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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对话
———宗教与信仰的力量之于法律

刘 曼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

摘 要:宗教之于人类，是发端，是最初的意识形态，中西方都不可避免，但是中西方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变迁使得宗教的重要性出现
分野，宗教问题也成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西方至今仍以宗教尤基督教为中心，中国却以周孔教化为中心，中国继而转入伦理本位，西
方倾向于集团生活。在法的领域亦如是。本文拟从中西传统之起源着笔，梳理传统发展的路径，对中西方法律传统进行比较，阐述西
方宗教和中国的礼儒思想对于中西方法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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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早期，人类面临的直接挑战多是来自于
自然界，如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那个时候没有我们
现在所谓的科学去帮助人类揭示一些事物和现象的原
因，所以人们需要一种意念上的东西去解释，这个时候
就有了信仰，不同的人群就会有不同的信仰，特定人群
不同的信仰就决定了他们对天地万物的看法，决定了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而古人法观念的形成及
差异也是可以作同一类型的解释。

在梁治平先生的眼里，法、文化和历史有同源性，
他认为法是作为文化和历史的作用存在的，而法的产
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是产生于群居社会当
中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而呈现出不同形
式的，法与一个国家的传统也是息息相关的。这里就
涉及到一个概念，即法律传统，法律传统是指在国家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世代沿袭的法律因素，反映了过去对
现在的影响和制约。传统必须是相对于国家和群众来
说的，我们作出的行为与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不相违
的情况，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传统一方面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另一方面从实践方
式上体现。

从人类宏观的传统上看，是根据一定的法律体系
来归类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法系”，法
系是根据特定的标准，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共同
特征的法律制度集中在一起，用一个法系的概念去归
类，如印度法系、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社会
主义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早已消失在历史
的洪流中。不同的法系就代表了不同的法律传统，不
同的法系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上。那么，
中西法律传统有没有相似之处? 他们各自独立而又彼
此关联，他们有不同的信仰，互相交流碰撞，产生精神
信仰的异同和文化的继受。文化是流动的历史，是现
在对过去的重新阐释，15 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西方文
化的不断创新，也是一个不断返回古典文化传统的过
程。中国社会传统价值的核心就是伦理纲常，法律规

范与道德规范界限不分明，如此种种都反应出中国的
法律传统，也体现了中国法律与西方其他国家法律的
不同。在中国，从传说中的帝尧时代到鸦片战争的响
起，几千年里反对严刑峻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刑法成
为中华传统法律体系里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却是事实，
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只有用传统来解释。中国的古代
法，在夏、商、周指的是“刑”，在春秋战国时期指“法”，
秦汉以后主要指“律”，但他们并非是并列关系，其实
核心还是指的“刑”，因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方式就
是刑，是镇压的手段也是暴力的工具，中国的法，一切
都与国家有关，没有私人事物，刑罚也是处理民事关系
的途径，这是中国古代法与希腊、罗马法的根本区别之
一，而这种法早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跟人类早期的发
生、发展、承继有关。而在欧洲法律史上，法常常被看
成权利的保障，而这也与古老的日耳曼习俗有关，法律
就是这类习俗、惯例的外在形式。如梁治平先生所言:
“如果我们不了解中西两种法观念在一些基本点上的
歧异，就无法解释它们在历史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
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最终历史命运了”。①

因此，想要真正了解一种外国的法律制度，必须关
注那些法律制度之外的东西，必须了解产生这些制度
并让制度栖息的社会环境。

一、宗教和西方法律传统
西方近代文化不同于西方古代包括中世纪的文

化，但是不同不等于对立，这其中自然会包含一种贯穿
始终的东西，比如法律至上的思想、人权观、平等观等，
这些自古罗马时代就已经产生。西方近代法制的建
立，与中世纪整理的罗马法和习惯法、海商法是分不开
的，都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通常被人认为是一件事
物，而基督教的传统只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对
西方文明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绝对不能等同。古代的
希腊、罗马人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天才和智慧，创造了叹
为观止的古代西方文明。西方的文化有两个渊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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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希腊哲学，另一个是希伯来的基督教神学。希腊
哲学就是人类的智慧存在的方式，而宗教能解答人类
生存的意义，也为人的生活和发展指明方向。西方文
明始于希伯来( Hebrew) ，希伯来是指古代北闪米特民
族，犹太人的祖先。《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
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这就是律法。希伯来的《圣
经》作为《旧约》被保存下来，随后的对古代典籍文本
的重新发现、审查和采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现在
的西方是指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对
其加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它的每种文化都经受了古
代成分与其他文化互融的过程，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世
界观。

