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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

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

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

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

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

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

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

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

者。法律信仰如何形成，法律权威

与法律信仰是何关系？

一、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

形同虚设。”这句法律人耳熟能详的论断是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美国人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里

所说的。

这本书被认为是“一个法学家写的历史书、哲

学书”。因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作者从

历史和哲学的视角分析法律的本质和特点。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同时存在法律与宗教，或者

说这两种形式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伯尔曼认为：

“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他需要

先行超越他自身的真理，否则，社会将式微，将衰

朽，将永劫不返。同样，人类处处、永远面对着社会

冲突，为此，他需要法律制度，否则，社会将解体，将

分崩离析。”关于法律与宗教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伯尔曼还认为，宗教因法律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

教而获得神圣性。因此，“没有信

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

为狂言”。他进一步由人类学立场

出发，提出在所有的文明里面，法

律（虽然可能完全与宗教分离）都

与宗教共享四个要素，即仪式、传

统、权威和普遍性。并据此推断

出，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

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

法律是他们的，而要做到这一点，

不能不诉诸人们对于生活的终极

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不能不信

赖法律的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

性。

伯尔曼的这些观点，为我们审视当下中国法律

权威与法律信仰提供了一个历史和哲学的视角。

尽管佛教在中国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并曾一度盛

行，即使在当下之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

兰教等依然在局部存在，且拥有不少信众，中央政

府亦有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之法律规定，但是，

中国并非传统的宗教国家或者政教合一的国家，绝

大多数的国人并没有信仰宗教的传统或习惯。因

此，在讨论法律信仰这个问题时，我们还需将其置

于中西方不同的法律文化的语境之下。

按照伯尔曼的说法，法律与宗教共享四个要

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且法律因宗教而

获得神圣性。但不信仰宗教是否就不存在法律信

仰呢？译者认为，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

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
——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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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

语·为政》），能唤起人尊崇，甘愿践行其原则的，是

德与礼，而不是法（刑）。这些，不仅有别于西方历

史上受基督教影响的法律，而且不同于希伯来或伊

斯兰法。

那么，何为信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对

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

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者指南。”一个把法律作为

其信仰的人，至少可说明：其一，他极度相信法律是

实现正义的良善之法：第二，他对法律尊敬有加，从

内心深处不会藐视法律的尊严，更不会践踏法律；

第三，将法律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禁

止的绝对不会去做。因此，一个信仰法律的人，必

定是一个守法的楷模，一旦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

犯会自觉地选择诉诸法律，并尊重经由正当程序所

作出的司法裁决。

一个人对宗教的信仰，其终极目的是获得内心

的安宁。一个人对法律的信仰，其终极目标是获得法

律的庇护。对法律的信仰应该属于一种集体的信仰

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人们之所以可以信仰法律，是因

为法律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一切法律

允许他们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因此，法律信仰的

形成并不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应然，信仰要通过司

法实践的检验，法律秩序的形成和司法权威的确

立，以及公民对法律护佑之下的公平正义的感受来

形成。概言之，法律的信仰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现

世的实践证成的，而宗教的信仰则不同。

英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学家

培根在他的《谈迷信》中认为：“无神论让人依赖感

知，依赖哲学，依赖天伦亲情，依赖法律，依赖名

声。凡此种种，尽管没有宗教，也可以把人引向一

种外在的美德。”①对法律的信仰不同于对宗教的

信仰，更不是对法律的迷信。因为“迷信的主导是

民众，在一切迷信中，智者是追随愚人的，理论反

过来服从于实践。”理性是法律的内在要求，理性

又是迷信的天敌，因而，信仰法律与迷信法律完全

是两回事。

并非可以就此推断，由于人们树立了法律信

仰，就自然形成了法律权威。换言之，法律权威的

树立取决于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立法环节，即通

过科学、民主的程序制定了良善之法，而非恶法；二

是执法司法环节，即通过公正司法实现程序正义和

实体正义。人们通过法律程序在每一起案件中都

感受到了公平正义，他才有理由信仰法律，抑或司

法公信力强固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相反，如果立

法和司法出了问题，社会公平正义不能通过法律程

序实现，则无疑会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甚至最

终抛弃对法律的信仰。而一旦人们不信仰法律，便

不再遵守法律。当全民守法出现“破窗效应”，人人

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质疑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对法

