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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坛

基督教与近现代国际法理念
钟继军 3

内容提要 :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理想来自于犹太教 ,但获得承认则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 : 16世纪的宗教改

革动摇了“基督教世界观念 ”,促进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西班牙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利兹提

出了普遍人类社会及共同法的根本思想 ,为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主题词 :基督教 　国际社会观 　国际法 　宗教

　　一般认为 ,近代国际法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基督教究竟如何影响了近代欧洲国际法的产生 ,却是

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因为此处的“文明 ”既涉及基督教教义、神学家学说、教会主张、宗教运动等因素 ,而且这

种“影响 ”也可能体现在对国际法的渊源、效力或学说等方面的作用上。国际法的产生必须有一个社会基

础 ,即国际社会 ( Society of Nations)的存在。① 如果仅从“国际社会 ”在观念或现实中的形成而言 ,则犹太 —

基督教中的人类联合思想、16世纪宗教改革以及西班牙神学家的学说 ,应该是值得分析的几个因素。

一、犹太教的救世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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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做出了盼望。

人类的联合与民族的多样性这两个似乎相背的主张 ,表达了犹太人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观点 ,正是这一结合使

得犹太人思想具有普世特征。②

犹太教是以民族命名的宗教 ,两者的历史几乎融为一体而无法分割。尽管犹太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但

其教义仍表现出显著的普世性 ,犹太教是一种相信全人类终将获救的普世宗教。③ 犹太教的先知曾反复教

导 ,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也是天和地的创造者。虽然上帝确实召唤以色列人履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但

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主 ,而且是全世界的主。侍奉上帝 ,不仅意味着对本族人承担责任 ,而且意味着对世上

万族即全人类承担责任。

犹太人不是从犹太人的历史开始的 ,而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的。17世纪《塔木德 》学者阿克法 (Rabbi

Akiva)对“创世记 ”的理解是 :这是亚当的家谱。上帝创造人类的这天 ,他使人与上帝相似。一个人被创造

出来 ,是为了让所有人明白 :谋害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谋害整个人类一样 ,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挽救整

个人类一样。第一个人被独自创造 ,是为了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创造人要高于其他人的。④ 犹太教自开始

就将人类设想为一个家庭 ,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 ,彼此为兄弟。先知玛拉基 (Malachi)问道 :“我们岂不都

是一位父吗 ? 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⑤

如果说犹太教宣扬人类联合 ,它仍然赞同民族的多样性。在《圣经 ·创世记 》的开始 ,出现由在其内部

领土上拥有各自特征的人所组成的多民族世界。谈到洪水灭世之际唯一幸存的一家的家长诺亚的后代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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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玛拉基书 》2: 10。



《圣经 》说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领土、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宗教立国。”⑥主后来要惩罚亚述王

自大的心和高傲眼目的荣耀 ,因为他说 :“我挪移列国的地界 ,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⑦先知所言不仅是为

以赛亚的 ,还是为所有民族的 ,“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 ,使地上人得福 ,因为万军之王耶和

华赐福给他们 ,说 :‘埃及我的百姓 ,亚述我手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产业 ,都有福了 ’。”⑧犹太教法学家著作提

到“世界上 66个民族 ”,虽然是同一上帝的女儿 ,但均拥有在其自身国境内的特点。住棚节时在耶路撒冷庙

供奉 66个动物 ,是为了向大地上 66个民族致敬 ,这反映了犹太人思想中的民族多元主义。人们彼此没有区

别 ,彼此平等 ,不能设想“上帝的选民 ”被“野蛮人 ”包围的景象。

犹太人因担负神圣使命而被“拣选 ”,但这种“拣选 ”只是承担特殊责任 ,而不是享有任何特权。圣洁和

荣耀只能是看作对完成使命的报答 ,而非无条件给予犹太民族的特权。如果失败或背约 ,犹太民族将招致惩

罚。上帝命先知阿摩司宣告 :“由世界上一切种族中 ,我只拣选了你们 ,为此 ,我必惩罚你们的罪恶。”⑨16世

纪著名的犹太教思想家帕杰 ( Prage)写道 :“每个民族有其自身的特性、形象 ,每个民族是其自身命运的主人 ,

没有人能够控制。”�λυ

犹太人的思想还预感到今天人们所称的自然法观念。“出埃及记 ”(20: 2 - 16)和“申命记 ”(5: 1 - 21)

对自然法的内容虽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但可以确定的是 ,自然法的背后意味着神的世界秩序的存在。�λϖ “《圣

