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诠释

乔　飞 *

摘　要：儒家的“善恶报应”论，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其内容有“报及自身”说、“子

孙报应”说、“善恶待积”说、“天假善恶”说等理论命题。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

是一种“超验审判”理论：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审判的依据是最高主宰的“天

法”，审判的对象涵盖人间的一切人和事。儒家“善恶报应”论，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

能。人心的普遍认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对“善恶报应”的积极遵守，使

得“天法秩序”得以自觉形成；对“善恶报应”的消极违背，导致“天法秩序”强制实现。善

行福报，是通过“分配”实现的正义；恶行恶报，是通过“矫正”实现正义。就此而言，儒家的

“善恶报应”论，实为一种法理性的“正义论”，其所构建的法律秩序，是一种“自然法”秩序。

关键词：儒家  报应  审判  正义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诵读先哲诗书经文的我们，不能忘却或故意忽略先人向我们传

递的重要信息。有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忽略，就难以真正理解先哲们修齐治平

之真意，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将失去立身之本，难以正确行事为人。儒家的“善恶报应”理论，

就是这些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善恶报应”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①，但对传统儒家

报应理论尚缺乏系统总结与类型划分，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限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领域。

*　作者简介：乔飞，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　参见陈筱芳：《中国传统报应观的源头：春秋善恶报应观》，载《求索》2004年第4期；吴娟：《论〈冤魂志〉与儒

释之关系》，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胡炳章：《善恶报应与社会正义：土家族伦理思想系列研究之一》，

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张忠：《论中国善恶报应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启示意义》，载《中州学刊》

2014年第9期；曲宁宁、陈晨捷：《论先秦善恶报应理论及其衍变》，载《周易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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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界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研究 ①，但都将“善恶报应”与儒释道三家放在一

起讨论，没能就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作专门探讨。而且大部分法学学者，关注的是鬼神

报应与国家司法之间的关联 ②，尚未就儒家“善恶报应”本身作法理诠释。鉴于儒家“善恶报

应”理论在传统中国治国理政中的特殊意义，本文不揣浅陋，尝试总结儒家报应理论的几种

类型，并从法学视角阐释其法理本质及其法秩序功能。

一、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理论命题

儒家从始至终都主张报应观点，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善恶报应思想的明确表述。“天

祚明德”③；明德之人，上天会赐予福佑。“神福仁而祸淫”④；上天降福给仁人，对于不仁的人，

则会降予灾祸。后来荀子也发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⑤。据考证，“报

应”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书·刑法志》⑥，其内容是“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

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可见报应

思想与传统中国法制及社会秩序关系之密切。“有阴德者必有阳报”⑦；儒家先贤之所以对

“善恶报应”笃信无疑，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人之为人的定律，而且这种定律在历史长河中

也不断得到验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儒家的“善恶报应”总结为“报及自身”说、

“子孙报应”说、“善恶待积”说、“天假善恶”说等几个理论命题。

（一） “报及自身”说

该理论认为，人的善行会给自身带来福佑，恶行将给自身带来祸灾。“惟上帝不常，作善

①　 霍存福教授从“边缘刑法学”的视角，阐释了中国人法律观念中的“报应说”；参见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

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他以论文形式探讨这一论题的成果有：张守东：《鬼神与

脸面之间：中国传统法制的思想基础概观》，载《清华法学》（第一卷）2002年第1期；魏长领：《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

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2期；夏清瑕：《另一种秩序：法律文化中的因

果报应信仰》，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易军：《另一种“法的正义”：民间报应正义的法理分

析》，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郭忠：《阴律：一种存在于观念中的法——对中国民间因果报

应信仰的法理分析》，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尤陈俊：《“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力量及其复合功能》，载《学术

月刊》2019年第3期。 
②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李文军：《论鬼神观念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积极意义》，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7期；李文军：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5期；李俊丰：《论宋代官员的

鬼神信仰对其司法实践的影响：以杀人祭鬼案件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朱声敏：《鬼神笼罩下的

“明镜高悬”：鬼神报应与明代司法吏治》，载《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吕丽、郭庭宇：《报应观对中国古代司法理

念的影响》，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8期；肖洪泳：《报与死刑：中国古代死刑报应思想的基本样貌》，载谢

晖、蒋传光、陈金钊：《民间法》（第18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133页。

③　 《左传·宣公三年》。

④　 《左传·成公五年》。

⑤　 《荀子·宥坐》。

⑥　 参见侯欣一：《中国传统报应观念与法律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9日。

⑦　 《淮南子·人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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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①；善恶福祸之所以具有因果关联，是因为“上帝”使然。春秋时，

卫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自立为君；为稳定自己的地位，州吁对外“求宠于诸侯”，对内“以和

