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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J.Berman）是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之一，他运用历史

考察的方法，对包括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总

结，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

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作为基督教末世理论

的回应，伯尔曼认为西方的法律与宗教都出现了极大的危机，植根于深厚的基督

教理念，提出了超越法律，超越宗教的超民族的人类共同法思想，以挽救对法律

的信仰。 
伯尔曼以大量的史实，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教皇革命与西

方近代法律体系产生的原因,论述了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在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中

的重大作用,提出了西方法律传统起源于中世纪教皇革命的独特性论断。伯尔曼认

为法律传统是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西方的几次革命开始都打破了原有的法律

体系，但 终回归到法律传统中。伯尔曼认为这一切缘由于西方的共同的基督教

文化。但是在现今法律越来越蜕化为规则和条令，宗教变成私人产物的今天，伯

尔曼认为西方世界出现了极大的危机，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道。 
伯尔曼的西方法律传统与宗教的关系虽然还有很多让人质疑的地方，但对中

国法律传统的研究和我们对法律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思考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

义。 
本文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引言从伯尔曼的生平入手，阐述了伯尔曼法律思想形成的

缘由； 
第二部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于教皇革命，

此部分从“西方”、“革命”等概念入手，分析和论证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机理以及

西方几次革命对西方法律传统与宗教的影响； 
第三部分，现今的危机以及伯尔曼的理想。伯尔曼认为现今的西方正在经历

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伯尔曼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提出了应对之道——“人类

共同法” ，论证了他致力于通过综合，建构一种更完美的理论的努力成果。 
第四部分，对伯尔曼法律思想的评判及思考。阐明了伯尔曼法律思想独特的

理论贡献，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提出了研究伯尔曼的法律思想、伯尔曼对 20
世纪西方法律危机的分析及其应对之道对中国的法治不无启示。 
 
关键词：西方法律传统，教会法，宗教，革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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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old .J. Berman is one of the famous jurists in American currently . He makes 

use of the method of history investigation to many realm’s originally materials which 

includes law history, religious history, social history etc. to a analytical summary. In the 

way of investigating the spirit essence built up by searching of the modern western law 

system to look for a solution to the crisis faced by modern western law tradition . 

It appeared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in the terms of politic, 

economy at 20 century. Be the response to the Christianity latter part theory, 

Harold.J.Berman thought that both western law and religions appeared a tremendous 

crisis, plant a root at the deep Christianity principle, put forward common method 

thought which was beyond law , beyond religious and of the mankind of super race to 

save the faith toward the law. 

With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al fact, Harold .J. Berman used a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analytical method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reason why Pope's 

revolution and western modern law system come into being,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Christianity belief and the church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 

law system, put forward the special theory that western law tradition originated in the 

Pope's revolution in Middle Age. Harold .J. Berman thought the law tradition wa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 few revolutions in the west start to breaking the original law 

system, but returned to the law tradition . Harold .J. Berman thought that all of these 

were because of the common Christianity culture in the west .But nowadays law were 

more and more exuviated in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religion become into private 

thing Harold .J. Berman thought the western world appeared a tremendous crisis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way to reply i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law traditional and religious of 

Harold .J. Berman still had a lot of places which were suspecting, it had very big 

apocalypse mean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aw tradition and our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to the law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sis.Here,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Berman’s legal 

thought has been introduced br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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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western legal tradition.Berman believes 

that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stems from the pope revolution.Starting from a few 

concepts ,such as"west" and"revolution"...etc.,the mechanism of western legal 

tradition’s formation has been analyzed and argumented.Then the influence of a few 

far-fetched revolutions taken place in west on the region and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s been researched.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the present crisis and Berman’s ambition.Berman holds that 

the west is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nowadays.Comprehending from the 

angle of law,Berman has his own way to deal with the crisic that is man’s common 

law.So,the result of more kind’s theories that Berman concentrates to synthesize and 

construct or purchase is argumented. 

  The fourth part is about the remark of Berman’s legal thought.On one 

hand,Berman’s legal thought has its uniqu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on the other hand,it 

has some obvious shortages.So,researching on Berman’s legal thought that deal with 20 

centuries western law crisis may bring us some inspiration. 

 

Keyword: The western law tradition;the church law;religion;revolutio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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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伯尔曼及《法律与革命》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 1918 年生于康涅狄格

州, 获得过文学硕士与法学学士学位，并到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法律史专业，之

后陆续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又在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做过访

问学者，甚至还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过教职。期间在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

做过访问学者。现担任埃默里大学教授“法律和宗教”课程的罗伯特·W·鲁登道夫法

学教授(the Robert .W. Woodruff professor of law)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巴.阿里斯名

誉法学教授 (the James Barr Ames professor of law,emeritus )，同时他还在美洲天主

教大学(CatholicUniversity of America,CUA)法学院开设“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影响”讲座。①是美国比较法和国际法、法律史、商法以及法哲学诸领域公认的

权威，世界著名的苏俄法专家之一。 

伯尔曼为我们熟知，主要是他的两部作品《法律与宗教》和《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特别是后一部，自1983年出版以来，获得了法学界的极

好评价。旧金山大学法学教授威廉•巴塞特称《法律与革命》是“一部极富论战性且

深掘历史的力作”，“伯尔曼是社会主义法特别是苏联法律制度、当代法理学和商法

诸领域公认的杰出权威，他就是以这样的优势写作本书的。在现存的美国法学家

中，能够广博地汇集编年史写作任务的，诚可谓非伯尔曼莫属” 。“伯尔曼这部书

的不朽贡献不仅仅在于由于他对法律史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彻底批判，更为重要的

是，作为这一批判的必然结果，伯尔曼成功地重新激起法律家们对我们法律遗产

中 基本问题的兴趣” 倾注了伯尔曼四十多年心血的《法律与革命》，集其在中

世纪早期罗马法和教会原始材料以及在知识传播中的近五十年认真批评性的学术

成就，将一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清晰地归纳整理出来了。 

    在西方，研究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生僻的领域,但是能够成为像

伯尔曼一样的大家,其文章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的,在西方学术界大概只有20世

纪初的马克斯·韦伯一人。伯尔曼此书出版之前的关于基督教与法律关系的大部分

作品或是对教会法法令文献的汇编,或是从基督教神学意义上对法律加以解释。②伯

尔曼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其原因就在于他克服了上述不足,另辟

蹊径,从西欧中世纪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教皇革命入手,运用实证主义的历史考察

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教皇革命与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产生的原因,论述了基督教

                                                        
① 参见美洲天主教大学法学院主页 htp//Law.cua.edu/fac-staff/ 
② 前者如罗马教廷的《教会法大全》，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论法》则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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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教会在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这样一个独创性论断

——全部西方近代的法律制度实质上都恰好起源于中世纪的中期,更为确切地说是

起源于1075年的格列高利七世颁发的《教皇敕令》,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

体系。①作者写作《法律与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西方法律传统在二十世纪所面

临的一个全面的危机,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而这一问题是传统的实证

主义、分析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乃至晚近的社会学法学派所无法解

决的,因此,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确定为11世纪末的教皇革命意味深长。伯

尔曼指出,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领导

下遍及欧洲的为神职人员利益而反对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权贵控制的革命。

这一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会法的形成,而它的 大贡献就在于导致了教俗

两界的分离,由此所释放出的能量和创造力是极其巨大的。事实上,教皇革命以及西

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对立的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确具有至关重

要的影响。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应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以

教皇革命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

础,因而教会与神学的作用是贯穿《法律与革命》的一个基本论题。由此可见，伯

尔曼对基督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的作用持全盘肯定的态度，并且认为宗教与

西方法律传统应对危机的希望是一致的。 

 

1.2 强烈的危机意识——伯尔曼法律思想形成的背景 
伯尔曼 1974 年出版了《法律与宗教》，1983 年出版了《法律与革命》，梁治平

先生认为，那年代出生的人，不论西方人，东方人，都很容易染上“忧患意识” ②“伯

尔曼此书中表露出的危机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强烈关注，大概也可以追溯到他

儿时的经验”。③而《法律与革命》此书写作跨度之大在西方法学经典中也实属罕

见，作者花费了整整四十五年时间(1938-1983)来写作，也是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

形成了伯尔曼的法律思想。正是这四十五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出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根本性转变，为此书的写作提供了现实需要和可能性。伯

尔曼认为西方法律如今已面临深刻的危机，“二十世纪，国家吞噬了社会”④西方无

处不需要改革，而且无处不存在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些障碍。在资本主义世界

里，一方面，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政权立法正是在奥斯汀等人的分析实证法

学派的“恶法亦法”理论的支撑下完成的，这不仅践踏了人类的基本人权，也严重违

                                                        
①
 [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46 

② [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代译序）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③ [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代译序）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④ [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代译序）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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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基督教宗教信仰。①另一方面，战后西方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美国马

首是瞻，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国力衰退，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下风，欧

共体和日本迎头赶上，美国的“老大”地位受到挑战。与经济实力、政治影响衰退相

对应的是在精神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人(相当多的是大

学学生)中弥漫着一种不安、仿徨、对现实叛逆的颓废风气和遍及全美的吸毒、反

战示威、性解放、怪异行为等激进运动。无论是前者的国家行为，还是后者的青

少年群体自发行为，都是作者这种传统法学家所感到忧虑的。作者处于这样一种

危机中，这种现实的危机又迫使他这样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去思考，希望为

解决这种危机— 作者看来，完全是由于信仰的瓦解导致的— 提供思路和对策。

但由于今天大部分西方国家都能通过法律体制来逐步实现人们秉持的理想，已经

没有一处地方再需要古典西方政治意义上那种暴烈和彻底的革命，因此，20 世纪

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必须用其他办法来克服。伯尔曼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之间