律减少了敬畏，法律便没有权威了。因此，法律信

仰和法律权威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两者之

间必须通过立法、守法和司法三个环节相互衔接，

缺一不可。

二、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

何为权威？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恩格

斯在《论权威》中认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

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

为前提的。”②那么，法律的权威是否就是强迫人们

遵守（法律的刚性）即以人们服从法律为前提呢？

如果是，那么，这种权威从哪里来，又如何发挥法律

的驯服作用呢？

法律权威实质上是公权力的社会认可度问

题，外在表现是司法公信力。两千多年前，古罗马

历史学家塔西坨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

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

面评价。”③这就是著名的“塔西坨陷阱”。它告诉

我们，影响司法公信力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法

律是否得到公正实施是决定性的因素，而这个因

素中最为关键的是执法司法的理念。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威必须建立在

司法为民的指导思想之上。如果背离了司法为民

的思想，任何法律的实施都难以赢得民心，难以形

成权威。

平等对待以及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原则不

①【英】培根著：《培根随笔（全译本）》，蒲隆译，西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③钟龙彪著：《从严治党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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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理解为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④不考虑个体的

实际情况而强求一致。即法律的适用不能采取削

足适履的方式以体现公平正义，而应该考虑每一起

案件的特殊性。因此，同案同判表面上看是符合公

正原则的，但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这

就要求检察官在对同案不同判提出监督意见的时

候，一定要看两起案件的差异所在，并将适用法律

条文的立法原意和刑事司法政策结合起来考虑，而

不能机械地套用司法判例和适用法律条文。

佛教中讲求因果报应，在世俗社会约束人们的

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也同样有因果报应的因素，体

现在全民守法问题上就是刑罚的必然性。意大利

经济学家、法理学家贝卡利亚在他的《犯罪与刑罚》

中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

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种必定性要求司法

官员谨守职责，法官铁面无私、严肃认真，而这一切

只有在宽和法制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有益的美德。”⑤

当然，这种必定性还包含刑罚的及时性、该当性等

实体和程序公正的要求。

那么，法律的信仰是对法律的内在逻辑的信仰

吗？徒法不能自行，再完美的法律若得不到公正和

普遍的施行，对于公民而言那只是插在庄稼地里的

“稻草人”，根本不值得去信仰。法律权威源自于人

民对法律的信仰，法律的信仰源自于人民对法律公

正实施的认同。

三、守法的前提

恩格斯说：“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

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⑥

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呢？是社

会契约的精神使然，为了共同安宁的生活而遵守法

律，还是因为遵从共同的信仰？或是因为一旦他不

遵从法律就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出于敬畏而服从

法律呢？从服从法律的角度看，守法就如同遵从

“热炉效应”，法律具有强制力，一旦触碰了它，就会

受到法律的制裁，基于这样的逻辑，遵从法律是一

种被动的趋利避害的行为。

守法应该有几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道德层面

的接受，正如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言：

“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其次，在社会层面，守法是

一种对正义和秩序的价值追求。再次，守法是实现

自身法益和对抗不法侵害的前提。

当然，苏格拉底的守法观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守

法观，即认为只要是国家制定的法律都应当遵守，

不考虑该法律道德上的善恶，也不考虑遵守法律的

后果是否对本人有利，都要积极地遵守和服从。⑦美

国法学家富勒则认为，法律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她

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判

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义务道德。⑧

富勒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

愿望的道德指的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

为出发点，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的。因

此，也可以把法律理解为道德的底线。从苏格拉底

的形式主义守法观，到富勒的两种道德说，至少我

们在探讨守法这个问题时，不能回避守法的逻辑起

点及其可行性两个基本问题。

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的安

全才是最高的法律”。不能保障人民安全的法律是

得不到人民拥护的法律。但是“最高的法律”一定

是上升为信仰的法律。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

家卢梭所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不是刻在

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

内心里。”从认识论的视角看，知识一定是信念，法

律常识只有被知晓才能被遵守。对于公民而言，了

④在希腊神话中，雅典和执行密仪的厄琉西斯之间有一个叫做阿弟卡的克雷达勒斯的地方，普
罗克拉斯提斯是这里一片小庄园的主人。他招待客人的方式非常独特：他会把客人拐骗到自
己的庄园里来，给他们吃一顿丰盛的大餐，然后邀请他们在一张非常特别的床上过夜。他非要
让这张床刚好一丝不差地符合客人的身材。如果客人个子太高，他就用锋利的斧子把他们的
腿砍断一截；如果客人个子太矮，他就把他们的身体拉长（他的原名应该是达玛斯忒斯，或者普
罗珀蒙。“普罗克拉斯提斯”是他的绰号，意思是“拉伸者”）。参见孟宪强编著：《马克思恩格斯
著作中的文学典故》，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⑤参见【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⑦参见肖光辉著：《法理学专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⑧参见【美】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页。