其民”，联合其他诸侯发动对郑国的战争。当时鲁国大夫众仲认为州吁“阻兵无众，安忍无

亲”，如此“不务令德”，不可能免于刑祸。果然，其后出使陈国时，“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

于濮”②。“魏颗结草”是善行善报之例。魏国武子病，命其子魏颗善待其妾；但病危时，又令

将该妾殉葬。武子死，魏颗遵父前嘱嫁父宠妾。后与秦军作战，魏颗见一个老人结草绊倒秦

将，因而生擒秦将。当夜，魏颗梦见那老人说：我是你所嫁的妇人之父，“尔用先人之治命，

余是以报”③。也就是说，魏颗因为善待那位宠妾，在战场上得到了上天的帮助而建立军功。

（二） “子孙报应”说

这种理论认为，先人的善恶会对子孙后代的命运产生影响。“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

其后必有达人”；孔子被时人视为“达人”，鲁国大夫孟僖子认为孔子是受其先祖福荫所致。④

汉代人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待人“有旧恩，而终不言”，正当汉宣帝要加封他时，丙吉却

大病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对汉宣帝说：“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

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来丙吉果然痊愈。⑤ 宋代名臣范仲淹，认为自己之所以成

为政治家，是因为“自祖宗以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⑥。而做恶事，也会影响子孙命运。

晋国大臣狐突，曾经拒绝君命，没有召回跟随公子重耳的儿子，晋怀公即位后将狐突杀死。

大夫卜偃不满：“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⑦

他认为晋怀公滥杀无辜，将遭到“无后”的报应。“无后”，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上天给予的非

常严厉的惩罚。孔子信天命，认为殉葬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即使不用真人，用人俑陪葬也是

作恶，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⑧ 宋代苏轼云：“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

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⑨ 上天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显明出

来。苏轼根据所见所闻，认为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这是确定无疑的。

（三） “善恶待积”说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⑩ 这一理论认为，善行恶行在一段时间内并

①　 《尚书·伊训》。

②　 参见《左传·隐公四年》。

③　 参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④　 参见 《左传 ˙昭公七年》。

⑤　 参见《汉书·丙吉传》。

⑥　 ［宋］范仲淹：《诫诸子及弟侄》。

⑦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⑧　 参见《孟子· 梁惠王上》。

⑨　 ［宋］苏轼：《三槐堂铭并序》（《东坡全集》卷九七）。

⑩　 《易经·系辞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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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导致报应的发生，并不是报应规律消失，而是善恶的状态未到报应的时候而已；积善行恶

一旦达到某种程度，报应必定来临。北魏人阳雍，以出卖苦力为生，但自幼孝敬父母，远近闻

名。父母去世后，因“长慕追思，不胜心目”，就卖了田宅，迁往北边缺水的陡坡下居住。阳

雍每天晨就起来辇水，送给过往行人，还常给行人补鞋，不收费用，“如是累年不懈”。后来

天神感动，赐给菜种，阳雍因此大富，娶名家女为妻，“生十男，皆令德俊异”。阳雍自己曾“位

至卿相”，后代“累世贵盛”。① 唐朝人裴延年，“家虽贫，而俱好施惠，行之不辍”，曾帮助卖药

为业的老父，“虽数年”而延年“无怠色”。安史之乱期间，延年得到老人帮助，“尽室生还”，

其后“兄弟皆至美官，子姓仆婢亦寿考”。② 反面的案例同样具有证明力。春秋时，鲁国阳虎

行为嚣张，但并未遭报，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对卫君解释道：“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

之”③；也就是耳熟能详的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后来阳虎在和鲁国三桓的斗争中

遭遇失败的厄运，被迫逃往他国。东汉末年的董卓，弑太后，废少帝；为了迁都，强迫洛阳数

百万百姓迁徙长安，以致“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董卓不仅烧毁宫庙

官府居家，还让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其为官专横跋扈，残忍好杀，

终于众叛亲离，被司徒设计诛杀，“尽灭其族”。④

（四）“天假善恶”说

现实生活中，有人善良却不顺利，遭遇灾难；有人作恶不但未遭报应，相反诸事顺遂甚

至飞黄腾达。古人认为不能仅看表面现象；善人的不幸是上天祝福的途径，恶人的顺利却

是上天加速其遭殃的手段，这就是“天假善恶”说。“究天人之际”的司马迁发现，“文王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⑤；上天

允许厄运降临善人，是为了他们最终取得常人所不能有的成就。孟子也发现，伟人成就伟业

之前都有经历患难的规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

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⑥ 患难对善人而言，

不啻为上天变相的祝福。相反，恶人虽一路顺利，但最终会败亡。“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

克东夷，而陨其身”，因为“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⑦。战国时代卫人

吴起，曾经求学于曾子，“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就断绝了和他的师生关系。为了当上鲁