商业、贸易以及交往的频繁，一种新的法律传统正在形成，而这种世界法传统将

有助于建立世界秩序和世界司法制度。我们有望期待一种世界共同法的到来，它

将调和吸收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其实这也是一种新形式的革命，

它的借口也是回到中世纪曾经有过的那种浸渍宗教情感、超越民族的法律传统。

与此同时，20 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里，狂热的共产主义

信仰和个人崇拜取代一切宗教信仰，党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法律行为，造成

这些国家法律虚无主义观念长期盛行。这些也是一名对社会主义法研究颇深的资

产阶级法学家需要探究的。在传统的西方法律史研究方法和结论无法很好地解决

上述问题的情况下，作者另辟蹊径，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个大

胆而又有说服力的论断，在西方法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3 宗教信仰和学识广博——伯尔曼法律思想形成的条件 
伯尔曼的基督教信仰在他的著作中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伯尔曼坚信，西方

法律的理念来自于超现实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帮助。不可否认是由于这

种宗教情结，才导致伯尔曼会用一种宗教分析方法来对西方法律史的传统研究方

法进行彻底批判。伯尔曼一方面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处于危机之中，同时他也期望

通过寻根溯源，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他看来这一途径就是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

的新的法律信仰)，而笃信宗教信仰在法律传统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伯尔曼创作的

基本动力。此外，伯尔曼作为美国 有成就的法学家之一，其在法理学、法律史

                                                        
① 参见《从法治国到法治》一文（刘军宁著，载于“思想评论”网，http：

//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con-law/rule%20law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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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法以及比较法学等专业都具有扎实的功底，他涉猎广泛，包括法学、宗教

学、历史学等领域。正如牛津大学马德格伦学院研究员艾伯特逊指出的，“不管人

们多么不同意他的解释，该书的巨大容量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分析不同

国家的不同法律制度，并对它们加以比较方面，伯尔曼可谓游刃有余，无与伦比。”

旧金山大学法学教授威廉.巴塞特也称“伯尔曼是社会主义法特别是苏联法律制度、

当代法理学和商法诸领域公认的杰出权威，他就是以这样的优势写作本书的。在

现存的美国法学家中，能够广博地汇集编年史写作任务的，诚可谓非伯尔曼莫属。”

广博的学术背景毫无疑问是对作者完成此书的巨大支持。正是具有如此积极的写

作热情和广博的学识，才帮助作者积四十五年之功来完成《法律与革命》这部传

世巨作，也从而显现了自己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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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2.1 西方法律传统与教皇革命 

伯尔曼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认为虽然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从 16 世纪开始变

得越来越具有民族国家的色彩而更少全欧洲的色彩，但它们都保留了西方的特征。

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教皇革命后得以形成的西方的法律传统。怎样认识这个传统

呢？伯尔曼写道：“不应将西方的法律传统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或政治统治的工具；

还必须把它看作西方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

种反映和决定性因素。”①这是一个深刻而又极富挑战性的论断，至少我们不能只

把西方历史中的法律传统完全归结为产生它的社会物质条件或观念和价值体系；

还必须把它部分地看着社会、政治、知识、道德和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因素。

因而对于它的形成的剖析应当逐层展开。 

2.1.1 “西方”、“革命”的界定 
    何谓“西方”，伯尔曼在导论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称，他要讲述的是一种被称为“西

方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并被有意识地相传

了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传统。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指一种特殊的历史

文化和文明，与东方文明相对，它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遗留的全部文化。在伯

尔曼看来，西方是不能借助罗盘来找到的。地理上的边界有助于确定它的位置，

但这种边界时时变动。所以西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指一种思想、一

个社会共同体，在中世纪，它表现为共同忠于一个单一的宗教权威——罗马教会。

西方也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它意指历史的结构和结构化了的历史

两个方面。伯尔曼强调，在 1050——1150 年之前的欧洲和此后的欧洲政治之间存

在着根本的断裂。他指出，像欧洲历史的大多数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在开始叙述

格列高利改革，授职权之争和通常所谓的中世纪盛期或 12 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研

究者必须从下列内容开始：凯撒的高卢战争，日尔曼民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法

兰克君主制的兴起，查理曼和阿尔弗列德大帝。从而，尽管某些人听起来可能感

到奇怪，欧洲的日尔曼民族仍然是前西方的。伯尔曼的结论是：西方不是指古希

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

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 

何谓“革命”，伯尔曼认为，周期性的激烈动荡是西方历史的特征，几次重大的

革命铸就了西方的历史主架，其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过程中已经由六次伟大的革命

加以改变。其中三次即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虽然各自“革命”的含义不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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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都可将它们称作由参与革命的人们所进行的革命。第四次革命即英国革命

只有到 1688-1689 年的终点时，才能开始称作革命(光荣革命)。这种说法与以往通

常将英国革命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的观点(1640-1689 年)确乎大相径庭。第五

次革命是新教改革运动，始于 1517 年路德对教皇的抨击。第六次革命即 1075 年

——1122 年的教皇革命，这是《法律与革命》一书研究的主题又称作教皇格列高

利七世改革。这几次革命则改变了原己存在的政治、法律、经济、宗教、文化和

其他社会关系、制度、信仰、价值和目标，新东西取代了旧传统。每一次革命都

标志了整个社会体制的基本、迅速、剧烈而持久的变化;每次革命都试图寻找真正

的基本的法律，呼吁回到过去的正义;但每次革命虽然改变了西方法律传统，却始

终保持在传统之内。政变和叛乱不是革命，长期渐变的和平演变也不是革命。那

种较为迅速实现的、伴有激烈斗争和巨大痛苦的转变才是革命。欧洲历史上的伟

大革命有 4 种主要特征:革命的总体性、迅速性、暴力性、持续性。革命是西方国

家政府和法律体制之源，它既指新体制借以产生的暴力事件，也指此体制得以确

立需要的整个时期。上述六次重大革命是“全方位的”革命，因为它们不仅涉及到创

设新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结构，新的法律结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视野，新的历史前景，以及新的

一套普遍价值和信仰。尽管许多旧事物存活下来，经过某些时间之后，甚至更多

旧的事物得到恢复，但在每次革命中，事物的总体——范例——却总是新的。因

此，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的重大革命应归因于法律制度过于僵化而不能适

应或“回应”新条件时所发生的爆炸。以求得其观点而强调这些重大革命的法律方面

并不减低反而会增强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方面的重要性。法律的

基本变化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结构要素相关联。并且所有重大革命都

没有在第一天就成功地废除革命前的法律，并在第二天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和永久

的革命的法律制度。 

2.1.2 教皇革命形成了西方法律传统 
在伯尔曼看来，虽然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从 16 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

国家的色彩而更少全欧洲的色彩，但它们都保留了西方的特征。“西方”文明是有着

共同情感、超越国界的文明，因此它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的”制度、价值和概念；

这些西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被有意识的世代相传数个世纪，形成一种“传统”。

而“传统”，伯尔曼认为： “指过去与未来之间那种延续性的意识，就如 Edmund 

Burke（伯克）所说的那种代际之间的合伙关系，返身向我们的先祖寻求向未来世

代行进的启示。Jaroslav Pelikan 曾以这种对传统的忠诚与泥古主义（traditionalism）

相对照。他写道，泥古主义是对生者的死的信仰，传统则是对死者的活的信仰。

前者仅仅是对过去的重复，是为历史而历史，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全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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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历史性（historicity）,即改变以往的经验以解决新问题，一种历史延续性

的意识，一种生生不息的观念。”①
这些传统包括法律的相对独立和自治、法律职

业化、法律的科学性、法律的实体性、法律的发展观、法律的内在逻辑性、法律

的至高无上和多元性等等。在伯尔曼看来，这样的一个不断有机发展的传统，并

不能通过继承而得来，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自觉、积极参与其中，去争取而来

的。从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时代起，法律改革便一直是这种传统经常表现出来的

特征。而一个社会的法律 初都从它以外的某些东西来获得权威性，剧烈革命的

周期爆发并没有障碍西方法律的历史性。历史如同一张无接缝的网向前延伸，法

律的革命终归要回到历史的法律传统中去，它只不过对这种传统加以改造，并将

它导向新的方向，法律就这样向前演进。革命之后，许多旧事物存活下来，新的

法律制度仍然是改变了的原来的法律传统，只不过事物的总体总是新的。 

与泰格、利维突出资产阶级的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不同，伯尔曼将教皇革命作为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把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

位于 11 世纪的教皇革命。他指出，11 世纪后期和 12 世纪早期，专职法院、立法

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其主要动力在于

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 1075 年发起的革命。这场革命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

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正是这场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俗

两个方面一系列重大变革使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因为它一方面结束了神权政

治，促成了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另一方面又使罗马教会成为西方第一个

近代国家，教会法成为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另外，教皇与世俗权力的冲突、

对抗和妥协，造就了权力制衡的制度基础。伯尔曼显然在这里把宗教摆在了极其

重要的位置上，认为是基督教赋予了法律以神圣性和权威性，突出了教会和教会

法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法律也就被看作是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