经》是这么说的 :你应该遵守法律和准则 ,这样 ,人类才可以生存。《圣经 》中没说拉比、利未人和犹太人 ,而

是说人类。”�λω犹太教将自己看作世界宗教 ,信奉人类的独一的上帝 ,因此上帝的律法适用于全人类。当然 ,

传统犹太教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做出了区分 ,要求犹太人必须遵奉《圣经 》的戒条 ,即最后为拉比确认的 613

条律法 ,而非犹太人仅须遵守大洪水后所颁布的七条“挪亚律法 ”,即建立法庭以伸张公义 ,禁止亵渎上帝、

崇拜偶像、奸淫、杀人、偷盗等。

现代国际主义一个重要的渊源存在于犹太教思想中有关救世主的期盼中 ,进步、和平这些现代世界的主

要价值 ,也构成犹太教价值的大部分。没有认识也未定义国际法 ,犹太教的思想更多是直觉和预感。其重要

性在于 ,犹太教思想形成了今天称之为现代国际主义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现代国际关系观念。�λξ 犹

太教法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集体 ,既适用于犹太国王也适用于其他国王和民族 ,“它是世界的 ,而不仅仅

是以色列的。”�λ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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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ζ由于外敌入侵 ,希伯来国家过早灭亡 ,犹太人并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 ,但将

其传递给了基督教世界。从历史渊源看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 ,后发展为独立的宗教。�λ{ “犹太的宗教、文

化、法律对西亚、欧洲各国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会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并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

西方社会。”�λ|

“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理想来自于犹太教 ,而这种救世主理想具有国际性特点。宗教对于近代以来的

国际法的深层影响正在于此。”�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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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改革

16世纪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 ,是西方法律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 ,比如对人权观念的产生起到

了启蒙作用、推动了法的世俗化进程等。它对国际法最大的影响则是促进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

为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格老秀斯习惯于将国际法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诚然 ,国际法发端于远古 ,但从现代国际法是以

主权国家平等交往为前提的角度看 ,罗马帝国的对与之来往的所有民族的绝对支配的梦想 ,是对国际法原则

的一种否定 ,“万民法 ”其实只是罗马国内法的一部分。同样 ,从这个角度看 ,中世纪欧洲也是不利于国际法

发展的 ,因为“基督教世界 ”观念与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发展中经历教权与王权之争 ,于 13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 ,形成以罗马为中心、跨越国

界的西欧天主教世界。整个中世纪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特征 ,即“基督教世界 ”(Christianitas)观念 ,在该观

念下上帝通过世俗代表皇帝和精神代表教皇统治世界。虽然教会和君王分管宗教和世俗事务 ,但教会认为

精神高于物质 ,在某些情况下教皇作为宗教领袖可以干预世俗事务。�λ∼ 事实上 ,教皇为行使普世最高权力与

皇帝展开了激烈争斗 ,并逐步于全欧洲大陆建立起超越地理、道德、语言和民族界限的唯一的教会制度。

教会的法学家们还将教皇的要求转化为法律。教会法不是“国内的 ”或“国际的 ”,而是“超国家的 ”甚

至“世界的”,要求整个基督教世界服从。�µυ 教皇在条约、领土、战争、仲裁等方面行使权力 ,教会法是中世纪

国际关系的准则。�µϖ 基督教世界的真实观念具有世界联邦制的特征。�µω 当时的国家只被视为“基督教世界 ”

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同于现代主权国家。

《奥本海国际法 》指出 ,在这种“基督教世界 ”里 ,国际法“既没有存在的余地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µξ拉

德布鲁赫认为 ,中世纪缺乏诞生国际法的一个先决条件 ,即有多个同时并存的国家 ,“只要皇帝与教皇双头

统治的基督教世界王国的观念 ———即使不在现实的国家世界 ———可以统治政治的思想世界 ,人们就不能获

得作为超国家法律前提的多数国家的观念。”�µψ教会否定国家间的相互独立 ,而国家间的相互独立正是国际

法产生的必要基础 ;阻碍国家的形成 ,也就阻碍了国际法的发展。

同时应该注意到 ,基督教世界里其实一直存在另外一个趋势 ,那就是民族的形成和王国的兴起。这个现

象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已显现 ,即使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教皇对欧洲许多实体的控制 ,表面严密实质

