本人也曾引用《圣经》来说明

“条约必须信守”。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部落间就存在一些和平、同盟条约。伊斯兰教宣扬人类普遍的兄弟关系 ,扩

大了缔结协约的范围。联合国法典编纂局的巴德尔 (M. Badr) 博士说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伊斯兰国际

法的一条主要原则〔26〕。关于这条原则 ,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踪迹。《古兰经》第 16 章第 91 节规定 :

“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 ,你们应当履行真主的盟约。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证者 ,则缔结盟约之后

就不要违背誓言。”第 5 章第 1 节、第 9 章第 4 节也有相似的规定 ,并且还是从信仰的高度而作出的。第

8 章第 72 节似乎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 ,即在与非穆斯林的订约和穆斯林之间的订约两者发生冲突时 ,

前者更应优先考虑。伊斯兰法要求遵守条约义务甚至超过遵从宗教的一致性〔27〕。

实践中伊斯兰国家是遵守《古兰经》的训诫的。穆罕默德的直接继位人首任哈里发阿布 (Abu Bakr)

在其对出发征服叙利亚的伊斯兰军队的布告中宣称 :“在你们同敌人的条约中切勿不诚实或者虚伪 ;在

一切事情中应当诚实 ,总是表现你们的正义和尊贵 ,信守你们的誓约和许诺。”〔28〕

(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确立的一项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3

项就对该原则有明确规定 ,第 33 条还专门规定了一些和平方法 ,如谈判、仲裁等。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和

基督教会也曾主张该原则。

哈桑 (Hassan)认为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是伊斯兰国际法的原则〔29〕。《古兰经》第 49 章第 9 节和第

10 节说 :“如果两伙信士相斗 ,你们应当居间调停 ⋯⋯。信士们皆为教胞 ,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

争 ⋯⋯。”第 9 章第 11 节说 :“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 ,他们劝善戒恶 ⋯⋯。”这些规定含有在伊斯兰国家

之间发生争端时应当避免动用武力 ,而首先以仲裁或调停的和平方法加以解决的意思。伊斯兰法确认

仲裁作为和平解决争端方法的合法性 ,而不论争端是否发生在伊斯兰团体之间或伊斯兰团体与非伊斯

兰团体之间。

伊斯兰国际法的实践也表明 ,不只是战争才能成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穆罕默德本人和第一批哈里

发曾多次充当阿拉伯部落之间的公断人和仲裁者。穆罕默德用仲裁办法解决同犹太部落争端的先例经

常被阿拉伯文所引用。

中古西欧的国家含义与现代主权国家不同 ,国家只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部分 ,教皇作为宗教领袖

常干涉世俗事务 ,并为此发布了一系列教令。为了维持基督教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教会主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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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端都应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教皇要求在他代表上帝的土地上享有对所有基督徒至高无上的仲裁

权力。甚至在争端国并不请求的时候 ,教皇也认为自己享有一种超越的仲裁权 ,例如 ,教皇试图调解法

王菲利普二世与英王失土者约翰为争夺诺曼底封地而发生的纠纷 ,就引起菲利普二世的不满〔30〕。教皇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频繁地发挥着仲裁和调解的作用。

在中世纪 ,仲裁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基督教极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教皇竭力对争端进

行仲裁和调解 ,除了有借此强调自己在基督教世界中的特殊地位的意图外 ,客观上也利于和平解决争端

观念的传播。

(四)战争法规则

印度教法、伊斯兰教法、犹太教法及教会法对于战争都有一些规则 ,涉及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分类、

对作战手段的限制以及对平民的保护等。其中 ,一些受宗教影响的人道主义规定与现代人道主义原则

相符合 ,尤其是教会法的正义战争观和对武器使用进行限制的做法对近现代战争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 印度教法规则。古印度的战争法规十分发达。《摩奴法典》指出 ,战争是一切和平办法不能奏效

之后而采取的解决争端的极端手段。

《摩奴法典》对军事行动和武器使用做出了许多的限制性规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自己乘车时 ,

不要打击徒步敌人 ,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 ,或头发苍苍 ,或坐地 ,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

( Ⅶ,91) 。不要杀死或在睡眠 ,或无甲胄 ,或裸体 ,或解除武装 ,或旁观而未参加战斗 ,或与他人厮斗的人

( Ⅶ,92) 。不要杀死或武器已坏 ,或苦于忧伤 ,或负重伤 ,或怯弱 ,或逃走的敌人 ( Ⅶ,93) 。战士在战斗中

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 ,如内藏尖锥的棍棒 ,或有钩刺的、涂毒的 ,或燃火的标枪 ( Ⅶ,90) 。”依照宗