在我们现在称为欧洲的各民族中，其实根本不存
在“法律制度”，从 11 世纪晚期到 13 世纪，法律制度才
在罗马天主教会和教会分权的西方各君主国被创造出
来。当时的法律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最初在波伦亚
和其他大学中讲授和研习的法律是一部古代法律的手
稿，即是在 11 世纪末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 534 年
左右在君士坦丁堡主持编纂的庞大的法律文献汇编，
现在这部手稿存于法国的罗浮宫。第二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研究这些古代典籍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现在所
称的“经院主义哲学”，这里面调和各种矛盾的方法给
了中世纪的法学家去限定和扩张典籍中的概念和规
则。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经院哲学方法应用于罗
马法典籍所处的环境，即大学。这个时候才有了法学
这门专业。此时的教皇革命把罗马教会从屈服于皇
帝、国王、封建领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了
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僧侣等级制度，包括建立一套等级
化的教会专门法庭以解决纠纷并贯彻教皇的立法。这
一过程跨越近 50 年的时间，罗马教会成为第一个现代
国家，建立起了一套法律体系，格拉提安于 1140 年将
之系统地整理成一部伟大著作，即《教会法整理汇
编》。到 13 世纪的时候，有关英国法、德国法、法国法
和其他地区世俗法的著作也渐次产生了。十二世纪初
至十三世纪末也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

西方法律传统经历了六次革命，这几次革命都是
对原有法律体系的颠覆，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法律传
统中，这一切按伯尔曼的说法是跟西方的共同的基督
教文化有关，六次革命分别是: 1705 年至 1122 年的
“教皇革命”、1517 年的宗教改革、1688 年英国的“光
荣革命”、1789 年的法国革命，以及 1917 年的俄国革
命②。这六次重大的革命不仅开创了全新的社会结
构，并且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普世价值和信仰。旧的事
物存活于新的制度之中，以新的面貌出现。六次革命
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宗教、文
化和其他的一些旧的制度、信仰、价值和目标，新的理
论代替了旧传统，新的法律制度取代旧的法律制度，这
些旧制度适应不了社会的变化，被社会淘汰，这些重大

的革命都经历了这样的过渡期。期间迅速颁布新的法
律、法令，也会及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废除和更替。
经历过这六次革命以后，传统的宗教在法律中发挥作
用的程度也在减弱，同时新的世俗宗教被人们狂热的
膜拜。新的世俗宗教开始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它是
将之前的各种宗教思想注入世俗的政治和社会运动
中，宗教的正统信仰以一种自然神论的哲学得以保存。
经由传统，由过去沿袭下来的语言习俗让法律延续下
来，通过权威，这些或成文或口头的法律，就有了法律
的约束力，再以法律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让这些制度
具有普遍效力。法律跟宗教一样，是源起于一种公开
的仪式，法律与宗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彼此制
约，也是相互渗透的。

二、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合体、分裂和复合
希伯来的法律与宗教是不分的，根据人类学的研

究，法律与宗教都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
普遍性。这个共性揭示了法律与宗教的一种与生俱来
的相似性。法律代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性质，是
以其稳定性来预示着未来，但是法律的适用前后，我们
可能还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去相信法律的正确性。
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出认知因素比强制因
素更重要。宗教是人类对于神圣的意识，法律则是人
类对正义的观念。而法律一直都是需要部分地依靠宗
教使人们有这种维护正义的激情，尤其是在非洲一些
氏族社会，法律习惯和调解无效的时候，巫术也许是最
终的解决办法。

11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早期，西欧的教会首次获
得独立于皇帝、国王和封建领主的法律地位，教会与各
种世俗权威相分离，教会法与教会统治的其他方式相
分离。6 世纪到 10 世纪欧洲各民族的基本法律并不
是由民族共同体的上层所设置的一种规则体系，它是
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共同良心”的一个组成部
分，在法律专门化和系统化以前，人们以一种神话式思
维，侧重于仪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富于技术性的法
律程序。这个时期的民俗法虽然与宗教和道德不分，
但它也是法律，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秩序和社会生
活的法律规范。

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只有少数强有力的君王得
以打破西方统一的僧侣等级制度。20 世纪后期，信仰
的力量已经变得微弱，亲属关系和土地的纽带已经让
位于民族主义。但是这正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这
个时代的很多冲突仅仅依靠法律是解决不了的。也
许，人们还是需要信仰。