①　 参见李申：《儒教报应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②　 参见李申：《儒教报应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12页。

③　 《左传·定公六年》。

④　 参见《后汉书·董卓传》。

⑤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⑥　 《孟子·告子下》。

⑦　 《左传·昭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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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军、打消鲁国人疑虑，吴起竟杀死身为齐女的妻子，“将而攻齐，大破之”。其“杀妻求将”

的恶行不但没有遭受报应，反而因此建功立业。后来吴起去鲁适魏，屡战有功。在楚国，深

得楚悼王信任，被任命为楚令尹，地位显赫。但楚悼王死后，吴起很快就遭受杀身之祸。① 清

代儒者丁耀亢认为，吴起的功业正是其败亡的原因，“学术而无本，功名之所以杀身也”②。恶

人的“好运”，实为上天刑罚报应的手段。

二、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

在法理学视域中，儒家的“善恶报应”为一种“法”规范。“善恶报应”，既惩恶又扬善，

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主体行为善恶，对其祸福结局具有预测作用。

在此基础上，通过行为善恶与结果福祸之间的因果关联，对人的行为也具有评价作用。通过

将善恶福祸等社会现象凝结为具有逻辑关联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使之内化于人的心中，

并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扬得到广泛传播，“善恶报应”对人的行为也具有教育作用。可见，“善

恶报应”具有法的全部规范功能，是一种“法”。③ 这一“法”的运行，实为司法“审判”。审判

是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判决的活动，审判的主体为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审判

的对象为涉案当事人，审判的依据或标准是国家或某一共同体的法律。儒家的善恶报应，具

备司法的诸要素，其审判为“超验审判”④。儒家的“善恶报应”理论，实为一种“超验审判”理

论。

（一） 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

“天”是中国古人心中的宇宙、最高主宰。关于天的本体，中国古人认为有“自然之

天”“人格神主宰之天”“道理之天”“天国之天”等 ⑤，这些观点并不互相矛盾，而是从不同

侧面对“天”所形成的认识，可以将这些观点统一概括为“最高位格神”之“天”。作为中国

古人信奉的最高神，“天”在殷商甲骨文卜辞和周朝金文中又被称为“帝”“上帝”。在古籍

①　 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③　 郭忠教授认为：中国民间的因果报应规律，是“阴律”，“从宽泛意义上讲，阴律可以被视为法社会学意义上的法”。

参见郭忠：《阴律：一种存在于观念中的法——对中国民间因果报应信仰的法理分析》，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
期。

④　 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了“经验”“先验”“超验”等概念。其中，“经验”指向其道德哲学之应用性维度，“先验”

指向其道德哲学之普遍性维度，“超验”则指向其道德哲学之神性维度。同样，法律也有“经验”“先验”“超验”三个维

度。其中，“经验”指向法律得以产生的社会现实因素；“先验”指向法律赖以形成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根植于人的先天

理性能力；“超验”则指向法律赖以产生的宗教、神性背景。参见王增福：《先验、经验与超验：康德道德哲学的三重维度》，

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第1-5页；林国基：《法律的经验、超验、先验之维》，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

52-58页。儒家的报应理论涉及彼岸神灵主宰之“天”，其审判为“超验审判”。

⑤　 方潇教授系统梳理了王桐龄、曹聚仁、冯友兰、庞朴、张岱年、任继愈等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人之“天”的不同认知。

参见方潇：《天学与法律：天学视域下中国古代法律“则天”之本源路径及其意义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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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中也有“上帝”“帝”“天帝”“皇天上帝”等称呼，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

命”①。《五经通义》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隋唐时期，依据

《周礼》，国家礼典中至上神的名字被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宋代人也有类似观点：“元气

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② 因

此，“太一”“皇天上帝”“昊天上帝”都是至高上帝“天”之别名。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人质

疑这位“天”是否真的存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商代“武乙射天”的史实：“帝武乙

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

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③ 武乙骄横无道，羞辱上天，结果被迅雷劈

死。《史记》也记载了另一个战国时代自负的宋康王“射天”之事：“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

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

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④ 当时的诸侯都称宋为“桀宋”；后来，齐湣王

与魏、楚伐宋，宋国百姓拒绝守城、纷纷逃散，这位“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的宋康王被

杀死，宋国灭亡。⑤ 清儒丁耀亢通过熟读历史，观察人事，深深认识到，“因见夫天道人事之表

里，强弱盛衰之报复，与夫乱贼臣子，幽恶大憝之所危亡，雄威巨焰，金玉楼台之所消歇，盖莫

不有天焉”⑥。在儒家士人心中，超验的至高主宰“天”，是确实存在的。

（二） 审判的依据是至高主宰的“天法”