松散。在向近代过渡过程中 ,日耳曼诸侯开拓疆域逐步形成强大的中央政权 ,臣民们也慢慢将他们对教会的

虔诚和对领主的效忠转移到国王身上去。�µζ 在西欧 ,改革前夕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趋向统一和联合。�µ{

改革前的教皇制度是欧洲的宿弊。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民族独立意识的增长、帝国事实上的衰退 ,

都成为促成思想革命的因素 ,但真正意义上的摆脱教皇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却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

宗教改革形式上是宗教性质的 ,但由于中古西欧的世俗事物与宗教事务紧密纠缠在一起 ,任何针对教会

的改革都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和政治问题 ,以致根本不能再说宗教改革是纯宗教运动。宗教改革一个最重要

的成果就是加速了基督教世界的解体 ,促进了近代国家的形成。

与教会的观点针锋相对 ,新教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因信称义 ”,即教徒可以凭借信仰直接与上帝交流 ,而

无需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 ”为中介 ,也不用教会充当解释教义的权威。这个以神学术语表达出来的思想

理论 ,使被当成神与人之间中介的教皇和教士失去了立足的理论依据。不仅如此 ,改革者们支持那些公开反

对教皇和皇帝的国王 ,一些君主也求助于改革者的教义 ,理论变成巨大的社会现实力量 ,这潜在地有助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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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路德依靠诸侯确立了路德教的合法地位 ,德意志民族大部分改信了新教 ,教会独占德

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加尔文在日内瓦改革的结果是 ,建立了长老制教会 ,产生了新教的第二大宗派即加尔

文宗 ,且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

宗教改革粉碎了欧洲中世纪的典型特征 ———欧洲的宗教统一 ,削弱了中世纪社会的主要制度 ———教会

制度。由于教皇与皇帝地位的密切关系 ,对教皇精神权力的否定相应就是对皇帝世俗权力的否定。“虽然

新教并未造就近代世俗国家 ,但它却帮助近代国家从宗教权威的樊笼里解放了出来。”�µ|

国际关系与宗教信仰分离这一观点获得充分发展是一个跨越整个西方近现代史的漫长过程 ,“但是其

核心的要素萌芽于宗教改革。”�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对主权国家的地位进行了确认 ,开创了国际法历史的

新时期 ,而这是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决定性结果。“当宗教改革挣脱了教皇统治的桎梏 ⋯⋯当人们看到不胜

枚举的主权国家的首脑自由相处的时候 ,诞生国际法的时机才成熟。”�µ∼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伯艾勒

(Boegner)认为国际法开始于 16世纪。�νυ

三、西班牙神学家

有学者在“教皇的治权与国际法 ”的主题下较详细介绍了教会法和教皇对非基督教国家政治权利的态

度及其转变 ,认为教皇英诺森四世 (1234—1254年在位 )和其他教会法学家关于异教徒权利的思想成为新的

国际法的基础 ,因为“近代国际法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承认非基督教国家的主权。”�νϖ

在整个西欧中古时期 ,教会总体上对非基督徒怀着敌对、蔑视的态度。16世纪新大陆发现后西班牙和

葡萄牙的海上探险 ,引起对非基督徒原居民地位的思考 ,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改变对世界格局的看法。维多

利亚、苏亚利兹及其他 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使用从中世纪天主教自然法理论中得出的观念并加以发挥 ,来

反对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νω

1. 维多利亚 (V ictoria, 1480—1546)。维多利亚是西班牙所谓黄金时期活跃的著名神学家 ,作为格老秀

斯的先驱者 ,其乃为近代国际法奠定初步基础的学者。�νξ 他主要以中世纪教会法学家的传统观点和术语解

释当时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他认为自己是神职人员和神学家 ,而不是法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他的观点主

要体现在《论印地安人 》(On the American Indians)的文章中 ,其中讨论了有关基督教国家对土著印第安人占

领的三个问题 :征服 ,对财产和政治权利的合法拥有 ;西班牙对美洲人宣称的七个非法权利 ;八个可以断言的

合法权利。

(1)关于“征服 ”的问题。他参考了中世纪教会学家的思想 ,因为这一议题涉及犯异端罪者、分裂教会

者、犹太人及萨拉森人统治基督徒的权利。他大量引用了《圣经 》、神学、哲学和法律等权威著作。

“征服”最重要的部分是道德恶行对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行使政治权力的效果。设想土著人的自由

地位时 ,他集中讨论他们同自由人一样在罪的状态中拥有财产和权力。问题不是对待奴隶 ,而是“罪人或不

信仰上帝者或是愚蠢的人或无理智的人。”他首先通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 1294—1303年在位 )的教令集

