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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开篇指出中西方法律体系的不同属性从根本上说来是因为西方法律受到基督教的重要影响，而中国法 

律则更多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作者接着分别从社会基础、民众的精神生活以及教会的自身奋斗三方面具体阐述了致使儒 

家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影响会一直廷续，而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的影响会出现中断而使得基督教因素得以介入，从而中外法 

律因此而表现出了不同属性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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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与西方法律宗教性”的 

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在 “西方法律的宗教性”问题中并无太 

大的争议，而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属性则有伦理化与宗教性的 

分歧，而这种分歧归根到底源于对中国传统法律形成有重要 

影响的儒家思想性质的判断。简言之，就是西方法律更多受 

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中国法律思想则更多地受到了儒家思想 

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农耕文明必然会产生出儒家思想， 

而儒家思想必然会对中华法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古代一直得以延续。以地中海的商业文明为自然条件，则必 

然会产生出以自由、平等为内容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 

才是西欧法律本源的、正统的思想。即使在中世纪的几百年 

中，自然法思想也从未中断过。但是这种影响并未一直延续， 

中途受到了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重大影响，文艺复兴之后， 

自然法思想才得以复兴。 

为什么儒家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影响会一直延续，而自 

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的影响会出现中断而使基督教因素得 

以介入?在笔者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 
一

、 社会原因 

基督教发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在那时该地区正 

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之下，由于罗马征服者的残暴统治， 

使得广大的平民和奴隶的生活极为艰难，普遍感到了压抑以 

及绝望。从而为耶稣宣教及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基础。 

在此之后，在罗马帝国统治后期，社会危机 日益加深， 

为了维持其江河日下的帝国，罗马皇帝需要基督教的帮助与 

支持，最终在公元 313年通过米兰赦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 

法性，并在公元392年正式立基督教为国教。在罗马帝国灭 

亡后的中世纪的一千多年中，代罗马帝国政权而兴起的是新 

建立的一些日耳曼王国，如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等，使 

整个西欧一直处在分裂状态，而这种分裂状态为基督教的壮 

大提供了条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对于基督教的再次发展 

提供了又一次的机会。新建立的日耳曼国家最早的统治者为 

了统治征服的原罗马帝国的领土，需要与旧有的统治者一一 

罗马大地主结合。而日耳曼国家统治者都信奉阿利乌派而不 

是正统的基督教，基督教作为西罗马帝国的遗产，是许多地 

方的实际统治者，有势力，也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同时也拥 

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还有广泛的信徒。这使统治者看到可以 

利用甚至依靠基督教，因此向基督教会靠拢。如 496年，法 

兰克王国克洛维看重基督教正统派，带 3000亲兵在兰斯大 

教堂受洗入教 。 

以基督教的教会法为例。教会法的确立，原本是为了 

治理教会内部的事物，由于教权的扩张，特别是中世纪的欧 

洲，一般人即是封建领主的臣民，同时又是上帝的子民，即 

基督教徒。从而使得教会法的管辖很难和世俗的法律清楚的 

区别开来。而于此同时西欧中世纪的世俗法律，其封建权利 

是七拼八凑的，而其中又有你争我夺，所以导致其法律也是 

分裂的。他们面对罗马法，由于其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法精神 

与日耳曼人尚处在氏族制度后期的蛮族社会大相径庭，因此 

被认为是难以接受和不可理喻的而被摒弃，从而使教会法更 

容易施行。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却没有这种连续一千多年的动荡 

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 

下，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动荡最长也就两百年左右，皇权渗 

透到封建国家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实行儒家思想的文化 

垄断，控制着民众的生活。这种社会背景不会产生其他宗教 

发源与壮大的社会土壤。 

二 、民众的精神生活原因 

在罗马社会的早期，古罗马居民主要受着其原始宗教 

的影响，到了公元前 1世纪，罗马共和国转为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人的精神生活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随着帝国的 