使命的一种途径。他将教皇革命作为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也就是西方近代的起源

的这一独特视角，挑战了西方法律传统和法治的起源说。这种崭新的解释，促使

人们关注 11 世纪与 12 世纪西方历史的断裂，有利于认识法治和西方法律传统的

形成离不开基督教的思想文化背景。伯尔曼进而认为教皇革命后形成的西方法律

传统都具有独特的文化特性，并把西方法律传统概括为以下 10 个方面： 

①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

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与它们区别开来； 

②与这种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实施被

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③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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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换言

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

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 

⑤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

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⑥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动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

代发展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它包含一种有

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⑦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

也是一种变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处在不断发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

述着一个经历； 

⑧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 12 世

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便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

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⑨西方法律传统 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

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法律的 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

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论则根源于基督教教会政治体和世俗政治体的区分； 

⑩西方法律传统思想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越超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

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的剧烈冲击。不过，这

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

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①伯尔曼总结西方法律传统的这些特征主

要是源于他的忧患意识和宗教情感。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中的 10 个

特征只有 4 个即前四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关于前四个特征，伯尔曼指出，罗马法传统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上述特征，

而当代许多非西方文化则不具有这些特征，11 世纪前通行于西欧日耳曼民族中的

法律秩序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他们为西方所独有。而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后

六个特征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某些人相信这种

危机甚而在实质上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的终结。这里，伯尔曼再次表达了他在《法

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流露出来的担忧，“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满五十时便会经验到的那种危机。其时，

他们极为严肃、并且经常不安的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正去向何方。现在，

我们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以全民族中各种群体的名义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全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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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化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①这些思虑也是伯尔曼创作的基本动

机和动力。对我们而言，而这些也就是伯尔曼写作此书的初衷，该如何面对这些

危机去寻找出路呢?伯尔曼认为我们应该从源头出发，或许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

形成机理的分析更具启发意义。 

 

2.2 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机理分析 
2.2.1 神学思想的作用 

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概念和价值都有其 11 和 12 世纪的

宗教仪式、圣礼以及学说方面的渊源，反映着对于死亡、罪、惩罚、宽恕和拯救

的新的态度，以及关系神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设想。虽然这些法律的

神学渊源己走向枯竭，但是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法律制度、概念以及价值却仍然

得以保存。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所有西方国家以及所有处在西方法

律影响之下的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宗教态度与设想的一种世俗遗留。历史

地看，这类态度与设想先是表现在教会的仪式，圣礼以及学术之中，后来则表现

在法律的制度、概念和价值中.当这些历史根源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候，法律的许

多内容便显得缺乏基本的有效性资源。 后审判和炼狱学说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

神学与法学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系。在过去，罪被理解为一种异化状态，是对人

的存在的一种减损；现在却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具体的错误行为，欲望和思想，

对此需要通过此生或来世一定时期的苦难予以惩罚。将罪孽作为分离上帝和世人

之物这种更为根本的见解反而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哪些具体的有罪行为、欲望和

思想应当受到惩罚、应当课以什么种类或程度的现时苦难则基本上是由道德法予

以确定的，这种道德法首先来自《圣经》中上帝的启示（神法），其次是来自人

的心灵与思想中的上帝启示（自然法）， 后由教会的实在法界定。教会法来源

于神法，并受到神法的检验。② 

神学领域和法律领域的概念先后建立凭借的是宗教隐喻和类推。尤其安瑟姆

的救赎理论用正义和正当秩序来解释人民的苦难与神的恩典，安瑟姆试图离开启

示——将基督搁在一旁（Christo remoto）——（借助必然理性）并且“仅仅通过理

性”来证明上帝之子的献身乃是人类之罪孽得以救赎的惟一可能的手段。简洁论证

为：上帝为了荣耀创造了人。而这种荣耀要求人将其意志服从上帝。人的不服从

将受到丧失上帝所得以创造的荣耀，并将阻扰上帝的目的。但是人为上帝所做的

任何事情都不具有足以恢复上帝荣耀的价值，那么就只有一位神——人（God-Man）

——耶稣基督才能够并应该牺牲自己，从而补偿罪价。因此人对上帝犯下的大错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8 
②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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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相当的牺牲获得上帝的赦免。上帝是仁慈的，又是正义的。教会对隐秘

的事物不予裁决，所以仅仅是犯罪准备不能受到惩罚，至少要有犯罪的企图，即

开始犯罪行为过程的外在行为(类似于今天刑法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阿伯拉尔

也指出，只有外在行为才会是“人间法院”应当审查的东西。有罪的思想和欲望只可

以由上帝加以惩罚，由教会的“天国法庭”在包括忏悔的补赎圣事中加以确认，道德

上应受指责不等于施加刑事制裁正当。 

可见，基督教精神在不断地以神法和自然法形式注入到教会法律制度之中而

转化自身力量的过程中，也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2.2.2 经院主义方法的应用 
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中世纪基督教会对经院主义方法的应用可以认为是

宗教发展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又一大贡献。其时，基督教会呈开放之势，善于

利用人类文明的精华，尤其对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政治学的利用。经院派法学家

不仅确信可以通过理性从权威文本中推导出一般的法律原则，而且‘对立和协调矛

盾’也被用来塑造教会以及世俗社会的法律制度。伯尔曼认为，不仅教皇革命和‘罗

马法文本的重新发现’是西方法律传统的起因，大学的兴起和经验主义方法的应用

也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大学才能提供把经院主义方法应用

于罗马法研究的环境。正是得益于经验主义方法的应用才有了 12 世纪到 13 世纪

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大规模复兴，即历史上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经院派法学家利

用经验主义方法对大量的法律学说进行分析和综合， 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也许

就是格拉提安的伟大著作《矛盾教规之协调》。经院主义的方法用于具体的法律

问题不但调和了权威性文本中的矛盾，而且产生了新的学说。经院派法学家的法

律技术表现出与近代法律技术之间的相似绝非偶然。“除了精心阐述能够为适用于

具体案件的规则提供基础的一般法律原则外，12 和 13 世纪的法学家，无论是教会

法学家还是罗马法学家，还对一般概念加以界定，” ①使得法律术语概念化。教会

和世俗两方面的并存与竞争，使得法律原则与概念的明确表达变得重要。伯尔曼

相信，经院派法学家创造了一种法律‘科学’，而这种近代意义上的法律科学是近代

西方科学的先驱。他还提到，“如果没有从 12 世纪到 15 世纪发展起来的宪法性法

律、公司法、契约法、财产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当代理论家认为与资本主义划等

号的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②在上帝与人之

间的调和中，基督教第一次让西方人具有了对法律科学的信仰，也许在伯尔曼看

来这才是 重要的。 

    在教皇革命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伯尔曼提到的教会法学家界定的对近、现代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83 
②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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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影响的概念主要有:犯罪、故意和因果关系的种类、占有权、信贷、合伙和

合营、公民自由、有机发展、代理权、公司、契约之债等。伯尔曼提及的意义深

远的一般原则主要有: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的相分离的原则、圣职权与管辖权相分

离的原则、限制权力和权威的管辖权的原则、关联每个人的事务应该得到每个人

考虑和同意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应平等等西方宪法性原则;要求君主受到法律的

约束，法律至上的原则；习惯法和制定法等实在法服从自然法；以及为执行法律、

为自卫，为保护他人、为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财产，必要时可使用武力的原则(类似

于今天的正当防卫原则);另外还有每一项犯罪都要受刑罚、刑罚与罪刑相当、法无

明文规定不为罪、外在行为才构成犯罪、个人在精神不健全等错误状态下做的违

反法律的事情可免予刑事责任等重要刑法原则。 

    经院主义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法律内在逻辑性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客观上也证

明了法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 

2.2.3 罗马教皇教会权力的扩张 
    在西欧中世纪，自公元六世纪末教皇上升为政治势力以来，教会逐渐成为一

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经济上，它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恩格斯曾指出：在

中世纪，教会占有土地几乎达整个西欧的三分之一），有独立的税收权（如什一

税、初生税等），在政治上，它有着完备的机制，行使着广泛的管辖权，伯尔曼

指出，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它声称是一种

独立的、公共的权威。它的首脑教皇有权立法，而且在事实上教皇格列高利的继

承者也颁布了稳定连续的一连串法律；有时他们是以自己的权威颁布，有时他们

是借助于召集的教会会议颁布的。教会还通过一种行政管理等级制度执行法律、

教皇通过这种制度进行统治，就象一个近代君主通过其代表进行统治一样。更进

一步说，教会还通过一种司法等级制度解释和适用它的法律。教会行使着作为一

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

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

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诚如伯尔曼所言，

暴力既不能使革命的一方获得 后的胜利，也不能使对立的一方获得 后的胜利。

教皇革命以新与旧的妥协而告终。…… 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

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

激进的要求。平衡 终由法律确立起来。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说，教权与王权的

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

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为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伯尔曼指出，在西方，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

但自 12 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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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承认。人们常争辩说，君主可以制定

法律，但不能专断地制定，他应受法律约束，除非合法地修改它。① 

    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与战争也为近代民主宪政提供了 初的实验场所。例如，

在英国《自由大宪章》（1215 年）素来被称为英国 早的宪法性文件，而“无地王”

约翰（1199-1216 年）之所以签署这一限制君主权利的文件，恰恰是为了联合大封

建主、骑士和市民阶级利益。在法国，历史上 早的三级会议的召开也是起因于

王权为了在对教权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1296 年，教皇卜尼法斯（1294—1303