书评·心得

54



2018·第9期

PEOPLE'S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解法律常识除了知晓法律条文本身的内容之外，还

应包括对遵守法律可以获得法律保护和违反法律

会受到法律处罚的基本逻辑的认知，甚至切身体

会。成为信仰的认知必定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中

的，这种认知和良知并存，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突

破了法律条文本身所表达的意思，而是认知到了条

文背后的法律价值，即公平正义的属性。

因此，普法教育是公民守法的基本前提，普法

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公民知道实体法律的规定，还应

该知道实现正义的程序法的规定；不仅仅要让公民

因为了解刑罚的必然性而畏惧法律，还应该让公民

确信遵守法律所获得的司法保护的益处。宣讲法

治课或者通过影视作品等方式宣传法治正能量是

十分必要的，但不要忘了，让公民参与到司法中来，

通过公正司法让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

是最有效的普法途径。

人总会犯错误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也不例

外。正当法律程序设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尽可能

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以及一旦发生冤错案件之后

如何保障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等相关利害关系人可

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从理论上和司法审判的历

史上看，不公正的审判属于“黑天鹅”事件，虽然是

难以杜绝的，但又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

法律信仰之下的守法，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

司法机关、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结果的信任，即公

民对于通过正当程序得到的司法裁判的公共服务

产品，应该在内心中予以接受。当然，这里并不是

说公民对具体案件的上诉和申诉排斥了他们内心

的法律信仰，恰恰相反，坚信通过上诉、申诉等司

法途径主张权利、获得救济，仍然是正当程序所允

许和积极指引的，而且也是公民法治信仰的体现，

除非他通过法律之外的途径寻求他认为的正义。

守法的前提是法律必须是良法而非恶法。人

们遵守法律，除了守法的传统因素之外，无外乎两

个方面：一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即相信法律可以

实现正义对他们生命健康权利、财产权利等予以保

护。二是对法律的敬畏，即基于对法律的惩罚性的

认知，触犯法律将导致法律的严厉惩罚。因此，较

之宗教，法律讲的是现世的报应，而宗教强调的是

来世的报应。

四、法律的仪式化与权威

关于法律的仪式化问题，伯尔曼认为：“法律的

各项仪式（包括立法、执法、协商以及裁判的各种仪

式），也像宗教的各种仪式一样，乃是被深刻体验到

的价值之庄严的戏剧化……更有甚者，如果没有这

个戏剧化的过程，那些价值便无以存身，意义尽

失。凭借他们在司法的、立法的和其他仪式中的符

号化，司法正义的力量主要不是被当作某种功利的

东西，而是作为神圣之物，主要不是作为抽象的理

念，而是人所共享的情感而得到实现：共同的权利、

义务观念，对公正审理的要求，对法律不一致的反

感，受平等对待的热望，对非法行为的憎恶，以及对

合法性的强烈诉求。”伯尔曼甚至认为：法律的仪式

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的基本

前提——相同案件应当有相同判决——符号化（使

之实现）：它们把这一前提从认知观念和道德义务提

升为一种集体信仰，且“法律与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

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丧失其生命力。”显

然，伯尔曼将法律仪式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

升到了集体信仰和法律生命的高度。但这种仪式化

的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却是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

人性是由善和恶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如果能截然地分开，一个就是杰基尔医生，另

一个就是海德先生了。⑨法律的仪式化，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使检察官和法官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上更倾向于其职责所要求的秉公执法的人。当然，

检察官在司法过程中，仪式化也是必要的，如讯问

犯罪嫌疑人场所的专门性，身着检察制服，告知犯

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等。

刑事诉讼中的仪式化，不仅仅是法官、检察官

身着法袍或检察制服，还包括所有法定的程序，包

括法言法语的运用等方面，即从犯罪嫌疑人或其他

诉讼参与人的角度看，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一

个在特定的场所、特定的司法人员所参与或主持的

司法活动。简言之，法律程序即是仪式的主要表现

⑨参见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作者塑造了杰基尔医生这样一个热衷于探讨人性善
恶问题的人物，他服用了自己制造的药物，创造出自己的化身——海德先生，并把自己身上所有的
恶念都分给了海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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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之一。