(Cum secundum)将教会法传统带入讨论的主题。该部分表明 ,上面提到的民事法律中的罪行通过剥夺罪犯

的拥有而进行惩罚 ,对于世俗罪的惩罚适应于异端十恶不赦的罪行。为了论证这一论点和特别延伸到美洲

居民 ,他列举了阿奎那的意见 ,主张异端罪由于涉及到其他道德罪行 ,自身并不剥夺一个人合法拥有财产。

维多利亚认为人法剥夺罪犯财产是不正义的 ,在良心场所该人能够保持作为那些财产的合法所有者。他最

终非常肯定地宣布土著人拥有财产和进行统治的权利 ,“总之 ,讨论中的土著人不能被阻止成为真正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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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不信教或其他道德罪行 ,公法和私法也未给予基督徒夺取他们财产和土地的权利。”�νψ

(2)关于非法权利问题。在他选择讨论的西班牙统治美洲人的七个非法权利中 ,其中三个很大程度上

受到教会法学家的影响 :一个是对帝国的世俗统治者的宣称 ,另一个是对相似的教皇的宣称 ,还有一个是西

班牙惩罚土著人的非法权利。�νζ

维多利亚关于皇帝权力的讨论分为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 :第一个是关于基督来临之前的权力 ,另一个是

关于基督化身为这些权力的后果。支持皇帝具有普世统治权的观点认为 :与小动物世界相似 ,正如蜜蜂集团

只有一个头领 ,每个人类团体也只有一个首脑 ;由于人类最终组成唯一的团体 ,因此只有唯一的普世统治者。

维多利亚借助哲学家和法学家的意见反对上述观点。他开始就宣布普世统治是没有根据的 ,认为虽然占领

基本上是自然的 ,源自人的政治本性 ,但它目前采取的形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因此 ,维多利亚宣称皇帝拥

有普世管辖权不是建立在自然法而是人法基础之上的 ,“很明显在基督来临之前 ,没有人被神法授予世界范

围的统治权 ,皇帝目前不能妄称是整个地球的主宰并因此对土著人拥有管理权。”�ν{

维多利亚认为 ,作为精神和世俗的一切权力的所有者的基督的降临提供了帝国世界管辖权的基础。该

论点的主要内容是 ,基督将从前分裂的所有权力加以联合 ,临死时在地球上留下两个牧师 :精神上的教皇和

世俗上的皇帝。他列举了英诺森三世的观点 ,认为帝国被明确限制了其管辖范围 ,即存在东方的和西方的两

个帝国 ,彼此不能宣称管辖权。维多利亚总结道 :“皇帝不是整个世界的主人 ”,因此不能宣称对美洲居民行

使管辖权。

西班牙对美洲占领的第二个权利是建立在教皇是世界主人并且能够将美洲给予西班牙的断言基础之上

的。他反驳了认为所有合法权力源自教皇 ,故教皇可以将美洲的管辖权授予西班牙的主张。维多利亚的基

本态度是 ,教皇的权力不能在世俗统治上做出正确解释 ,西班牙以教皇的授权为基础是无效的。

至于对穆斯林的远征 ,英诺森四世认为教皇有权利号召出征和承诺奖赏远征者夺回圣地 ,不是因为穆斯

林拒绝接受教皇为其统治者 ,而是因为穆斯林非法夺取了圣地。他强调所有理性的创造物 ,不仅是基督徒 ,

都有管理自己的权利 ;显然 ,这种论点不适用于美洲的状况 ,因为这些土地从未属于基督徒。�ν| 英诺森四世

的上述观点对维多利亚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班牙对美洲征服非法权利的最后一个涉及土著人因罪而证明基督徒对其征服的正当性的宣称。维多