至高主宰“天”对人类有统治权，通过赐福或降灾，对人进行审判。“天”有其“法”，审

判的依据就是“天法”。儒家报应论中的“天法”就是“赏善罚恶”，具有“行为模式”与“法律

后果”要素，在法理学中，属于“法律规范”范畴。明代曾经任工部尚书、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及吏科都给事中等职务的钟羽正，认为“天法”是帝王必须遵守的法律，并将看不见的“天

法”与人间看得见的“王法”进行了对比：“然而王法昭，天法密；王法速，天法缓；王法止于

一身一世，而天法至于历年历世。王法有律有等，掌之秋官悬之象魏，原情定辟。至有可议者，

则罪疑从轻，宁失不经有宽而不尽之刑。天法则无言无讥，权势不阿，幽隐不蔽，至巧至详，

于其疑昧者益复发其秽迹，扬其阴谋，无漏而不尽之情。王法有可议而天诛无议。”⑦ 其认为

“天法”具有缜密、周详、公正与恒久等特征，非世间王法所能比。其“行为模式”为“行善”

或“作恶”，对应的法律后果是“奖赏”“福佑”或“刑罚”“恶报”。

①　 《尚书·召诰》。

②　 《宋史·礼志》。

③　 《史记·殷本纪》。

④　 《史记·宋微子世家》。

⑤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58页。

⑥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自序。

⑦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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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尽管没有“善”与“恶”的确切定义，但通过经典仍然可以知道其核心意涵。“君

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①，《周易》就充满了劝善惩恶的思想，“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

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

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②。整部经书，就是要人去恶扬善。③ 《周易》将人善

恶的起因归结为“德”的有无；有“德”之人的行为结果为善，无“德”之人的行为结果为恶。

“德”在《周易》中，体现在“谦虚”“勤劳“和善”“节制”等方面。④孔子也极力主张人要为善，

“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⑤，孟子主张诚信谦虚，“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

于人以为善”⑥。明代著名儒士袁了凡总结历史中善恶福祸之规律，著家书《了凡四训》，强调

“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的客观规律，鼓励子孙后代向善立身，慎行立德，远避祸殃。袁

了凡总结善行的种类：“随缘济众，其类至繁，约言其纲，大约有十。第一，与人为善；第二，

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

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⑦，认为明辨是非善恶，并以此为准

则在生活中改过迁善，乃是改造命运的方法与原理。

为政同样有善恶之分。在子张向孔子问政时，孔子所阐述的“五美”“四恶”，就是儒家

善恶观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⑧所谓“五美”，就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

而不骄，威而不猛”⑨。就着百姓能得利益之处使他们得利，就叫“惠而不费”；让百姓具备劳

动条件再去劳动，就是“劳而不怨”；君子得到仁德，不再贪求其他，就是“欲而不贪”；无论

人的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怠慢他们，就是“泰而不骄”；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重威严使

①　 《周易·大有·象》。

②　 《周易·系辞下传》。

③　 参见［韩］林在圭：《以 〈周易〉来看儒家的善恶思想》，载卢国龙：《儒道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5-250页。

④　 “善恶”与“吉凶”在《周易》中是紧密相连的。“吉”的成因众多，但都是“德”行所致；《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

吉”，意为勤劳而谦让的贵族，有好结果。《兑·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和合喜悦待人，行为不邪，

人所不疑，就收获吉祥。《节·九五》：“甘节，吉，往有尚，”甘心守节度，吉，做下去有赏。“吉”的积极后果，都是“善”的前

因所致。“凶” 的成因，皆非有“德”之行；《复·上六》：“迷复，凶，有灾眚”，迷失在返回的路上，凶险，有灾祸。象曰：“迷

复之凶，反君道也。”意思是，迷失之凶，是由于违反了做君主的规则。《鼎·九四》：“鼎折足，覆公 ，其形渥，凶。”意思是

鼎腿折断，王公的美味佳肴洒了一地，于是在屋内受刑，凶险。鼎代表国家，“九四”是身负国家重要责任的人，由于其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致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有凶险。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1、207、
213、88、181页。

⑤　 《论语·学而》。

⑥　 《孟子·公孙丑上》。

⑦　 ［明］袁了凡：《了凡四训》，尚荣、徐敏、赵锐评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2页。

⑧　 在中国先秦哲学史中，“善恶”问题也是“美恶”问题，好的道德品性被称为“美”，与之相对的便是“恶”。参见许建

良：《儒家道德的善恶对峙性》，载《江淮论坛》2008年第3期。

⑨　 《论语·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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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望而生畏，就是“威而不猛”①，这些都是“善”行。所谓“四恶”，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