对外扩张，以罗马原始宗教为基础的罗马民族固有的狭窄的 

市民法体系逐步瓦解，依据自然和理性，体现权利精神而不 

是某种神权意识的万民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市民法与 

万民法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而这一改变使得不仅罗马城 

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都 

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这种思想精神状况为基督教的兴起 

和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以至于到2世纪中叶，许多教堂存 

在于帝国的东方各省，而且开始向莱茵河和北非扩展，到 3 

世纪基督教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境内不容忽视的力量，不仅 

下层市民入教，同时也有帝国上层贵族皈依基督教。 

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民众的精神生活始终被儒家 

思想所充斥，民众的精神生活从未空虚。自从汉武帝 “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后，使法家法律开始伦理化，但这仅仅是 

施加 了深刻的影响和零碎 的修改 ，远未达到彻底改造的境 

界。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曹 

魏 “律博士”的设置，为法律儒家化提供了坚实的团队基础。 

隋唐承前旧制总汇大成，“一准乎礼”表明中国传统法德价 

值即伦理化至此最终完成，把儒家的礼奉为最高价值评价标 

准，体现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之后，礼教的观念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扩散，使法律伦理化达到十分极端的 

地步。在此过程中，法律与相对应民众生活儒家化过程并未 

中断，且一直处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 

三 、教会的自身奋斗 

基督教的强大也与其左右逢源与适时地见机行事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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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面对罗马征服者的残暴统治，耶稣在开始出来传 

教的时候，他预言残酷的罗马奴隶制行将灭亡，“天国”将 

降临尘世。因此，他在传教 3年之后被逮捕，并被移交给 

了罗马派来的地方官，作为反叛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此时， 

正如恩格斯所说，“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压迫者的运动， 

它最初是奴隶和解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 

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 

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需要基督教的支持与帮助， 

而基督教想得到更大的扶持，必须为国家的统治者而辩护。 

由于这种共同的原因，促成了二者的结合，因而完全背离 

了基督教在产生之初所宣扬的宗旨。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对于基督教来说也是一件悲事，因 

为它失去了帝国政权的保护，基督教作为战败者罗马帝国 

的遗物，除了适应这种现状之外已经别无其他选择。在强 

大的蛮族国家面前，教会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 

的地位，不得不表示臣服，来配合蛮族国家统治广大的被 

征服的土地。例如，在 8世纪，查理大帝写给教皇利奥三 

世的信中表示 ：“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而圣父你的 

职责是祈祷支持我的武力”。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基督教 

会仍然依附于世俗的封建国王。但这仅仅为表面现象，教 

会一刻也没有停止向世俗的政权渗透。教会利用世俗政权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通过投机的方式在夹缝之间得以发展 

壮大。 

例如，在法兰克王国的矮子丕平即位后，教廷支持其 

把莫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送进了修道院，得以建立加 

洛林王朝。丕平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曾问道 “是拥有 

实权的人当国王好，还是独有虚名的人当国王好?”教皇 

给了丕平满意的答复。公元 754—756年教皇要求丕平两次 

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的人，并将所征服的土地赠送给罗 

马教皇，史称 “丕平献土”。“丕平献土”之后，教皇国产生。 

为巩固该教皇国，教会伪造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文件一一 

《君士坦丁恩赐 》，同时也提高了丕平的地位。又如，在查 

理曼大帝即位后，公元 800年，查理曼跪在圣彼得祭坛前 

做祈祷 ，教皇利奥三世为感激其对罗马教廷的支持与帮助， 

把一顶罗马皇帝的皇冠戴在他的头上，并获得了 “奥古斯 

都和凯撒”两个头衔。直到9世纪到 11世纪，政府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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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都掌握在教会手中并掌握着经济上、道德上和文化上 

的支配权。 

由此可以看出 ：在西欧，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权处在相 

互的利用之中，而教会正是在这种相互扶持之中投机，才 

得以发展壮大。其社会模式一直处在一种“二元”的模式中。 

而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与皇权有机的结合为一体， 

除此之外的其他宗教例如佛教、道教等只是为其服务，且 

在皇权的严密监视之下，受到皇权的控制。儒家思想是历 

代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并表现在历代的法典中，而这种 

结合更有利于对中华法系的影响一直延续。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原因、民众的精神生活原因与教 

会的自身奋斗三方面的差异，致使儒家思想对中华法系的 

影响会一直延续，而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的影响会出现 

中断而使得基督教因素得以介入，从而中外法律因此而表 

现出了不同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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