教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规则 ,对俘虏不得杀害 ,对其中受伤的 ,甚至应予释放。另外 ,印度战争法还

包含中立制度 ,规定不参战的国家享有中立国的权利〔31〕。

国际法在古印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不但较同时代的希腊和罗马更为详尽完备 ,而且还含有一系列

更人道的规范。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及其道德哲学教义的广泛流传 ,正如贾亚蒂尔克 (Jayatille2
ke)所指出的 ,佛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似乎对当时的战争行为产生了影响〔32〕。

2.伊斯兰教法规则。世界在伊斯兰法下被分为 daral2Islam(伊斯兰的土地) 和 daral2harb (敌人的土

地) ,理论上两者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33〕。但伊斯兰法的战争规则在某些方面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观

念。

严格地说 ,《古兰经》规定了反对一切异教徒的“圣战”,这意味着不仅反对男人也反对妇女 ,不仅反

对手持武器的人 ,也反对不拿武器的人。但是 ,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就区分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 ,中世

纪穆斯林国际法出发点是 :战争是“男人的事”;所以妇女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一般不仅不参战 ,而且也

不是俘虏的对象。同时 ,病人、残疾人及其他可怜人也不在参战和被俘之列 ,因为《古兰经》第 9 章第 2

节、第 24 章第 60 节规定“瞎子无罪 ,跛子无罪 ,病人无罪”。

只有战斗员与具有危险性的非战斗员才能被当作敌人对待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伊斯兰法也要求

采取与现代国际法相似的人道待遇 ,禁止将武士活着烧死 ,一个人要避免杀死为敌方作战的自己的父

亲〔34〕。早在公元 634 年 ,哈里发阿布就为其伊斯兰军队确立了反对异教徒战争中的人道主义规则 ,他

警告他的获胜的士兵要区别妇女、孩子和老人 ;他告诫他们不要毁坏棕榈树和果园 ,不要烧毁房子 ,也不

要从敌人处拿走超过自己所需要的粮食 ;他要求必须同情地对待俘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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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犹太教法规则。古犹太教的战争法规范都记载在《旧约》里。《申命记》规定说 :“你临近一座城市

要攻打的时候 ,先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20 :10) ;还规定不得屠杀妇女和孩子 (20 :14) 并不得

毁坏果园 (20 :19) 。在战俘不享有任何权利的时代 ,犹太教法对战俘却已表现得非常人道 ,“不要杀死他

们 ⋯⋯给他们面包和水 ,让他们去找自己的主人”。〔36〕犹太教规定安息日不得从事战争。因为安息日是

献奉上帝的日子 ,“凡干犯这日子的 ,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31 :14) 。

犹太教法的主要精神 ,通过基督教规范的形成而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4. 教会法规则。奥本海归纳了在欧洲给后来的国际法原则提供了发展基础的七个重要因素 ,其中

之一就提到了教会法学家 ,“他们的影响直到宗教改革之时为止并未减弱 ———是从道德的和教会的观点

来论述未来的国际法关于战争的许多问题”〔37〕。

中世纪的神学家接受了古罗马的正义战争说 ,并且根据基督教的教义、道德对之进行了发挥。

在古罗马人看来 ,一场战争是非正义的 ,只因为没有按要求的形式宣战 ;实际上“正当的理由”也是

必需的 ,根据西塞罗的观点 ,如果战争是报仇或者自卫 ,正当的理由就是满足的〔38〕。

德尔图良 (Tertullian)等早期教父们 ,认为基督教徒参加战争和服兵役 ,都为《圣经》所禁止。而基督

教神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 (Augustinus) 则提出了折衷的意见 ,认为基督徒可以参加战争 ,

但是他们参加的战争必须是正义战争。奥古斯丁所指的正义战争包括奉上帝之命令的战争、遭受损害

以后索取赔偿的战争两类 ,他还强调两点 :战争应该人道 ,战争的目的是和平。

奥古斯丁的理论首先被格拉蒂安详细阐述 ,后来又为阿奎那所系统化。教会法学家、教会法典编纂

的首创人格拉蒂安 ( Gratianus)的观点表明 ,从事战争并非是“恶”,倘若战争是正义的 ;正义战争首先指

为了自卫的战争 ,其次是为了惩罚他方错误而进行的战争。他对第二种类型战争的判断来自于《圣经·

罗马书》(13 :4)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 (注 :指从事正义战争的一方)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

佣人 ,是伸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 2 部分中论述了战争问题。他认为 ,从事战争并不一定总是罪恶。阿奎那