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②。意思是说，不经教育

便加杀戮就是“虐”，不加申诫就要结果就是“暴”，缓于前而急于后，误其民而加以刑罚是谓

“贼”，给人财物心存吝啬而不够均平，是谓“有司”③。这些要么违反程序正义，要么违反公平

正义，都是“为政之恶”。孟子也发现善恶与福祸的因果关联，“福祸无不自求之者，《诗》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④，因此

极力规劝统治者行“仁政”。

尽管“天法”无形，但人本于行“善”崇“德”，就是遵守了“天法”。“惟天监下民，典厥义。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徳，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徳，乃曰：‘其

如台’？”⑤ 上天鉴察世人，褒奖他们遵循义理行事；上天赐给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夭折者并不

是上天使其夭折，而是其不按义理做事而殒命。有些人品德不好，有不从天意的罪过，上天

命令他们改正，他们拒绝，因此受到上天刑罚。“惟天降灾祥，在德”⑥；人的行为是否有“德”，

是天降灾难或福气的依据。“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⑦；伟大的上帝，临

视人间，明察秋毫；上帝监察天下四方，保佑人民安定生活。人间的秩序由上天来维系，其

途径，就是对人进行赏善罚恶，施行“超验审判”。“天道福善祸淫”⑧；对“善”行降下“福”，对

“淫”行降下“祸”，是上天进行审判的依据之“法”。

（三） 审判的对象、范围，是人间的一切人和事

不仅普通人的言行善恶，需要接受“天”的审判管辖；掌权者如何使用权力，也属上天

的管辖之列。而且，诸种“善恶报应”，在权力拥有者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拥有权力者，在

立法、司法、行政时比常人更需要谨慎自己的行为。

汉梁统曾上疏皇帝，反对当时法律的“轻刑之作”，请求恢复旧法，增加死刑。虽然其奏

疏未获皇帝批准，但人们认为“统之苛虐，神人共愤。其子松、竦皆死非命，而（梁）冀卒灭

族”⑨，这是上天对其倡立苛法的报应。史料记载，“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

①　 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0页。

②　 《论语·尧曰》。

③　 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0页；［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
195页。

④　 《孟子·公孙丑上》。

⑤　 《尚书·高宗肜日》。

⑥　 《尚书·咸有一德》。

⑦　 《诗经·大雅·皇矣》。

⑧　 《尚书·汤诰》。

⑨　 ［清］杨景仁：《式敬编》卷一《平法附苛法事实》，转引自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

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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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①。长孙无忌倡立恶法，却自食其果，

也是上天对滥用立法权者的惩罚。司法官的善恶报应也非常明显；汉代于定国之父于公，

曾任县狱掾、郡决曹，尝云：“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果然，其子于定国

后来成为丞相，孙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为一代名臣。② 而对于制造冤狱的司法酷吏，历史

证明其下场都很惨。明代政治家丘濬曾经总结：“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

彰彰如此。”丘濬引用陈大猷的观点加以佐证：“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

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③ 元代

江西儒学副提举、翰林学士吴澂认为，人命关天，司法官“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如

果上天对司法官虐杀人命的行为不加严惩，酷吏们将无所敬畏，“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

那样天下就不会有仁政善政了。④丘濬赞同吴澂的观点，认为法官“顾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

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的司法行为与杀人越货没有区别，“是逆天命也，天岂容

哉？”况且，刑罚本应是“天讨有罪”，如今司法官利用“天讨”将无罪者杀害，“是重得罪于天

矣”⑤，因此罪恶更大，上天必定重罚。国家的行政、治理，同样也在上天的审判管辖之列；汉

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与“灾异谴告”说，是上天对地上政权拥有审判权的理论化表

达，后世的儒家士大夫对此也深信不疑。“大抵天之于人君，其眷顾之既厚，则责望之必严”，

作为权力枢纽的君主，其一切行为都在上天的管辖之下。“鉴观在上，莫显乎微。一或不至，

则非天意。故天意所与，则三光全，寒暑平，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天意所否，则为灾异，

为凶年，为水旱，为缪盭，为疾疫，如响应声，如影随形”⑥。上天通过自然界的祥灾顺逆，对君

主施政正确与否作出判决。对于桀纣那样的苛政、暴政，上天将虢夺其统治权，所谓“汤武

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⑦，实质就是上天对恶政审判而施加的刑罚。

三、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秩序功能

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法律创立秩序主要通过“控制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

来实现。⑧“法律秩序乃是通过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调整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序

列化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化状态。”⑨ 法律秩序的生成有其自身的行为机制，就是人

①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宋］李昉、扈蒙、李穆等《太平广记》卷一二一《报应二〇》（冤报）。

②　 参见《汉书·于定国传》。

③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

④　 参见［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

⑤　 参见［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一、一一三。

⑥　 ［宋］虞俦：《灾异疏》，引自［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八〇。

⑦　 《周易·革·彖传》。

⑧　 胡平仁：《法律社会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⑨　 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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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法律接受”，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法律规范予以接纳、认同、内化、服从或漠视、违背、