正当法律程序对所有诉讼参与人都会在不同

程度上产生内心的影响。一个被送上法庭并给予

其充分的辩护机会的被告人肯定要比就地正法的

现行犯罪者更能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性。一个习惯

于日常生活中撒谎的人在庄严的法庭被告知伪证

罪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后果后，他会更慎重地

选择如何作证。无论一个人外表如何强大，内心

总是存在恐惧的。因此，任何一个人的当众宣誓

总会对他的内心有所约束，对于信仰宗教的人更

是如此。倘若一个人向法庭宣誓后作证的，那么，

他将会更加慎重地作出证言，因为即便是一个习

惯于撒谎的人，在当众宣誓后作出假证，法官也能

够多少从他信誓旦旦背后掩饰不住的慌张，进而

判断证言的可靠性并形成内心确信。当然，在一

个非宗教国家，宣誓可以面向宪法或法律进行，而

不必是什么宗教经典，因为，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

必须被信仰，面向法律宣誓的人同样面临着良心

的拷问。

在法律中，被称为“程序形式主义”的神明裁判

方式，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属于滥用仪式的裁判方

式，这与时代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因为在那个远古

的时代（抑或是蒙昧的时代），人们对自身的认知和

对自然的认知都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尽管像火柱

这样的神明裁判方式并不能实质上实现正义，但是

这种看上去威严神圣的方式却能促使一些胆小的

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法律的仪式化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对于一个

亲历法律仪式的当事人，是否经过了司法的洗礼、

是否有利于他对法律信仰的形成和进一步稳固

呢？让我们以不起诉案件为例，尤其是对于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少捕慎诉少监禁是一条未成年人司法

准则，但它是适合于所有未成年人案件的金科玉律

吗？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一个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和一个起诉后被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未

成年人所受到的法制教育，以及是否更有利于其回

归社会做一个简单的评判。对于某些在头脑中尚

未形成对法律的敬畏的被告人而言，或者因犯罪情

节轻微曾被数次作不起诉的人，与其简单地再作不

起诉处理，还不如将其置于庄严的法庭中，经受刻

骨铭心的庭审的教育。

五、法律信仰与法律监督

诉讼是不是一种恶？至少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调解、和解等无讼方式解决纠

纷，而不是但凡有纠纷便诉诸法律。因此，即便是平

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一方状告另一方当事

人，被告方往往也会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更何况行

政诉讼案件中，由于行政诉讼的原告系行政相对人，

多是公民个人，因此提起行政诉讼相比于行政公益诉

讼具有更大的不可控性。换言之，行政相对人完全可

以个人的意愿提起行政诉讼，但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

难度就更大了。政府官员能接受并出席行政诉讼法

庭的传票，并不能以此推断他们乐意接受检察机关对

于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因为，这种监

督，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对行政机关而言，即便可能通

过诉前程序解决公益保护问题，他们也担心这样的监

督会导致启动针对他们的行政责任追究。因此，行政

公益诉讼中的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

仍然是眼下检察机关亟须解决的问题。

缺乏信任就谈不上信仰，信仰的前提是信任。

某种意义上讲，信任是针对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团体

或权力机构。公民对法律的信任，通常表现为对司

法人员的信任，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信任的内在感

受是一种安全感，以及在与被信任对象交往中的舒

适感。不信任则是一种不安全感和紧张感。但是，

一个对法治产生信仰的人，即便自己暂时遭受了冤

屈，他也会坚信通过司法途径最终能够实现正义。

因此，要让人们信仰法律，首先要让人们信任司法，

而信任司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公正司法。

信仰法律，并不要求人们将所有的矛盾纠纷都

诉诸司法途径解决，但是对于法律的信仰，应该是

人们坚信司法途径是实现他们对公平正义追求的

终极手段。人们在内心形成法律信仰是一个聚沙

成塔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法律的信

仰需要通过立法的程序不断完善法律制度，需要通

过司法不断地产生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公共产品

和服务。在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法

律监督职能作用亦是不可或缺的，在公民法律信仰

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既责

无旁贷，又大有作为。

[编辑：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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