提出了正义战争的条件 :第一 ,君主的授权 ;第二 ,正当的理由 ;第三 ,交战者的正当意图。具体而言 ,战

争必须依据君主的命令进行 ;由于对方首先进行了不正当的行为 ,为了对其实施惩罚而在被迫的情况下

才允许进行战争 ;这种战争要本着促使对方改变不正当行为的精神来进行。在阿奎那看来 ,只有在具备

上述三个条件时 ,战争才可能是正义的、被准许的。然而 ,他界定正义战争的三个条件并不具有同样的

重要性 :第一个条件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限制当时混乱的私战 ;第三个条件 ,则过于模糊、抽象 ;显然 ,只

有第二个条件才是阿奎那正义战争学说的核心。

实质上 ,阿奎那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奥古斯丁的多远 ,但是主要因为阿奎那的巨大权威 ,正义战争理

论才成为罗马天主教在战争方面的基础 ,并且不变地为经院哲学所遵循。更为重要的是 ,阿奎那的正义

战争学说被维多利亚、苏亚利兹及格老秀斯等法学家所继承和接受。“私战”是中世纪欧洲大陆灾难的

根源 ,教会为抑制这一灾难而发动了两场运动。一是“上帝休战”运动 ,即规定特定的日期不得从事私

战。这一运动发端于法国 ,法国南部教会多次召开会议达成决定 :凡是安息日、复活节、大斋节、十二圣

徒纪念日等 ,均不得进行私战。1041 年法国教会会议延长了休战 ———从星期三的日落时起至下星期一

的日出时为止。这一规则从法国传到德、意等其他国家并被 1179 年拉特兰 (Lateran) 教会会议定为普遍

适用的教会法。一次又一次教会会议不断地扩大“休战”日期 ,最后 ,“留给一个强暴而好斗的男爵作为

私战日子的只是最炎热的盛夏和最寒冷的隆冬了”。〔39〕另外一种运动是“上帝和平”运动 ,它规定对特定

的人 (僧侣、商人等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人身和财产不得加以侵犯 ,否则会被开除教籍。第三届拉特

兰会议反对将基督教徒战俘沦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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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场运动外 ,教会为了使战争人道化 ,对武器的使用也加以限制。1139 年拉特兰会议禁止

使用弩和石弓 ,因为这对上帝而言是致命的和可恶的〔40〕。后世禁止使用野蛮和极度残酷的武器的规定

应该是教会法规定的继续。

三、宗教与未来国际法的完善

莱夫兹杰认为 ,宗教有助于反驳奥斯汀的实证主义和将法律等同政治权力的法律现实主义的极端

观点〔41〕。的确 ,宗教教义中蕴含的进步伦理道德 ,有利于确保国际法不只是权力政治的反映或习惯的

具体化。更为重要的是 ,宗教可以凭借其源远流长的、超越国界的影响 ,而将自身的伦理道德观念加诸

于个人、团体、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当代著名神学家汉斯·昆 ( Hans Kung) 在构想世界伦理时 ,认为宗教

针对真、善的普遍标准 ,可用于国际法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上〔42〕。宗教中的某些观念能推动国际关系趋

向进步 ,增强人们追求理想世界的信心 ,并从整体上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更加符合公平与正义。

基督教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及儿童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 ,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43〕。孔子

说“仁者爱人”,儒家重视人的价值。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 ,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援引了儒家教

义、提到了阿奎那。世界生态危机并不是孤立地由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它还与某些世界观、价值观

有着深刻的联系。《道德经》中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古老的道教教义完全可以用来

弥补现行世界价值观念的欠缺 ,能够促进国家的环保意识〔44〕。

虽然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教义和组织等千差万别 ,但是 ,通过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几乎都

存在共同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 ,即和平与互惠。和平与互惠观念对世界秩序的稳定以及国际法的完

善 ,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

(一)和平

说到宗教思想中的和平观 ,首先应该提到耆那教。耆那教以“不伤生”主义 (非暴力、不杀生、不怨恨

等)而闻名于世 ,这个原则构成了整个耆那教的道德基础。一个耆那教徒要竭尽全力避免伤害生灵 ,禁

止任何层次的伤生行为 ,因为耆那教相信 :最低微的昆虫的生命与高贵的人的生命同样神圣、一样永恒。

耆那教僧人学习该教派创始人大雄 (Mahavira)的榜样 ,走路前先清扫路面 ,以免踩死昆虫 ,喝过滤后的水

以防喝下其中的任何生命。耆那教将非暴力运用到所有生命上似乎走了极端 ,但有很多人赞赏它面向

万物的爱与同情。印度“圣雄”甘地就是其中一个。甘地亲自领导了多次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绝食和罢

