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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 

— — 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方 灿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摘要：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 

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 

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 

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 

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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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尚未完 

全建立起来的时候，一本名叫《法律与宗教》的法律译著风行 
一 时，其中一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导青， 

更是在法律学者和学生们的口中和笔下被无数次地引用。不 

论这些引用者们是否真的领悟了这本书所传达出来的意思， 

但有一个人是确定无疑懂了，那就是这本译著的译者，著名 

法学家梁治平先生。梁治平先生为此书撰写的代译序《死亡 

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 文，虽然到今天已时隔近3O年， 

但是文中的许多论述，为当今的我们理解伯尔曼先生的原著 

《法律与宗教》仍有着明确的引导和启示作用。梁治平先生以 

其同样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为我们概述了伯尔曼 

先生的思想精髓，更为重要的一点，梁治平先生站在比较的 

角度结合我们国家的传统法律文化，对我们国家的法律与宗 

教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死亡”与“再生”本是伯尔曼先 

生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的一组反映西方法律与宗 

教的信仰危机的观念，而梁治平先生却在试图揭露我们的 

“危机”中来重新认识或建立我们的法律与宗教 ，也就是说 ， 

梁治平先生在洞察出我们的死亡危机之后，试图寻求我们 

“脱胎换骨”的“再生”。或许有人在看过这篇代译序之后会怀 

疑在梁治平笔下的这种所谓的 “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是 

否真的存在，或者干脆就问我们国家到底是否有能与法律相 

提并论的宗教，或者说梁治平先生的这种担忧是不是有点杞 

人忧天了，但是笔者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梁治平先生对 

中西不同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的追问，这种追问是无可非议 

或者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回过头来一想，伯尔曼笔下的由 

于法律与宗教信仰缺失所带来的“死亡”与解决这一缺失所 

带来的“再生”真的具有普世意义吗?我们真的如同梁治平先 

生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缺乏法律与宗教信仰的“死亡”境地 

吗?我们需要那种“重新创造出一种法律，重新创造出一种宗 

教，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法律与宗教”的脱胎换骨的“再 

生”吗?这些问题，对于当今社会的普通人们来说可能真的是 

杞人忧天的大笑话，就算是在中国法学界，也很少会有人有 

这样的追问，因为这些追问与各个部门法学科的研究看起来 

的确没有多大联系，更甚至对于法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来说 ， 

有过这样追问与思考的人也并不多见。但是这样一些足够明 

显，早在近 3O年前就应该被提出的问题，何以至今都无人提 

及呢?是人们对伯尔曼思想理解得不透彻，还是认为梁治平 

先生的言论太不切现实而疏于继续研究呢?不论如何 ，笔者 

认为这些问题对于深刻理解伯尔曼先生所提出的西方法律 

与宗教所面临的死亡与再生之论，对于反思梁治平先生所提 

出的我们所处的“死亡危机”之说，都很有启发价值。 

“这是一个法学家写的历史书、哲学书”目代译守I，从《死亡 

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这篇代译序的开头第一句话便可以 

看出梁治平先生是非常推崇原书作者伯尔曼先生的。从对伯 

尔曼先生的人生背景和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的透视，足见其生 

活时代的重重危机感。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危机四伏，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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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愈感陌生 ，此时的伯尔曼却将此视为西 

方文化死亡的前兆，“而它的一个主要征兆，便是整个社会对 

于法律与宗教的信仰严重的丧失”【lI代译序20导致如此信仰丧 

失的原因之一即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对立。而在这对立的后面 

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对 

立基础上的二元思维模式”Ⅲ代泽序7。梁治平先生在序文中说 

道：“要重新统一法律与宗教，首先必须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 

形式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从这句话足可以见梁治平先生对 

“二元论”解释的理解与支持。在谈到身处东方的我们的时 

候，“二元论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乃是和 

谐，是交融于一”，而且我们的法律也并非如同西方人所理解 

的那样 ，我们的法律是一种道德化的法律，也是一种法律化 

的道德——礼法— — 种不要求具有神圣性，不要求民众对 

其绝对信仰的法律。故此，梁治平先生认为，当我们现代的法 

律制度逐渐在西学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时，才发现那种蕴含 

于新建立的法律体系中在西方的精神价值影响下并在久远 

的西方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恰恰并不是我们的传统。这 

些法律“不但没有融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 

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而且，“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 

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刻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 

面”【1】代译序12~诚然，我们一开始就缺乏对法律的单纯地信仰， 

那么到了现代，那种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本质上是 

西方文化产物的概念、原则、规则又怎么能引起我们内心对 

其神圣性的意识呢?又如何能引起我们对维护其真义而执着 

地去献身的信仰呢?对这种困境与疑问，梁治平先生直言： 

“这样的困境不是比西方人面临的危机更加难以摆脱吗?”对 

于以上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也许并不是理解梁治平笔下我 

们的“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的全部，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困 