西方的法律传统一直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
如公民不服从原则，旨在使人性升华的法律改革原则，
不同法律制度并存的原则，法律与道德一致的原则，财
产神圣和基于个人意志的契约权利原则，良心自由原
则，统治者权力受法律限制原则，立法机构对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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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原则等等，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伯尔曼对法律和宗教的定位非常深刻，他认为法

律是为了维持现实的秩序，而宗教是给社会面对未来
的信仰，给人的心灵指引方向。③法律与宗教都是一种
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赖。

三、中国传统中的伦理法律与儒家道德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很确定的是宗教对于西方法

律传统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中国的传统与宗教没那
么密切地联系。中国是以家和家庭生活为特征，缺乏
集团生活，依靠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当初基督教传入
中国，中国人一直没有被基督教改变，可见中国文化之
根深蒂固。这也是中西文化传统的路径之不同，人一
生下来就会有与之有关的人，在社会中与这些有关系
的人一起生活，这种关系就称之为伦理，伦理关系也是
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个人也没有独立性，没有个人
观念，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也即是一个大家
庭套着无数小家庭。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家庭高于
个人，名分大于责任就是总的原则。中国自古就是家
天下的文化观，“孝”字在古代中国代表了最高道德准
则。古代中国没有古希腊、罗马城市平民那样形成一
个一个的社会集团，也没有平民与贵族的对峙，更没有
这种对抗中产生的各种法律和道德意识。中国有自己
独到的自成一体的传统，这个传统消融、吸收了其他民
族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家族中的亲
人之间、邻里之间、社会上不同的行业之间、朝堂上君
臣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等等的和美相处，是太平盛世
的标志，而太平盛世就是古人所认为的最大的幸福和
价值，对和谐的追求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圆通特征。如
果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喻成一个圆，社会上一切尽在
圆中。古代的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特点，与古希腊、罗
马法制文明以地中海沿岸的商业文明为生存土壤的情
形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独特文化孕育出了浓重的乡土
气息。礼学和儒教的形成和发展对后世的法律有着决
定性意义。

儒家思想在中国代替了西方的宗教安顿了中国社
会两千多年，中国的朝代更迭，儒家思想就更了中华民
族一直以来所依赖的精神信念，给了人民和社会最大
的安全保障。他的思想看起来好象跟法律没有关系，
但是他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他所建立的秩序观、正义
观、对中国法观念和中国人的秩序观有很大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一体，绵延数千
年，一脉相承，中华法系也是世界上重要的法系之一，
法律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

四、文化、信仰与法律的缘合
梅因有一个论断，认为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都可

以证明，不管法律是什么样子的，它们中间都混杂着宗
教的、民事的和仅为道德的各种命令。高鸿均在《伊

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法与伊斯
兰教同时产生，且最开始的时候，伊斯兰法只是伊斯兰
教的一部分。所以宗教、道德其实是人类社会法律最
原始的渊源，而这些都包含在渊源流长的文化当中，就
如著名的《古兰经》的作用一样，对法律的意义不可
抹杀。

在离今天一百多年前，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的
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发生碰撞，工业文明战胜了
农业文明，我们历史进程被改变了，被迫接受西方事
物，但是自久远的历史延续中形成的一种精神价值和
追求是我们自身独有的传统，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过
去，也汇聚成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全部的智慧
在中国与西方交汇中死亡、重生。

中国封建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
国先人世代相传，中国古代是以“人治”为主，不是法
治社会，法律的基本精神、体例与运行机制变动不多，
滞后、陈旧、保守，从清末修律开始，中国法律终于冲突
旧传统的藩篱，迈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都是在历史的指引下走向未来，历史也不再
是简单的陈述，而是建立在经验和智慧之上。我们的
法律制度、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等等都是时间与经验的
结合，其中包含着大量的习惯、习惯法，有些直接转化
法律，有些还流传在民间用以调解部分纠纷，这些都是
一个民族的传统。

东方与西方，在一个苍穹之下，呼吸同样的空气，
经历相似的命运，面临同样的困厄，虽然问题各不相
同。然而，我们仍然是在追求和谐，追求人、自然、宇宙
的融会贯通。这种融和是建立在我们的存在和意识为
一体的基础之上，用我们内心的道德力量去规范我们
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去成全别人，所有人的善举形成了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传承。而这种内心的道德力量，
源自信仰，这种信仰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如信仰宗教对
维护法律的正作用，也包括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民族
精神的信仰。正是有了这种信仰，生命和精神才得以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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