年）公开反对教会向世俗政权纳税，法王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禁止金银出口，

断绝了教廷从法国得到了财政收入。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取广泛的支持，法

王腓力四世在 1302 年召开了由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参加的“三级会

议”，从此“三级会议”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② 

    在伯尔曼看来，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使政治权威被分成教会政权和世俗政权两

个部分，而这又使多种司法管辖权成为可能。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

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西方法律传统 突出特征。伯尔曼指出：“十二世

纪初至十三世纪末是西方法律传统成形的时代，它有一个特点，即存在着各种不

同的，刚刚建立的法律体系，形成多个司法管辖权并存的局面。许多刑事和民事

罪行同时为教会法规和世俗政权的法律所涵盖，比如教士犯的某些罪行，或俗人

与教士或教会财产之间的诉讼，以及俗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却向教会法庭求助。

而在世俗法律制度方面，某些事情是皇室法庭或封建法庭都有权审理的。另外，

违反庄园法的农奴如果逃到城市，一年后可以按照城市法获得自由，并豁免庄园

法的追诉。生活在多种法律体系的人，事实上获得了额外多的自由。”③ 

    不仅如此，多种司法管辖权的存在也促进了法律的系统化、合理化。教会法

体系和世俗法体系的格局，转而导致了在教会法律秩序内部各种世俗法律体系的

复合体，而更特殊的则是导致了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辖权。而且，为了

保持复合、对抗法律体系间的复杂的平衡，就必须使法律系统化和合理化。这势

必在 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伯尔曼还特别强调，传统西方法有高级的信念，政治权力机构制订的法律必

须服膺高级法，否则不具有效力。国家应根据法律建立——第一部斯堪的纳维亚

的法律著作就曾以这样的话开头。同时广泛传播的对法律统治的信念在理论上也

是支持依法而治。这种信念即是，国王的臣民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服从他的命

令。伯尔曼分析道，首先，这种信念植根于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俗条；其次，

                                                        
① 转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解读》http//www.law_lib.com/lw/ 
② 转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解读》http//www.law_lib.com/lw/ 
③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9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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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念植根于对每一种权力都施加了实际和理论限制的世俗和宗教权威的二元

性；再次，法律至上的信念植根于在每一个王国内部世俗权威的多元性，尤其植

根于王室、封建和城市政治体彼此之间存在的辩证紧张关系。这也是教皇革命彻

底性的一面。 后，对法律至上的信念在封建等级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义务

关系密切联系，也与承认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以及官方和民众的管理机构之间辩

证的互动关系相联系。封臣反抗他的领主的权利和农民基于庄园习惯而享有的权

利，在发展出可用以对抗专制权力的法律意识过程中是重要的因素。①透过伯尔曼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依法而治的信念，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是高

级法的终极创造者，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源于多元权威（以王权和

教权为主）相互对抗的社会格局。 

伯尔曼分析道，教会虽然也是中央集权制，具有集中化和系统化的法律，但

它只主张管理生活的一半，另一半由各种不同的世俗权威机构来管理。教皇的专

制统治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教会依靠法律治理，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专门

法院、专门财政署和文秘署的复杂官僚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

家，一个法律组织，是一个依法而治的“法治国”。这样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一直存

在着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对西方法律传统就具有深远作用，复合的司法管辖权和

复合的法律体系成为西方法治的一个标志。革命之前基督教曾经努力提高王权，

致力于把统治者从一个部落首领改变成一个国王。国王也借助宗教权威加强王权，

虽然教皇和皇帝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是教会始终支持帝国的观念，也支持皇

帝对教会本身的领导权。那时的教会是由世俗统治者和教会统治者管理的基督教

信徒的集合体，并非政治权威的对立面。为了教会不受贵族和地方政治经济的腐

蚀和影响，王室必须控制教会。但是这两种权力的交界之处总是存在着争执，教

会不断要求教皇领导下的教会自由，而国王又力图维护和恢复对教会管辖权的某

些限制。在斗争中，双方都以法律去反对当时存在的一些事实和条件，并不断努

力创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自此后，西方法律便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 

2.2.4 教会法体系---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伯尔曼指出，1075—1122 年的教皇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

皇领导下整个欧洲的神职人员为教会利益而反对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权贵控

制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会法的形成。教会法曾经长期被片

面地看成中世纪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奇异的宗教专制主义的法学体系。”直到

二战后学者们开始更多地从罗马法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传统中寻找到了近代欧洲社

会形成的因素。从而认为教会法是西方历史、文化和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正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9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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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蒂尔尼在他对公会议主义的经典研究中指出的，在公会议主义和当时萌芽状态

的民主政治思想的背后，是 12 世纪以来教会法学家界定和阐发的一系列概念和范

式，他们的法学理论和政治思想 终成为近代西方民主的重要渊源，包含着法治、

代议制和主权在民等观念的雏形。①伯尔曼认为，在 11 世纪晚期以前所完成的教

会法汇编中，法律规则完全与有关崇拜和信仰的规则（以及非规则）相混合。以

致于任何人都不会试图将法律的方面分离出来，并将他们转化为一种体系。在这

方面，伯尔曼赞成德国伟大的史学家鲁道夫·索姆的观点。②伯尔曼认为，11 世纪

晚期和 12 世纪教会法律的系统化在所有方面都与教皇革命密切相关。在教皇格列

高利七世死后到格拉提安之前的这个时期里，许多新的汇编出现了。在 11 世纪 90

年代，沙特尔的伊沃第一次在著作中以一种紧凑连贯的形式描述教会的全部法律，

并将他的著作称为 Pannormia（“全部法”）。③伯尔曼认为，法律学术的这种突飞

猛进不仅表明了一个紧密的教会法律家集团的出现，而且也表明了教皇革命的领

袖们对于教会法所给予的重视。这一发展是与教廷对它的立法权的宣告密切相关

的。格列高利七世第一次主张教皇具有“根据时势需要而创制新法律” 的权力。他

以及他的继任者们所颁布的称为教令的新法律并不是被简单地视为在既存教规之

上增添的东西，而是某种新东西。这样，一种革命性的分期法便引入了教会法的

历史之中，并且这种概括运动于 1140 年在格拉提安伟大的著作中达到高峰。④因

此，格拉提安所构想的教会法律体系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一个法律体系并非一

具僵尸，而是一个活体，它根植于往昔而伸枝于未来。与有时人们所假定的情形

相反，法律进化论的概念并不是爱德蒙·伯克、费里德里希·冯·萨维尼以及 18、19

世纪的历史法学派的一项发明；它从 11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开始，就先后成为教

会领域和世俗领域的西方法学家—以及非法学家—的一项基本的前提。这些相互

关联的因素--①旧法与新法的历史分期法，②作为一种统一结构的两种法律的概括

与融合，以及③整 个法律体系随着时间推移，在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步的概

念---乃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典型特色。因此，伯尔曼认为，西方社会的第一个法律

体系就是近代的教会法律体系。并且在教会法律体系的影响和刺激下，世俗法律

体系也逐渐形成。 

教会法体系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还是一种过程，一种将规则适应新形势的

辨证过程。伯尔曼认为，教会法必须追溯的根源并非 6 世纪拜占庭的罗马法，而

是 11 和 12 世纪基督教世界里复兴后的并经过改造的罗马法学家的法律。伯尔曼

                                                        
① 彭小瑜·教会法研究·[M] 商务印书馆·2003.1-2 
② 鲁道夫·索姆认为，只是到格拉提安的著作出现后，教会法才真正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性”的，而 11 世纪     
以前“旧的天主教的”教会法就其性质而言，实质上是圣事的、精神的和神学的。 
③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50 
④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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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来修正这样一种错觉：教会法学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罗马法学家在法律的性质

和功能方面具有同样的基本理论，对于对立事物进行分析和综合方面，也具有同

样的基本方法---在这类理论与方法方面，罗马法学家与教会法学家相互借鉴，程

度相似。①伯尔曼认为，教会法是教会的实在法，但罗马法却不是西方任何政治体

的实在法。只有通过立法或法学家解释而明确地融入实在法之中，罗马法的规则

和概念才能成为西方帝国的实在法，如同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成为西方教会的实在

法一样。罗马法被称为“教会法的一个侍女”：它同样可以被称为帝国法律的一个侍

女以及正在兴起的世俗王国和城市国家实在法的一个侍女。罗马法被视为已经完

成的、不可改变的，是只能重新解释而不能予以变化的东西。与之相反，教会法

虽然也是从往昔继承下来的，但它并没有完成，它可以继续加以再造。它具有一

种随着时代推移而有机发展、自觉成长的特性。这一点赋予它某种杂乱无序的特

征，从而有可能使它在作为一门学科时吸引力要少于罗马法，但是，从道德与政

治的观点看，这又确实是更有意义的。因为它作为一门科学的“无序性”正是它作为

一种体系的能动性---它的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运动---的必要内容所在。这样一种时

间纬度的存在乃是近代西方各种法律体系的一种本质属性。 

罗马教会在 11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第一次作出圣职权与管辖权之分，是罗马教会

基本的宪法性原则之一，实行对 高统治权进行法律上的限制。在地区和地方的

层次上，教皇政府通过他的使节和其他各种官员在地方上行使权利，而主教不单

纯是教会的官员。每一位主教在他自身权威的层次上都至高无上— 高的法官，

立法者和行政官，除非教皇干预。教皇权力也受到主教们的制约，同时主教辖区

里的各种官员对主教起着相当大的限制作用。教会政府的宪政首先是由对教会权

威的范围本身的限制加以推进的。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立渗透到整个教会法

律体系之中。作为教会宪法的是社团法，12 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利用了此前罗马的、