利亚明确宣布 ,基督徒国王即使经过教皇授权 ,也不能控告印第安人违反自然法或因那些罪而惩罚他们。

(3)关于合法权利问题。维多利亚借助教会法学家的论据 ,讨论了西班牙可以宣称的七个合法权利和

可能合法的权利中的四个。

第一个合法权利建立于西班牙在土著人转化为基督徒的角色的基础之上。维多利亚的看法是 ,教皇可

以委托西班牙负责对土著人的转化 ,并禁止其他欧洲国家的干预。如果土著人阻止转化工作 ,则西班牙为了

传教士的安全可以合法地对之进行。

另外两个合法权利源自教皇保护基督徒的责任 ,进行战争 ,并最后完成对美洲的占领。无论在何处 ,他

们能够生活 ,免受迫害。西班牙因此有义务协助信徒 ,能够以此为基础在正义战争中控制美洲人。第二种情

况关系到保证基督教人口有其统治者的需要 ,甚至现有非基督徒统治者不妨碍其基督徒臣民的宗教活动。�ν}

最后一个权利具有教会法学渊源。维多利亚认为 ,在大多数人口皈依基督教而统治者却没有皈依的情

况下 ,集体的善使得拒绝现有统治者并以基督徒加以取代就成为必要 ,西班牙国王可以合法地选举美洲土著

人的统治者并因此取得对美洲的合法权利。�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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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维多利亚对“印第安人问题 ”的总体看法是 ,无论是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的异教徒或者欧洲的

基督徒 ,都是根据所有人都是人这一共同本性而构成的普遍的人类 ,这种社会受适用于一切人的共同法支

配。他当时所论述的普遍人类社会以及这种社会为共同法所支配的根本思想 ,最终成为今天国际法的基本

观点 ,成为这门学问的出发点。�ου 他基本上放弃了以宗教信仰为标准来对待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中

世纪传统 ,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的辩护是以近似近代国际法原则的思路来进行的。�οϖ 他把世界当作

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人类社会 ,认为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之间存在法律。他反对教皇世界霸权的思

想 ,为国际法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必要条件。�οω 同时应该注意 ,他从中世纪教会思想中吸取了解决

新问题的东西 ,有些直接使用 ,有些加以修正 ,这是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对国际法形成的一个贡献。�οξ

2. 苏亚利兹 ( Suarez, 1548—1617)。苏亚利兹是新教的先驱者 ,西班牙的伟大神学家 ,一生著述颇丰。

苏亚利兹在其著作中既引用《圣经 》、教规、罗马法的素材 ,也引用晚些时候的法学家和神学家的观点。�οψ 苏

亚利兹大体上赞同维多利亚的观点 ,他明确肯定了非基督教国家的主权 ,否定教皇具有超越国家之上的世俗

权力。�οζ

苏亚利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国际法问题以及西欧与非基督教地区的关系。首先 ,异教徒国王不得迫害

传教士和已皈依基督教的臣民 ,否则其臣民可以反抗 ,教皇也可以请求基督教国家用武力保护这些臣民 ,由

此教皇的统治权延伸到非基督教世界 ;其次 ,苏亚利兹肯定了非基督教国家的主权 ,无论是教皇还是神圣罗

马帝国的皇帝都无权以信仰不同为理由而惩罚和攻击非基督教国家 ,不可强迫异教徒皈依基督教 ;最后 ,他

也注意到了宗教改革以后欧洲的政治格局 ,不得不考虑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的关系问题。他不认为教皇

具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俗政治权力 ,每个国家的君主在世俗事务上都具有最高权威。�ο{

苏亚利兹在论证非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具有同等地位的基础上 ,还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被同样的法

所调整。他断言无论被划分为多少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人类自身都有一种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不仅为人类

所特有而且是半政治半道德的。一种原始的冲动可以显示这一点 ,这种冲动往往上升为一种规范 ,让人类去

热爱和怜悯自己的同类 ,包括陌生人和外国人。因此 ,尽管每个城邦国家 ,无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君主制的 ,本

身都可以是一个完美的共同体 ,但是在共属于人类的范围之内 ,它们各自在某些方面也属于世界整体的一部

分。关于这一点 ,苏亚利兹曾经写道 :“⋯⋯尽管全人类并没有聚集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 ,而是分成了各种

不同的群体 ,然而 ,为了能够让它们互帮互助并在彼此间保持公正与和平 ,使其共同遵守某些经一致同意及

许可的基本法律势在必行 —这就是所谓的‘万国法 ’—这些法更多的是由传统和习俗 ,而不是由法令引

入。”�ο|这似乎表明他“第一次试图以各国构成一个国际社会的事实为各国之间的法律的根据 ”。�ο}

“是 16世纪天主教西班牙学者和 17世纪的其他新教国家学者的著作奠定了国际法的理论基础。”�ο∼“在

理论上承认非基督徒国家的合法性是西方法学家走向近代国际法的第一步。”�πυ之所以一般将近代国际法的

出现归功于维多利亚、苏亚利兹和其他创立者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人类社会、万民法观念的意

识。 (责任编辑 :黄德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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