规避和抗拒等行为反应”①。“法律接受的动因”有“对法律合理性的看法”“对利益成本的衡

量”“避免惩罚”等因素，“法律接受的方式”有“合法”“违法”“避法”“抗法”等。② 在“善恶

报应”天法秩序得以形成的过程中，“善行善报”是该秩序得以创立的“构成性规范”；“恶行

恶报”是该秩序得以维系的“控制性规范”。

（一） 人内心的普遍认同，是“善恶报应”这一“天法”被接受的动因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③ 上天创生人类，赋予其良好法则，人心顺

着常性，都是追求美德。对“善恶”的认知与分辨，是人性本能具有的功能。孟子认为：“恻

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

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的行为如果合乎仁义礼智，就是行善了，故曰“乃若其情，则可以

为善矣，乃所谓善也”④。人只要回归自己的内心，就能知道自己的天性，进而发现上天刻在

心版上的“天法”，“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漫长历史中频繁发生的行为

与生死福祸之关联，使得儒家“报应理论”在官绅士庶各个社会群体中被广泛接受。汉宣帝

五凤元年，严延年任河东太守，其“阴鸷酷烈，冬月论属县囚，流血数里”，河南人称其为“屠

伯”。严母从东海来，见延年这般论囚，惊骇不已，“便止都亭，不肯入府”，责备严延年“幸得

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义教化，生全愚民，顾乘刑罚立威，岂为民意父母意哉？天道神明，

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刑戮也”。严母虽然是个普通百姓，但内心清楚知道天道

报应的规律，担心延年滥杀人命会遭到上天报应。果不其然，“后岁余，延年以诽谤弃市”⑥。

历代统治者也认识到报应论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其可以“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

为”⑦。敬畏之心是良好秩序的重要心理基础，因此他们通过国家权力，加大“善恶报应”的宣

传，目的在于“善者以劝，恶者以惩；举严刑峻罚之不能禁者，而为善去恶之念油然而生”⑧。

明成祖朱棣就说过：“盖谓天之默相保佑之于冥冥之中，俾得以享其利益，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此天之阴鹥也。”世间福祸浮沉，是“天”报应的结果，“人之阴骘，固无预于天；而天之所

以报之者，其应如响”。鉴于此，朱棣亲自编撰《为善阴骘》一书，采辑 165 个颇能体现善恶

报应的“典型案例”，逐一加以评论，“并系以诗”。此书颁赐给各级官员，成为官员如何行事

①　 胡平仁：《法律接受初探》，载《行政与法》2001年第2期。

②　 胡平仁：《法律社会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4页。

③　 《诗经·大雅·烝民》。

④　 《孟子·告子上》。

⑤　 《孟子·尽心上》。

⑥　 参见《汉书·严延年传》。

⑦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7 页。

⑧　 ［清］高维岳：《光绪大宁县志》卷八，《重修城隍庙碑记》，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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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以及颁布政令、社会治理与案件审理的“最高指示”，目的是让官员“勉于为善，乐于施

德”①。如此，“善恶报应”对人的约束功能得到加强，无形中形成一种根植于人心信念的控制

机制，进而对立法、行政、司法等法的运行产生影响。

（二） 对“善恶报应”这一天法积极的遵守，使“天法秩序”自觉形成

任何一种法律规范，逻辑结构均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组成，“善恶报

应”这一天法规范也不例外，其调整社会关系功能的实现，要求人的行为符合“善”这一行

为模式要求。“福报”“余庆”等积极后果 ②，要求人的行为必须为“善”；也只有“善”的行为，

才能产生积极的“天法后果”。这是通过正面“合法”的“法律接受”方式，形成法律秩序的

一种途径。

处州龙泉人张八公，家境富裕，乐善好施，乡人都称赞其德。每年禾谷，率铜钱六十文一

把。遇到荒年歉收，乡价涨为八十，其子也随众涨价，张八公却把钱退还买主。此后，他的儿

子再也不敢涨价。“至曾玄孙，皆登第。”黄溪人冯公，“为人本分，亦好施”，后来其子“登进

士科”。这二人，“用心本分，好施不吝”，不仅“乡人感德，并知名于当时”，而且其子孙，“亦

袭余庆”，“皆盛衍荣贵，列名科第”。朱棣以诗作评：“贫穷感惠自难忘，善行应知格上苍；不

独身安多享富，子孙科第并联芳。”③ 不但百姓行善会得福报，官员为官，遵守“天法”为善，也

会得到积极的后果，唐代唐临的境遇即为例证。唐临在做万泉县丞时，县里有十几个囚犯，

因为未交税赋而被关押。适逢暮春雨季，正是耕种的日子，唐临请求县令释放囚犯：“囚人

亦有妻儿，无稼穑何以活人，请出之。”县令害怕囚犯逃跑，不肯。唐临说：“明公若有所疑，

吾自当其罪。”县令有事请假回家后，唐临把囚犯全部召集起来让他们回家耕种，并且和他

们约定：春种结束，都要回到监狱。“囚等感恩，至时毕集县狱”，唐临从此出名。升任侍御

史一职后，“奉使岭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彦等申叩冤系三千余人”，累转黄门侍郎，加银青光