日耳曼的以及基督教的社团概念。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协调了三种相互竞争的概

念体系，旨在解决在教皇革命之后的现实法律冲突的实践性方案：包括教会与各

种世俗政治体之间的法律冲突，也包括教会内部的法律冲突。他们相信，有关每

个人的事务应该得到每个人的考虑和同意。从教会宪法体系中，又逐渐发展出各

种实体法律规则体系。从教会对圣事的管辖权中发展出教会婚姻法;从教会对遗嘱

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教会继承法;从教会对于教会有薪圣职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教

会财产法;从教会对誓言的管辖权中发展出教会契约法:从教会对于罪孽的管辖权

中逐渐发展出关于犯罪和侵权行为的法律体系。在五种管辖权的关联之中还发展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53 
② “社团”一词来源于罗马法，把当时国家视为一个社团，但不同教会法和日耳曼法的是，他的权利和义务

是用行政手段而不是在法院中予以调整的。并且罗马的社团法律规则是通过教会而引入日耳曼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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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司法程序方面的规则体系。因此，教会法成为一套包括社团法、刑法、婚姻

法、继承法、财产法治、契约法治以及诉讼程序的法律体系。 

 

2.3 西方六次革命对西方法律传统和宗教的影响 
2.3.1 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 

伯尔曼认为，西方的历史一直以周期性的激烈动荡为特征，在这种动荡中，

先前存在的政治、法律、经济、宗教、文化和其他社会关系、制度、信仰、价值

和目标被推翻，而由新东西取而代之。在历史的进程中，西方法律传统已经由六

次伟大的革命加以改变，相伴随的是宗教的改变。这六次革命伯尔曼把他们称为：

“教皇格列高利改革（1075-1122）、德国的新教改革运动（1517-1555）、英国革命

（1688-1689）、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①而每一次革命，都在被视为整

个社会转变的前后关系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或大大修改了的法律制度，也标志着该

次革命所取代或根本改变的旧法律制度的失败。这些旧法的失败，表明它不能及

时地回应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未预见到根本性的变革且没有及时实现这些变

革。伯尔曼认为，可能是由于西方法律传统性质中一个固有矛盾，即它的目的之

一是要维护秩序而另一个目的是旨在实现正义。秩序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关系：它需要变革又需要稳定。正义本身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它包含着个人

权利与社会共同体福利之间关系的紧张。实现正义一直被宣布为是法律本身的救

世主理想，它在教皇革命中与末日审判和上帝王国相联系；然后在德国革命中与

基督教徒的良心相关联；在英国的革命中与公共精神、公正和过去的传统相联系；

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中与民意、理性、人的权利相联系；在俄国革命中则与集体主

义、计划经济和社会平等相联系。 

为了在这些伟大的革命中找到表达的关于正义的救世主理想，这些重大革命

都必须经历这么个过渡期，在这期间，相继迅速地制定了新的法律、法令、规章

和命令，并迅速地对它们进行修改、废除和更换。不过，每次重大革命 终都与

革命前的法律妥协，通过将他们吸收到反映革命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价值和信

仰的新法律制度中从而恢复它的许多成分。因此，由重大革命所确立的新法律制

度保持在原来法律传统之内，并改变了该法律传统。而六次革命后西方法律的 10

个传统中只有 4 个即前 4 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特征，后六个却存在以

下变化：第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20 世纪的法律都越来越不被看作一

个连贯一致的整体、一个体系和一个法令大全，而被看做一盘大杂烩，一大堆只

是由共同的技术联合起来的支离破碎的特殊判决和彼此冲突的规则。旧的法律科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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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己经被放弃并被一种玩世不恭的哲学所取代，人们只好求诸一种原始的实用主

义来证明法律结构的规则和判决的合理性。 

第二，法律具有世世代代向前发展的特征的信念也己经减弱，广为流行的观

点却是:法律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没有自己的历史，充其量它只有大事编年表。 

第三，过去的法律中己经发生的变化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被看做是对

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回应和对法律科学与法律实践之间紧张关系的解决办法，

而被看做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 

第四，法律超越于政治的观点似乎已逐渐让位于下面的观点:法律在任何时候

都是国家的工具，即实现那些行使政治权利的人们意志的手段。 

第五，同一法律秩序内存在众多法律管辖权和法律体系，这种法律至上的根

源也受到了威胁，即在每一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管辖权和法律体系全都淹没

在一个中央的立法和行政规章的方案之中。教会早已不再是世俗权威有效合法的

抗衡力量，经济和社会秩序中的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

下已经失去效力。国际法要么被国内法吸收，要么被拒斥而无效。 

第六，开放西方法律传统超越革命，及它超脱于曾周期性的席卷西方各国的巨大

而全面的巨变这种信念，正受到相反信念的挑战，法律完全从属于革命，推翻一

套政治制度并由另一套制度取而代之而导致一种全新的法律被视为理所当然。① 

2.3.2 对宗教的影响 
这是社会关系的——也是人性的——处于紧张关系中的两个方面：法律以其

稳定制约着未来；而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伯尔曼认为，

法律的世俗化和实证主义法律理论的出现是路德宗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贡献的

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使法律摆脱神学教条和基督教会的直接影响。伯尔曼引

用德国法学家鲁道夫·索姆的话说：“路德的改革不仅是对信仰的革新而且也是对世

界——宗教生活世界和法律世界——的革新。”路德的改革宣称，教会并不是一个

立法机构；教会是信徒的无形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信徒都是牧师，他们

彼此服务，在同上帝的关系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私人”。每个人都要以个人

方式直面作为“上帝之语”的《圣经》。路德用一种新的“两个王国”的理论替换了罗

马教皇体制革命的“双剑”论，认为无形的教会，由所有信徒组成的教士阶级，都属

于恩典和信仰的天上王国，受《福音书》支配；地上的王国，“此世”的王国，包括

可见的制度化的教会，为法律所支配。②而清教改革则强调在路德主义中曾居于次

要地位的两个要素：一是信仰所有的基督徒——不单单是基督教的统治者——具

有改造世界的义务；二是信仰地方公理会，把在选举的牧师和长老主持下的公理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4-46 
②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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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为信仰活动的中心——“积极的信众团契” 高于任何政治权威。积极的清教公

理会会众关心改革世界，在维护他们的信仰时，藐视教会和国家的 高权威，他

们这样做是基于个人的良心，也求诸神法、《旧约》中的摩西法律和体现在中世纪

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法概念。①这样，传统的宗教逐渐地降到个人或私人事务的水平。 

在传统的宗教在法律发展中作用减弱的同时，新的世俗宗教（意识形态，“主

义”）②则被提升到狂热信仰的水平。伯尔曼认为，新的世俗宗教始于法国和美国

的革命——即将宗教的心理学以及先前曾在各种形式的天主教教义和新教教义中

表达的许多宗教思想，注入世俗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种宗教的正统信仰通过一

种自然神论的哲学得以保存。这些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重大革命的宗教思想家们

——如卢梭和杰斐逊等人——不是信仰上帝，而是相信人，即作为个体的人、个

人的本性、理性和权利。伯尔曼把自由的民主看成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世

俗宗教——第一个脱离传统基督教同时又从基督教中接收了神圣含义和某些主要

价值的意识形态。在自由的民主在变成一种世俗的宗教时，伯尔曼提醒我们不要

忽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基本原理虽然区别于自由民

主制的法律基本原理，但却表明了它们在基督教中有着共同的渊源。《苏维埃共产

主义建设者的道德法典》中的以下原则：“认真为社会的福利劳动…不劳动者不得

食”；“人人都要关心公共财富的保存和增长”；“集体主义和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一

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等明显与 1641 年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法典《自

由法典》异区同工。因此，革命对宗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3 法律与宗教的共同要素 
伯尔曼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包括苏联的法律），就是建立在过

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许多价值上面的。世俗——理性模式

忽略了法律中某些超越了理性的要素、尤其是那些为法律与宗教所共有的要素的

重要性。这与把法律主要看成是一套规则并且低估了规则被宣示于其中的语境有

关。法律和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首先，通过仪式，象征着法

律客观性的仪节程序；其次，经由传统，即由过去沿袭下来的语言和习俗，她们

标志着法律的衍续性；依靠权威，即对一些成文的或口头的法律渊源的依赖，这

些渊源本身就是决定性的，它们标志着法律的约束力； 后是凭借普遍性，即主

张法律包含了象征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联系的普遍有效的概念或者洞见。这四种

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一如它们存在所

有宗教里面。 

如英谚所云，正义不但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法律的各项仪式（包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6 
②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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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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曼认为，在法律和宗教里面需要这种戏剧

化，不仅是为了反映那些价值，也不仅是为了彰显那种认为它们是有益于社会的

价值的知识信念，而且是为了唤起把它们视为生活终极意义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

的信仰。法律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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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和权威上，法律与宗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希望法律不衰，

我们就不能不重新使法律具有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本质上是宗教的献身

激情，正好比我们必须赋予宗教信仰中社会的、因此也是法律的因素以新的生命。

因此，在法律与宗教的共同性上，伯尔曼认为，“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

来，为此，他需要相信超越他自身的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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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社会制度，否则，