工 ,并且大部分取得了胜利。他的不合作和非暴力态度说明 ,他受到过耆那教不害观的影响。

巴哈教派的根本原则是“全人类是一个整体”。其教义的终点是 :人类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持久而普

遍的和平。从全人类是一个整体的教义出发 ,巴哈教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性法庭 ,裁决国家之间的纠纷。

在国际联盟成立前 40 年 ,该教派的创始人巴哈安拉 (Bahaulah) 在狱中就曾呼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巴

哈教的现代领袖阿卜杜拉 (Abdul)在演讲中说 :“宗教应团结所有的人 ,从地球上消灭一切战争和纠纷的

根源 ,应当产生一种精神 ,给每个灵魂带来光明和生机。”〔45〕阿卜杜拉游历欧洲和北美 ,宣传巴哈教义 ,

在许多国家建立巴哈教会。由于他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 ,英国政府于 1920 年授予他大英帝国骑士称

号。

佛教道德的基本准则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换言之 ,就是要止恶行善。“五戒”中头一个便是

“不杀生”。“十善”则包含“慈忍”、“和合”的戒律。大乘菩萨观念则集中体现了慈悲思想及和平主张。

在早期的佛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慈悲之心的表达 :“让一切众生幸福安全 ! 让他们快乐 ! ———一切

众生 ⋯⋯或可见 ,或可不见 ,或近或远 ,或已生下或有待生下 ———让一切众生都快乐 ! 不要欺骗他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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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蔑视任何地方的人 ,不要出于忿恨和仇恨而互相制造痛苦。犹如母亲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儿子 ,对一切

众生施以无限的仁慈心。”〔46〕

在基督教中 ,耶稣教导人们爱的诫命和非暴力的意义 (《圣经·马太福音》6 :38 —41) :“你们听见有话

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

打。”圣保罗对加拉太人说 (《圣经·加拉太书》5 :22223)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儒家的理想世界秩序是“平天下”,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就是和谐的社会 ,和谐的社会就是和平的

社会〔47〕。儒家是坚决反对战争和暴力的。孔子早先就主张对“不服的远人”不能诉诸武力 ,而应该“修

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则安之”(《论语·季氏》) 。孟子指责“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于死”,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 。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国际法的既有原则和规则遭受极大破坏。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国际法能够存在和

发展的前提 ,宗教中的和平主义思想显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互惠

西方将《圣经》“马太福音”第 7 章第 12 节和“路加福音”第 6 章第 31 节的论述称之为“黄金法则”或

“金律”( Golden Rule) 。“黄金法则”的大意是“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上

述意义上的“黄金法则”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互惠思想 ,并且与爱、正义、慈善等美德相联系。类似黄金

法则中的互惠原则 ,实际上在目前存在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宗教中都能找到。

互惠原则是犹太教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行动准则 ,“你们应该爱邻如己”(《旧约·利未记》19 :18) 。

犹太教最主要的非圣经文献《塔木德》说道 :“你应该爱你的邻居 ;你自己所厌恶的 ,不要用它去对待别

人。”

伊斯兰教教导了生活之道 ,《古兰经》和“圣训”中都包含了许多高尚行为的教谕。《古兰经》第 59 章

第 9 节提供了普遍的无偿的善的一个例子 :“在他们之前 ,安居故乡而且确信正道的人们 ,他们喜爱迁居

来的教胞们 ,他们对于那些教胞所获的赏赐 ,不怀怨恨 ,他们虽有急需 ,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

胞。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 ,才是成功的。”另外还有一则归在穆罕默德名下的互惠原则的论述 :“为众人

寻求你自己所希望得到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信徒 ;善待邻居 ,你就是一个穆斯林。你自己所讨厌的 ,不要

施与别人 ;你自己所喜欢的 ,施及于他人。”〔48〕

“佛陀”渴望消除广布于人世的痛苦和不幸 ,佛教徒对于道德生活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佛经经文《三

藏》中有几段与“黄金法则”相关 :“一个宗教的首领应以五种方式对待他的朋友和熟客 ———慷慨、礼貌和

仁爱 ⋯⋯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他自己 ,做到言行一致”;“都畏惧痛苦 ,都热爱生活 ;记住你与他们一样 ,用

他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 ,就不会再去伤害别人。”孔子对互惠这一理念作了这样的表达 :“已所不欲 ,勿施

于人”(《论语·颜渊》) 。印度教、巴哈教、锡克教等宗教也都以互惠为各自的伦理道德。

互惠原则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它也适用于国际关系。“人们应当按他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

自己一样去对待别人”,这种宗教学说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反映 ,宪章号召承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

有的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49〕。就国际法的具体发展而言 ,互惠原则也是具有启示性的 ,如对

国际环境法中“禁止转移污染和其他损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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