禄大夫。其间唐临“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对待家僮仆役的过失，“竟

不扬言其过”，宽仁待人。高宗即位后，任检校吏部侍郎，又迁任大理卿。高宗曾经询问在狱

系囚之数，唐临对诏称旨，高宗非常满意。刑狱事务，既重要又复杂，为此高宗叮嘱唐临：“为

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高宗亲录死囚，“前卿所

断者号叫称冤，临所之者独无言”，高宗感到很是奇怪，众囚回答：“罪实自犯，唐卿所断，既

非冤滥，所以绝意耳。”高宗叹息良久：“为狱者不当如此耶！”永徽元年，唐临为御史大夫。

①　 参见《四库总目提要·为善阴骘》。

②　 在儒家报应的话语体系中，“福报”既有功名、富贵、长寿、子嗣发达等“俗”的一面，也有寻求大道、潜心为学等“雅”

的一面；如孔子在世“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因其思想成就，孔子仍被视为上天祝福之人。不过总体而言，福报“俗”的一

面在儒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儒家思想局限性的一个体现。

③　 ［明］朱棣《为善阴鸷》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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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① 其孙绍，为给事

中，兼太常少卿。明成祖朱棣盛赞唐临：“按狱无冤死得生，廷中推谳更称平；阴功积厚天应

报，身至尚书子少卿。”② 唐临宽厚为人，敬业工作，其行为合乎“善”的行为模式，得到了“福

报”的天法后果。

“善待他人”“善行善报”在法理学中属于“构成性规范”，这种规范所调整的行为，在逻

辑上依赖于该规范自身，无此规范，则无该行为。③ 上天创生人类，是要人与人之间有和谐美

好的关系，这种美好关系就是“天法秩序”，需要借由“善待他人”这类行为规范得到构建。

人因遵行这类规范使天法秩序得以实现、天意得到满足，上天作为公义的法官，就会给予人

以正面的奖赏。康德在论述德性与幸福关系时，也认为宗教使得德性与幸福有了因果关系，

“神”不仅是个评判者、判断者，而且是个“分配者”。人能够按照他的“德性”，从“神”分配

到他应享有的“幸福”；同时也能从他享有的“幸福”中，推想出他的“德性”来。④ 上天按照

人行善的程度，分配给人相应的“幸福”，是为“分配正义”之举，体现了“天”正义、公正的属

性。如此分配，是在人间实现“正义”的天法秩序。对人而言，这是一种“守法”的“法律接

受方式”；“天法”之秩序，通过正面、肯定的方式得到了实现。

（三） 对天法“善恶报应”的消极违背，产生否定性的后果，使“天法秩序”强制实现

任何违法行为，都不能使法所预期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现实，相反只能是对这种关系构

成破坏。消极的行为模式，只能产生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同时，也必须通过否定性的法律

后果，才能抑制、阻止人的消极的违法行为。在“法律秩序”理论中，此为“法律的强制运

行”，是通过“违法”这一负面的“法律接受方式”，形成法律秩序的一种途径。在儒家的报

应理论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最终都有报应，人作出恶行，迟早会有“恶报”“余殃”

等负面后果。明末清初儒生通过阅读二十一史，总结出十类招致“天法”恶报的行为：“大

逆”“淫”“残”“阴谋”“负心”“贪”“奢”“骄”“党”“左道”等。如宋之问有才无行：宋之问，

汾州人，伟仪观，雄于才辩。诗律与沈佺期齐名，时人号为“沈宋”。唐武则天时，累转尚方

监丞。时张易之兄弟昵比宠甚，之问倾心谄附，至为奉溺器。及败，之问贬泷州参军，后逃归

洛阳，匿友人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以安王室。之问得其实，

阴使人上变，以乞赎罪。由是杀仲之。擢之问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

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太平深疾之。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

①　 参见《旧唐书·唐临传》。

②　 ［明］朱棣《为善阴鸷》卷三。

③　 参见［英］A. J. 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④　 参见夏清瑕：《另一种秩序：法律文化中的因果报应信仰》，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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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果。睿宗立，以其狡险盈恶，流之钦州，遂赐死。①