境其实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晓，大家都觉得国家的法律是理应 

当遵守的，大家并不会注意到这种法律背后的那些传统价值 

的理念，大家只学会了使用这种法律，而不知道该不该以及 

如何信仰这种法律，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时，的确 

会有这样的感觉：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那些核心 

价值观，诸如皇权、敬天、鬼神、和谐、天人合一之类与现代法 

治理念中公平正义、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的 

区别是如此的悬殊，的确会让那些沉浸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的人们不知所措，甚至会产生抵触的情绪，这在清末的几 

次变法修律所带来的争论中可见一斑。让人们初次熟悉以至 

于适应来自于西方价值观之下的舶来法律的的确确是很困 

难的，对于一个一直以来没有宗教支撑也没有法律信仰的民 

族来说 ，让人们去信仰那些舶来的法律也并非易事。但是，随 

着时空的变迁，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剔除了糟粕部分的传 

统文化与西学进来的近现代文化却在很好地滋养着东方的 

我们。从现实来看，人们并没有因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那些 

来自西方的传统因素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相悖而选择不 

遵守现在的法律，也没有因为现代的法律没有融人我们的历 

史，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传统价值而反对现在的法律，事实却 

是人们在不断地监督国家的法律有没有融入更多的现代因 

素——法治因素——公平、自由、平等、效率等等。人们已然 

接受了现代的法律制度，也没有迹象表明人们陷入到了无可 

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这一现实似乎与梁治平先生在代译序 

中的论述相左，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国家的传统中～直 

都缺乏对法律的纯粹的信仰，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 

治”始终占据主导，皇帝的口含天宪以及作为皇帝统治工具 

的律法一直都是处于人治的牢笼中，从传统中国的各朝各代 

的立法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立法的目的，作为中国古代立法杰 

出代表和高峰的《唐律疏议》将体现“尊尊”、“亲亲”的皇权和 

父权作为法律保护的核心，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维持自己 

的封疆王朝的统治秩序，律令仅仅是对被统治者有效，皇帝 

作为最高的司法长官可以随时创制律令条文，也可以随时废 

除它。在普通百姓心中，信仰的可能只有皇帝贵为天子的“九 

五之尊”的身份，绝对不会是那些经常变动的律令条文。“皇 

权至上”的思想从我国完全消失才不到百年时间，要真正形 

成“法治国家”还需更长的时间。而对法律的信仰，一个很重 

要的基础即法治国家的完全建立，我们国家虽然在新中国建 

立后的多年发展中逐步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根本方向，但 

距离法治国家的建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法律信仰问 

题，暂时的缺乏是合理和必然的，相信这种缺失在将来的某 
一 天必将被弥补。而且，还需提出的一点就是在中国近百年 

的法制近代化过程中，“拿来主义”已成为最主要的方式，但 

是，在不知不觉 中，人们拿来的不仅仅只是国外的先进的法 

律制度规定，还有看待事物甚至于学术研究的眼光和立足 

点。如果说在刚开始向外国“拿来”的时候，凡事总站在西方 

人的传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下看待分析事物是为了更好地 

“拿进来”并加以传播和学习而不得已为之的话，那么在旧的 

传统体制已被彻底扔弃，新的制度要求被慢慢提出来的时 

候，我们的眼光和立足点是不是该向“本土”转移呢。也许是 

“实用主义”或说是“需求主义”乃至于“功利主义”的社会环 

境下，人们只会随着社会经济财富的不断累积而要求更多能 

保护其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出现，在此，法学家们可能会考 

虑这些法律规定有没有注重吸收本土资源，而社会生活中的 

普通人们则不会考虑这些。所以当人们接受了这套蕴含有在 

久远的西方历史中形成的精神价值传统的法律制度之后，并 

没有“立刻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而梁治平先生 

之所以会得出 “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 

候，立刻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这样的意见，笔 

者认为，站在西方人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下来看待中国的法 

律与宗教问题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看， 

对于梁治平先生的“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的论 

述，笔者认为，应从一种可能性的预言的角度来看待，而不能 

将这句话理解为现实必然发生的结果。 

事实上，梁治平先生以其独到的视角和深厚的忧患意识 

曾说过，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困境比西方人面临的危机更加难 

以摆脱，我们正经历的“也是一种死亡的征兆”。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梁治平先生的这种论述具有进步意义并且这并非危 