社会将解体，将分崩离析。”①
也如梁治平老师在《法律与宗教》序言所说，宗教

与法律彼此制约，又互相渗透。他们处于对立之中，但是没有另一方，则任何一

方都不能够完满。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 

 



 

20 

 
3 现今的危机以及伯尔曼的理想 

 
3.1 伯尔曼对法律的理解 

在法律是什么这个法哲学基本问题上，伯尔曼不赞同以往西方法学界通常是

将其定义为由在某个特定国家生效的一大堆立法、行政、司法规则、程序和技术

组成的规则体的法律概念。在伯尔曼看来，将法律界定为规则体是过于狭窄了，

必须寻求更为广义、更为综合的法律新概念。他认为，将法律归结为一套处理事

务的技术性手段，往往会使法律概念限制于历史，误把一国的法律等同于我们的

全部法律、把一国的法律史等同于我们全部的法律史，造成管窥公测之弊。这将

限制对法律的认识。他认为：“由于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即把法律界定为

规则体，有碍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

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传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这种法律观点相伴随的

历史眼光被严格地局限于多少是晚近的过去和某个特定的国家， 实际上，它甚至

可能完全不是历史的眼光，而只是局限于现行政策和价值的眼光。” 这样这种法

律概念限制了对历史的认识。在法律的开放性上，他认为过于狭隘的法律观点妨

碍了其他学科的学者（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有效地研究法律。如果仅

仅把法律看作通行的规则、程序和技术，那么，社会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对它就

不会有什么兴趣。也应该注意到，那些由此而遭受损失者不仅是法律家，而且也

包括社会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因为这剥夺 了他们透视本学科的 丰富的材料之 

一的权利。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已经变得过于行为主义和支离破碎，

特别是如果说我们的历史编纂已经变得过于民族主义和过于局限于较短的时期，

那么，部分原因正是由于我们的法律思想也已经变得如此，因而已经脱离了职业

学者的总体事业并由此脱离了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总体视野。他还认为这种法律的

概念造成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不信任。他说：“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法律玩世不恭的

态度一直是由当代有时被称为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叛激起的。这种法律形式主义强

调作为法律推理和正义观念中核心要素的一般规则的统一适用。”① 

对于近代西方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诸

家学派都因视角的偏颇而难以概括其法律全部内涵的特征，伯尔曼作为一位综合

法学的力倡者，他认为综合意味着法律的新纪元，呼吁“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派—— 

政治学派（法律实证主义）、道德学派（自然法理论）和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

——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伯尔曼认为，朗·L·富勒曾把法律界定为‘使人的行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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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规则约束的事业’。①
这个定义适当地强调了法律活动高于法律规则。但我想通

过指出以下一点走得更远一些：这个事业的目的不仅仅是公正地制定和适用规则，

而且也包括其他的管理方式，诸如投票选举、发布命令、任命官吏和宣布判决等。

而且，在法律一词通常的意义上，它的目的不仅仅在干管理：它是一种促成自愿

协议的事业—— 通过交易谈判、发放证件（例如信用证或所有权文据）和履行其

他性质的法律行为。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人们的立法、裁决、执行、谈判和从事

其他法律活动。它也是分配权利和义务和由此解决冲突和创造合作渠道的一个生

活的过程。除此之外，伯尔曼在其他地方对法律的内涵也有多处论述，如他说“法

律主要不是法规或者适用这些法规于案件的法律观点的汇编，不是对如何把法规

应用于案件的各种方法加以分析的博学论著和文章的汇集。这些都是专家们头脑

中法律的残迹，而在任何一个社会，构成法律之基本实体的乃是持续不断地制定

和重订法律的事件序列；这些事件，连同其意识、传统、权威和普遍性，不但显

示和实现了法律的原则和策略，而且表明并且实现了法律的价值，法律的情感”，
②“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 它是在进行立法判决、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人”，，③“法

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

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④ “法律不

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 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

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法律制度和诉讼制度、法律

的价值、法律概念与思想方式和法律规范。它包括有时称作‘法律过程’或德语中所

谓法律‘实现’的东西”，⑤
等等。 

综上可以知道，伯尔曼认为，法律不仅是一种统治工具，也是对于人类理性所

理解的道德准则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习惯的派生物，一种根源于社会共同体的

历史价值和规范的产物。伯尔曼的这种理解也是与对于狭隘法律观的批判是相融

合的，一方面是由于他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还是历史法学都不

能单独的为理解法律提供基础，任何单一层面的法律理解都只是法律事实的三分

之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伯尔曼将这种狭隘法律观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过于行

为主义和支离破碎，历史编纂方法过于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其三，是由于“为了

在一个单一的框架内对西方数个世纪存在的许多特别的法律体系进行比较”， “探

                                                        
①
 朗.Ｌ.富勒是当代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他在名著《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法律事业说，将

法律界定为“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将法律当作一种活动，将法律制度看作一种持续的、有

目的的活动的产物，认为作为有目的的活动，法律的特点是会遇到许多困难，而法律如果要实现其目的，

就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富勒的法律事业说是在与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的论战中逐渐形成

的，其  内涵较规则体说要丰富得多。 
②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90-91 
③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8 
④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3 
⑤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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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这些法律体系与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价值和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需要。 

 

3.2 现今的危机 
今天的西方社会，民众对价值和信仰变得越来越无所谓，他们更关注眼前的

利益，更关注今生。人们怀疑道德价值和信仰的作用，开始怀疑良心、友谊和其

他许多金钱之上的东西。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像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 20

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这一点并不是科学上能证明的，而 终是由直

觉感知的，我们正处在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危机中，

我们整个的法律传统都受到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

且也包括源于 11 和 12 世纪的西方法制的结构。这种危机正来自西方经验的内部

和外部。在内部，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已经对西方

各国的传统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和法律概念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在过去，虽然也

曾有使西方法律传统要素受到毁坏威胁的革命动荡时期，但这种传统毕竟存活了

下来。对整个法律传统挑战而不仅仅对这种传统的特定成分和方面的挑战，是今

天的新情况；这首先表现在与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哲学的遭遇之中。在过去，西

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

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legalism”）。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西方

本身已经开始怀疑传统法律幻想的普通有效性，尤其是它对非西方文化的有效性。

过去认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的法律现在看来仅仅是“西方的”法律，而且许多人还

在议论说它甚至对西方来说也是过时的。 

伯尔曼相信，这次法律危机在范围上超过西方法律传统早期的危机，人们这

样看待这种危机：即以某种不那么夸张的方式把它称作不是对作为西方过去 9 个

世纪来所理解的法制基本原则的挑战，而是对这些原则适用到 20 世纪新情况的挑

战，至多是对自 18 世纪或可能自 17 世纪或 16 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的某些“自由主

义的”或“资产阶级的”法制的变种的挑战。有人说，在所有西方国家，法律正在脱

离那种伴随着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而变化的个人主义的假

定，而趋向某种集体主义。从这种观点来看，20 世纪的法律危机在范围上类似于

西方法律传统早期的危机，诸如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1640 年英国革命后和

1517 年德国革命后发生的危机。据说，正如那些革命开辟了一个代替“封建”法律

的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法律的新时代，1917 年俄国的革命则开辟了一个取

代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整个西方，不仅传统所说的公法

和私法而且在可以称作社会法的领域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者包括家庭及

影响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法律。结婚和离婚已经日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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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是由协议解决的，而父母子女的权力实际上也已经受到削弱。当家庭越来

越多留给个人自己设计时，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到法律的限制。 

因此，西方法律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其转变的剧烈和重要程度如同

1789 年法国革命、1640 年英国革命和 1517 年德国革命所显示的那样。构成了对

传统西方的法律制度、诉讼程序、法律价值，观念和规则以及思想方式的严峻挑

战。就目前的危机来说，伯尔曼认为，与过去曾经打击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

相比，目前的危机更深。它不仅是自 18 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的个人的主义的危机，

或自 17 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危机，或自 16 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主义

（Secularism）的危机；而且也是自 11 世纪后期一直存在至今的整个法律传统的危

机。在所有继承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一直根源于某些信仰和假设：

即这些法律制度本身一直以这些信仰的有效性为先决条件。这些信仰和假设——

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

不仅正在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的

头脑中消失，而且正在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此外，也

正在从法律本身中消失。法律正在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

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在 20 世纪，西方法律

传统的历史土壤正在受到侵蚀，这种传统本身正在面临崩溃的威胁。 

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不仅仅是法哲学的危机，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危机。西方

法律传统的崩溃，只是部分因为 1917 年 10 月始于俄国并逐渐传遍西方（也遍及

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它常常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也只是部

分地源于对国民经济（福利国家）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通过巨型集中化的公司实

体（公司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面官僚化；更多地是来自从 1914 年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危机。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和技术革命，甚

至也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如果不是这样，西方社会就能够像在过去的革命情

况下所做的那样使它的法律制度满足新的需要。伯尔曼认为，危机的危险的一面，

20 世纪官僚国家的一个主要弱点，便是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控制经常超出，

用 Roscoe Pound（庞德）生动的说法，有效的法律行动的范围。虽然为取得国家

计划和国营企业自主性之间的平衡有过许多试验，苏维埃的计划经济 终无法有

效运作。同样，苏维埃国家对工厂、社区等志愿联合以及学校和家庭严密的法律

控制，只是削弱了这些组织。另一方面，机会则是恢复和更新我们的法律传统——

不是通过再造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而是通过创造一种不是自上支配因此而削弱、

而是自下巩固从而加强构成所谓“市民社会”的志愿性联合的法律。这样的法律须是

不仅出于国家，而且也来自志愿联合的组织。事实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尤其

在其较早阶段，法律不仅而且主要不是来自国家的立法权，也是而且主要出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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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人和群体在其日常的相互交往中创造的关系。人民、社会而不是国家、政府