宋之问的案例，昭示世人：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负心”出卖恩待自己的朋友，导致

朋友遭受杀身之祸的行为，乃是大恶之举，最终必定要遭受上天的审判。宋之问仪表堂堂，

才华出众，但为人“狡险”，其被“赐死”的后果，乃是上天借皇权对其“盈恶”行为的审判所

致。这类案例在历史中为数不少，“韩信卖友”“孟尝君背齐”“李密负翟让”“姚苌负秦”等，

都反复证明“恶行”与“祸患”之间的逻辑关联，也昭示着那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天”，

是按照“天法”对人施行审判的。

对特定个人的伤害是恶行，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手段伤害众人，则更是恶行。

司法官若枉法裁判，可能没有国家法律的制裁，但难逃上天惩罚。“刑罚之事，其动天地也。

若夫一刑误而天为之怒，一事白而天为之解怒。一方蒙其休，一方且然。何有于治狱之一

家乎？苟有误焉，其受天戮也，将无孑遗矣。”② 商鞅在秦国变法，“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

族）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烹）之刑”③。其主导思想是“刑九赏一”“重刑

轻罪”，刑罚要大大超过赏赐，较轻的罪行也要用严刑峻法进行惩治，因此遭受酷刑的百姓触

目皆是。历史记载：“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

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④ 秦国因为变法而开始强大，商

鞅被封为“商君”。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有人告发商君谋反，秦惠王派人抓捕，商君逃至

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面前这位就是商君，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拒

绝商君入舍，商君仰天长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鞅尝到了自己所立苛法的苦果。

最终，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

之家”。⑤ 权倾朝野、显赫一时的商鞅，满门抄斩，身败名裂。商鞅的事业轰轰烈烈，但其所立

之法多为“恶法”，天心为仁，罚不当罪、滥施酷刑的法律严重违背天法之“仁”，可谓“制度性

作恶”，其为祸之烈远甚于普通人的行为之恶。清代儒生认为商鞅是“作法自毙”⑥，其悲惨

下场也是上天对其“以法作恶”审判的结果。

“不可作恶”“恶行恶报”在法理学中属于“控制性规范”，这种规范所调整的行为，在逻

辑上先于该规范并独立于该规范之外 ⑦，这种规范是通过界限使人的行为受到约束和控制。

上天要维系美好、和谐的“天法秩序”，需要通过“不得作恶”“恶行恶报”这类控制性规范来

①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②　［清］袁守定：《图民录》，收录于《官箴书集成》第五册，黄山书社 1997 年版，第 195 页。

③　 《汉书·刑法志》。

④　［清］姚苎田：《史记菁华录》。

⑤　 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⑥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00页。

⑦　 参见［英］A. J. 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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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的恶行，使天法秩序受到破坏，上天作为公义的法官，必须给予人以负面的制裁或

报应。“报应即是一种恢复公平的正义方式。”① 当天法被违反以至于正义的社会秩序不能

得到有效建立时，强制性“天罚”就会降临，人间的不义就能得到有效遏制。对作恶者而言，

这是一种“违法”的“法律接受方式”；“天法”之秩序，通过负面、否定的方式得到实现。

四、结语

法与善、正义是分不开的。如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法学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科

学”，塞尔苏斯明确主张，“法是实现善良和公正的艺术”。② 何为正义？乌尔比安的定义是：

“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③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

法律设立、运行及法律秩序形成的过程，也是正义实现的过程。“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

社会秩序。”④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实现主要依赖两个途径：一为通过国家

法律实现，一为通过“天法”善恶报应实现。“天法”就是法理学中的“自然法”，其位阶远高

于国家制定法。国家法实现的是制定法秩序，“天法”实现的是自然法秩序。“善恶报应”作

为一种法，其创设并维护的就是国家制定法之上的自然法秩序，特别体现着对正义秩序的追

求。儒家的“善恶报应”论，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不仅体现着自然法秩序

的实现，又关涉国家法秩序的实现是否具有更高的法理基础。当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合

乎“天法”原则时，官员、国家等主体就会得到上天“福报”嘉奖；当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

背离“天法”时，相关主体就会遭受上天“恶报”刑罚。这使得国家法秩序不得不接受“正义”

的自然法秩序的检验和矫正。尤其是在立法、执法、司法水准和技术都很落后的传统社会，

超验的“天法”运行格外不可或缺。当人们在制定法世界无法看到正义实现时，其本能地会

期盼“天法运行”，通过“超验审判”使正义降临人间。因为“报应本身就是正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这本身就是公平，就是公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报应’，人类的社会正义才得

以真正的实现”⑤。可以说，“善行福报”，就是通过“分配”实现的正义；“恶行恶报”，就是通

过“矫正”实现的正义。儒家的“善恶报应”论，实为一种法理性的“正义论”，其不仅是传统

中国人行为所据的基本法理，也是一种眼不能见却事实存在的社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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