言耸听。不论是否真实合理，按照梁治平先生所提出的“我们 

的危机”的思路 ，当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对法律与宗教 

信仰的缺失，而是我们的法律处于一种无信仰精神支撑的架 

空状态。中国人的宗教性格按照著名的宗教学大师牟钟鉴老 

师的说法在先秦时期已经有所成型，从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开始，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便不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后 

来的历史中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都在中国有过不小的 

影响，但是信奉的人毕竟没有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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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存在过的宗教还从来没有哪一个 

能与我们的政治并驾齐驱，“政教分离”一直都是我们的传 

统。也许可以说我们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至少没有类似于 

西方人对基督教的那种宗教信仰，便不可能像西方世界那样 

用我们的宗教信仰来影响并带动对法律的信仰。所以，从这 

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所处时代的“危机”的确较伯尔曼先生在 

《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谓的法律与宗教之间纽带断裂所致 

的西方文明死亡的危机更为严重也更为深刻；至少诸如伯尔 

曼先生等西方思想先进的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危机，并影响 

了许多人为之努力寻求解决之道，而处于东方的我们，对自 

己可能所处的危机浑然不知，更毋宁谈寻求解决之道了。从 

这个角度上来说，梁治平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在中国意 

识到并预言了这一可能存在的“死亡危机”。 

面对我们的“死亡危机”，梁治平先生给出了解决此种危 

机的再生之道，即“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综合，而是分析；不是 

克服二元论，而是破除一元论；不是综合法律与宗教之间的 

裂隙，而是重新创造出一种法律，重新创造出一种宗教，一种 

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法律与宗教”【lJ代译序120梁治平先生似乎 

没有怀疑伯尔曼先生笔下的由于法律与宗教信仰缺失所带 

来的西方文明“死亡”与解决这一缺失所带来的“再生”具有 

普世意义。在他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与伯尔曼先生笔 

下的西方在很多地方是恰好相反的，所以，当我们出现了与 

西方相似的或者比西方人面临的更加难以摆脱的危机时，我 

们所需做的是反西方之道而行之——他们需要综合法律与 

宗教，我们却需要分析我们的传统法律与道德；他们需要克 

服二元论，我们却需要破除一元论⋯⋯对于梁治平先生给出 

的寻求再生之道，由于太过于宏观和触及根本了，笔者并不 

敢妄加评论和修改。但是，若单纯地结合伯尔曼先生在《法律 

与宗教》一书中所说的“死亡”、“再生”等观念和梁治平先生 

在代译序中所述及的我们的“危机”与“再生”等观念。不可否 

认，梁治平先生所言的寻求再生之道有其进步的一面，并不 

乏对未来中国法律与宗教的启示意义。但同时，也应意识到 

实现之难，不可衡量，这种“再生”的观念，如“重新创造出一 

种法律，重新创造出一种宗教，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法 

律与宗教”对于我们正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是很难付 

诸实际的，我们并不能为了分析我们的传统法律与道德而推 

翻现有的法律，这样做必然会带来历史的倒退，我们更不可 

能改变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中国人的宗教性格而创造 

出一种宗教信仰，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其实，相信但凡读过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 

人都会被书中细微的辨析与区分和宏伟的叙事与论证所吸 

引和折服，他的叙述和说明是那么有说服力和坚韧，让你不 

得不相信他。可能同样是基于这一种最基础最浅显的感受， 

梁治平先生才可以如此细腻和深邃地完成这篇代译序：《死 

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这篇代译序是一篇极具诱惑力的 

文章。梁治平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们分析了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过渡到近现代化法制时期，可能隐藏在其中的大 

问题，并为此给出了自救之道。我们的传统所呈现给我们的 

不是让我们去理解和判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 

虚设”，也不是让我们去克服什么“整体性危机”①，我们所要 

解决和面对的是探求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传统的宗教观的 

内在联系，以期获得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正 

确领悟，以及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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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Comes from Mister Liang Zhiping 

FANG Can 

Abstract：For the Mr Pullman’S<Law and Religion>．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 Zhiping’S<Death and Regener- 

ation：the dawn ofthe new century>is not only a preface translation，but also a Chinese prophetic article ofthe<Law 

and Religion>．The article is no lack of insight，although it is a theoretical article，t}le author with his keen insight 

and deep insights not only summarized the author’S thought essence．but also opened the door for us to kn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nd Chinese religion．The article is full of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tent of the idea of”our 

crisis”，which not only examed to the”integrity crisis”of western in<law and religion>with Chinese perspective，but 

also formed the alert to people under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Key words：crisis；die；rebirth；Liang Zhiping 

① “整体性危机”一词来源于泊尔曼先生著作《法律与宗教》一书。其在书中写道：“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 

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正去向何方。”“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精神崩溃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性危机“正与宗教信 

仰和法律信仰的丧失有关”。见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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