权威一直被认为是法律的主要渊源。组成各种联合的人们、建立相应的权利和责

任的雇主和雇员、彼此间订立协议的商人们、把孩子们抚养成人的父母们——他

们建立了各种民间（unofficial）法律关系，创造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习惯法的制度。 

 

3.3 伯尔曼的理想—人类共同法 
伯尔曼认为，今天所面临危机的思想根源来自西方传统的二元思维方式。对

过去的研究有助于克服今天的危机，这是伯尔曼的一个重要思想。既然历史形成

了西方法律传统，那么解决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也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启示。法律

不可以脱离历史，仅仅被归结为一套处理事务的技术性手段;也不可以把一国的法

律等同于我们的全部法律、把一国的法律史等同于我们全部的法律史。西方的法

律原本来自于一种传统，而没有英美法和大陆法之分。经过几次革命的改变，18

世纪末西方法律传统才分裂成如今我们所见的世界两大主要法律传统:英美法律传

统和欧陆传统。法律的概念也被分裂，法律实证主义是排他的政治和分析的法学，

自然法理论是孤傲的哲理的和道德的法学，历史法学派只强调历史和社会经济，

唯我独尊，各派法学都全不顾及人的情感、信念与终极关怀。我们需要一种能够

综合这三个传统学派并超越它们的法学。这种法学必须强调，“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这不仅涉及理性和意志，而且涉及感情、直觉和信仰，涉及整个

社会的信仰。任何一种法律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

们的。我们还应该以一种复合的历史观看待法律，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不囿于任

何单个历史。首先应该冲破民族主义的藩篱，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该对西

方的共同遗产予以肢解。历史上的法律和宗教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是今天

的现实却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使法律和宗教都处在危机之中。面对这种分裂的局

面，我们必须调动整个传统的应变能力来克服这种危机。资料证明，全部西方近

代的法律制度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中期。如果没有从 12 世纪到 15 世纪发展起来

的宪法性法律、公司法、契约法、财产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当代理论家们认为与

资本主义划等号的 18 世纪的经济政治变革也不可能发生。西方历史中的法律不完

全是产生它的社会物质条件以及观念和价值体系，它部分的也是社会、政治、智

识、道德和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因素，不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结果之一。

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人们都越来越注意到分化的危害。 

因此综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与传统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决裂。法

律宗教的对立、以及神学家和法学家之间的对立主要源于历史上的二元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把上帝、自然、社会先后作为理解和思维的对象，导致了主观与客

观、本质与形式、灵界与俗界、法律和宗教的截然分离。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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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说明了这种二元思维模式对于防止国家的衰败、国际关系的紧张、战争等方

面是无能为力的。它只有让位于综合的思维方法，以“亦此亦彼”取代“非此即彼”，

不再以理智反对情感，而是一个整体的人去思考和感受，去信仰法律而不仅仅是

遵从它。基于对历史的研究和对今日危机的思考，伯尔曼认为，只有建立一种反

映全世界人民共同愿望的世界共同法，重新找回法律的宗教情感，才能解决今日

我们面临的危机。在新教革命以后，西方的宗教和法律日渐分离，法律不断丧失

它宗教的一面。人们对于法律丧失了情感，那种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对公正审判

的要求、受平等对待的愿望、对适用法律前后矛盾的反感、以及对于非法行为的

痛恨和对法律及其相关事物忠实的强烈情感都渐渐淡去，法律变得漠不相关。几

乎所有西方国家今天都受到了这种对法律玩世不恭态度的威胁，这正是今天西方

所面临的危机。要想解决这种危机，必须重新对法律注入宗教情感，建立一种世

界性的法律。 

另外，作为一个法律思想家、法学专家，伯尔曼看到了历史上各大法学派别

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所以伯尔曼致力于建构一种更完美的理论，在前面已

有的成果基础上，让学术更进一步。由于经历体会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伯尔

曼才有了这种关怀整个世界、关怀法律发展的忧患意识。让世界少一些冲突，多

一些和谐友爱是大师们的理想，那么建构一种可调和各派的法理论、构思一部全

世界人民行为指南的“共同法”正是伯尔曼 良善的愿望。这是否能够在有一天真正

实现，我们从来都无法预料，也无从知道。伯尔曼构想共同法的灵感，部分来自

于他看到的商法的成功，部分的来自于国际主义的影响。伯尔曼强调历史断裂为

了说明:宗教与法律原来一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今日的断裂预示着一种危机，

那么在这个新的千年里我们该如何直面危机?建立一种“共同法”，综合以前各大学

派的优点，建立一种约束全民的法。这是一种理想，而构思它的，却并非伯尔曼

一个人，也不是伯尔曼的独创。早在国际联盟提倡议的 100 多年以前，康德就己

经提出“世界公民”、“永久和平”的哲学规划。许多学者都认为，从中世纪到现代的

欧洲便曾经有过罗马法、教会法和商法等构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共同法。

20 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也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哈贝马斯对全球化市场

经济时代中政治制度和市民社会面临的挑战作出了理论回应。他以欧洲一体化为

分析背景，认为一种超民族的政治整合必须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的集体认同之

上。加之近代以来关心比较法、人权等领域的研究，再次唤起学者们的梦想:设想

建立一种以文明国家之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文明人类的共同法。但伯尔曼对此却功

不可没，他致力于通过综合，建构一种更完美的理论的努力，已经结出了更进一

步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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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法律，超越宗教，我们正在体验着旧秩序死亡，期待一个综合的新时代。

伯尔曼认为建立跨国界、跨文化的法律体系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在进行，只是尚

未命名为世界法而已。 明显的就是世界经济法，从事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的人

们创造了共同的法律工具、法律语言和法律制度，藉此处理他们遍及全球的货物、

金钱以及资本交易。提货单、银行信用证等在全世界有着相同的法律性质。不但

如此，在非经济领域，例如人权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一批国际人权法律，

或者至少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法律当中的部分内容。伯尔曼相信，在下一个千禧年

中，我们可能建立世界社群，它将靠世界社会法来保护，这一社群除了依靠共同

接纳的法律价值来维系，还会依靠现世所有宗教所共享的共同价值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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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伯尔曼法律思想的评判及思考 

 
4.1 伯尔曼法律思想的理论贡献 

除了前文已经论述的他将教皇革命作为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论证了现代西

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以及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以外，笔者以为另外有三点是非

常突出的贡献： 

一是认定革命对于法律传统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伯尔曼不满美国二战以来流

行的法律、宗教观念变得过于狭隘，以及两者间源于传统的密切纽带因此而断裂，

社会陷入混乱，法律丧失原有的神圣性，宗教又被视为纯粹的伪善。因此从探寻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原因开始，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俗两个方面一系列重

大变革视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通过论述革命在法律

传统中的作用来分析和批判一些既有法律理论，从而寻找法律重获信仰的可能，

并由此建构出一种新的法律观。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比较有启示意义的问题是伯

尔曼关于如下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什么因素在作祟肢解了法律传统原本共同的

法律起源，价值和概念。反用一下埃德蒙·伯克的那句话：“欧洲实际上是一个有着

普通法共同基础的伟大国家。欧洲全部的政治和经济都是从同一个渊源中生发出

来的。”①我们就可以揪出这个幕后者就是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伯尔曼认为是民

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肢解了共同的文明遗产，使历史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我

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支撑着民族国家如此热衷于重写历史。这可以看成是

伯尔曼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可以看成是他的独特贡献之一——革命对于法律传统

有重大影响。 

二是提出了一种“法的社会理论”②，试图综合三个传统的法学派别——法律实

证主义、自然法理论和历史法学派，以建立世界范围内新的法律传统。教皇革命

以及西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对立的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确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认为教皇革命之后西

方法律传统才形成，唯有伯尔曼有此理论洞见，这一切也都根源于伯尔曼运用“整

体历史观”论述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运用“整体理论观”解释法律及应对西方法律

传统危机的理论贡献。③从伯尔曼对“法律与宗教”这一主题的研究脉络看，从《法

律与宗教》到《法律与革命》以及《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调和》 他对西方

法律传统有一脉相承的观点。1974 年出版的《法律与宗教》，1983 年出版的《法

                                                        
①
 转自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5742 

②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8-53。 
③ 见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5778 



 

28 

律与革命》，1999 年作的演讲《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过去与未来》，以

及伯尔曼在 1999 年接受《二十一世纪》杂志采访时的观念， 都源自于一种整体

历史观与整体理论观。在对西方法律传统“危机”的洞察中，离不开对历史文化的整

体感悟；而解决之道更是必须有一种整体理论观，任何单一的社会理论都不能有

效解释法律、应对“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历史观中，教会法才显示

出它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革命与西方法律的关系才得以澄清；在

整体理论的视野中，才能对西方法律传统进行 全面的解释，对危机进行目前

有希望的解决。也正是从整体上观察，西方历史上每次重大革命都有一种“千禧年

的追求”，这有非常深的宗教渊源，它们“是以基督教的末世论为基础的，而后者又

以犹太教关于历史向 后结局即终点行进的幻想为基础。”但基督教的末世论在教

皇革命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11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早期，人们才第一次把重

生看作适用于世俗的社会”。关于这种根本变化，伯尔曼认为“这是一种在基督教时

代的新的解释：它把希腊的回归循环的思想与希伯来朝着既定终点线性运动的思

想和早期基督教的精神诞生和新生思想结合在一起。”这种“千禧年的追求”不仅在

伯尔曼的“革命模式”中意义重大，对其研究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整体理论也具有

核心意义，而这只有在所有革命的整体中才能看出来。也从而在“革命的法律”的整

体视野中，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西方法律传统主要特征的形成过程。比如，路

德的改革通过打破教会法与世俗法的二元制，使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与道德相分

离”等一系列观念得以形成，“路德关于个人的观念变为近代财产法和契约法发展的

中心”，17 世纪的清教徒们“为表达在英美两国各自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

的法律奠定了基础”。 后，在《法律与革命》的尾论部分，伯尔曼再一次强调，

法律既是物质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既是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既是一种统治工具，又是人类理性所理解的道德准则的一种表达，还是习惯的一

种派生物；法律自教皇革命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劲的历时性因素，同时还具有一

种强劲的传统因素。“传统不仅仅是历史的连续性。一种传统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因

素的一种混合。”“法律的、逻辑的、传统的、神圣的和目的的这几个方面的结合，

过去并且现在仍可能是使法律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一种可以理解为具有持续

发展能力的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条件。”①从而小结性地、再一次鲜明地表达

了他力主用整体历史观与整体理论观建立“法的社会理论”的思想。 

三是阐明了权力制衡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伯尔曼揭示了以教皇革命为起

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提供了西方法律传统产生的基础。教权与各种

世俗政权的对抗与妥协，以教权和王权的二元对抗为主导的多元政治格局的形成，

其实质就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故可以认为：权力制衡是西方法律传统

                                                        
①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5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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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先决条件。这种权力制衡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教权与

王权以及世俗权力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这一制衡机制在资产阶级兴

起并掌握政权以后， 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伯尔曼观察西方法律传统

的这个特殊视角，使“权力制衡”成为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核心概念功不可没。 

 

4.2 伯尔曼法律思想的缺陷 
伯尔曼的理论在给予了我们智慧的启迪的同时，也存在着缺陷。在洋洋洒洒

的著述中，伯尔曼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西方法律传统中只有为罗马法传统所享有的

四个特点仍然留存。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都不

能很好地解释历史，更不能解释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认为它们都是一元决定论

的思维，指出法律实质上既是物质的又是意识形态的，“不应将西方的法律传统简

单地理解为经济或政治统治的工具；还必须把它看作西方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它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种反映和决定性因素。”但是他在反对西方法

律传统解释上的一元决定论的同时，自身也同样陷入了一元决定论的陷阱中，这

主要表现在他对宗教之于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的论述中。教皇革命前

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是否这些巨大的变化都与教皇革命有

关系呢？伯尔曼把这些历史巨变归因于教皇革命，认为宗教理想是了解西方法学

传统的关键，将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的地位抬高到极点;而泰格则认为是

从 11 至 19 世纪 800 年间资本主义的兴起促成了法理学革命①。他们两人以相差无

几的史实述说不同的重心——商人和教会——对法律体系的影响和改造。西方法

律传统的发展离开历史上的那些动乱是不可能得到全面了解的，这些动乱既包括

教皇革命和宗教原因，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经济原因，甚至还包括许多其他方

面的原因。而伯尔曼却将宗教视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认为没有宗

教就没有法律的权威，把教皇革命视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唯一性因素，这样就

忽视了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的作用，特别是当时新

兴商人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影响被他忽略掉了。因此伯尔曼在批评别人的同时

他本人也未能摆脱一元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在历史编撰问题上，伯尔曼构建自身法律史的同时，批判了传统西方历史编

撰的民族主义情结；以及 18 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社会理论”的历史编撰规则，并

从三方面——人类学的分层理论、经济决定论及各种政治决定论的社会学理论

                                                        
①
在泰格的视野中，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商人阶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

其扩展活动领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创办了工厂、银行和市镇，由此触动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势力，

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 终达成妥协。并出现法律协调。与此同时，基于商业贸易对契约

法则的内在需要，商人阶级也自立法律，法律体系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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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学家、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思•韦伯进行了批判，其批判人类学的分层理

论、经济决定论及各种政治决定论的社会学理论仅仅从单方面关注了西方法律传

统，然而，在其自身历史理论建构时，却采取了一种以信仰为主旨的法律史，显

然他在总体上采用了整体观，而在分析与建构具体问题时却又采用的单一论，这

就不是有道理的。仅就法律而言，从法律体系内部去探寻其根源，从一般意义上

讲，应该比从外部视角更准确、更透彻。当然，内部视角不是外部视角的简单相

加，因而并不是单单一种综合就能将问题解决。实证主义法学派、自然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在伯尔曼看来，均只论述了法律的部分“真相”,但不能单独的为理解法

律传统提供基础，而“一种法的社会理论依照它对法律的定义和分析应该强调精神

和物质、观念和经验之间的互动作用。应该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派——政治学派（法

律实证主义），道德学派（自然法学派）和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综合成

一个一体化的法学”。并且，伯尔曼还将社会理论的历史编纂与三大法学派的学术

关注相对应，认为马克思的法律是一种统治工具的观点，是与实证主义法学向一

脉相承的；韦伯的法律是人类理性所理解的道德准则的一种表达，是与自然法理

论相关联的；而人类学的法律是习惯的派生物的观点，是与历史法学派相一致的。

也就是说，综合法学将在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之上来形成自身的理论。在此显

然伯尔曼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①再则伯尔曼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

价上也有失偏颇。他对中世纪教会神职人员诸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大主教贝克

特不吝溢美之词，然而对于他们同时代的世俗政权统治者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和

英王亨利二世却评价不高，这是由于作者写作时的基督教倾向造成的。以英王亨

利二世为例，他在位时进行了有效的司法改革，通过建立王室司法机构，发展令

状制度和引进陪审制，奠定了王室法律体系的基础，促进了 12 世纪英国普通法的

形成。②伯尔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为近代英国王室法律体系奠定基础的

正是在亨利二世时期，这种法律体系的存在至少延续到十六，七世纪。”③ 

 

4.3 伯尔曼法律思想的启示 
“不能只把西方历史中的法律完全归结为产生它的社会物质条件或观念和价

值体系；还必须把它部分地看作社会、政治、智识、道德和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独

立因素，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结果之一。”④伯尔曼化解西方法律传统

危机的努力是塑造和强调西方法律具有的独立性。他对西方法律的独立性的塑造

和强调体现在，他认为西方法律的发展是一种“自觉的有机发展”，这意味着法律的

                                                        
①
 见正来学堂，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5743 

②
 张彩凤．英国法治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③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38 

④
 [美]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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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植物的生长，其过程是自足而独立的，有其特有的路径

和连续性。这实质上间接表明法律并非一味受制于其他因素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内

在独立性。而相对于中国法律，邓正来先生认为，虽然自 1979 年以来中国在重新

进入世界结构的同时启动了认识和实践中国法制之全面建设的历史进程，26 年的

努力使中国不仅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法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

诸多重大的成就。但是必须承认,随着立法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

普遍适用,为中国法学所取得的那些成果及由此产生的知识“浮夸风”所遮蔽的各种

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而其中 为凸显的问题之一便是新近制定的各种法律在中国社

会巨大变化和制度急剧转型之情势中的具体功效问题。①而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

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秩序这一

基本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

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理想图景的法学

时代。”由此邓正来把在中国没有法哲学关注“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看做中国法学的

危机。 

“由中国处在大规模的‘立法阶段’出发,我们可以引入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作为

我们的参照性背景，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 17 和 18 世纪开始进行大规模立法的那

些岁月中,当然也包括自此以后所展开的普遍的立法运动中,西方法学——除了其

他的知识贡献以外——所做出的 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为人们评价、批判或捍卫

立法或法律制度提供了作为判准的各种各样的西方自然法观点或图景,并且完成了

从立法哲学到法律哲学的转换。自然法学论者们正是根据诸种作为判准的自然法

理想图景或立法哲学为西方现代社会秩序之性质的型构和强化提供了正当性基

础。他们不仅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实践活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还在立法运

动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②邓先生认为如果有了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则

能探寻一条从当下的中国角度来看更为可欲和正当的道路或者一种更可欲和正当

的社会秩序;则能使法律为中国人共享一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

活服务等等。如同伯尔曼为西方法律传统加入了浓浓的宗教因素一样，邓先生为

中国法律加人了某种道德负载，并承认了他所主张的理想图景带有“自然法色彩”， 

然而，负有道德品格的法律应当如何建构? 这种理论追求背后的根本诉求是什么?

怎样认识 20 多年来中国法学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又批量地产生了在知识生产上

的“浮夸风”？为什么中国法学会基本上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为什

么中国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个主要经由某些“技术”或“工具”而连接起来的

存在诸多冲突或矛盾的法律规则集合体？仍然是更多地关注特定功效而较少关注

                                                        
①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23 卷第 1 期 
②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23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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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本身的性质并缺失整体的发展方向？我们应当怎样去寻求体制变迁中的

中国在当今的世界结构中适合自己的法律和法律秩序？或许伯尔曼对 20 世纪西方

法律危机的分析及其应对西方法律危机的解决之道，包括前文所阐述的他的理论

贡献，对我们确有其值得挖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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