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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法律文化解读

———世界三大宗教法的价值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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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世界三大宗教法 ———古印度法 、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诞生于特定的土壤环境 ,具有

不同的内涵与价值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三大宗教法对社会生活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对后世

世俗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后 ,逐步走上现代文明法制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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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印度法 、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共同构成了世

界三大宗教法 ,是世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传统社会 ,法律以追求价值合理性为取向 ,这种取向

在三大宗教法那里得到充分体现。三大宗教法均通

过宗教信仰的强化而社会化和内在化 ,成为人们价

值认知的纽带 ,凝结为一种生活方式 ,让人们去自觉

遵守。这种价值取向顺应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

需要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三大宗教法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对后世世俗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在当今世界法制史苑里 ,三大宗教法独具魅力与风

采 ,特别是伊斯兰法至今仍被阿拉伯民族广泛使用

着 ,其价值可见一斑。

一 、三大宗教法的理念权威之神圣

一个法律体系如果没有深入人心的共同意识与

价值观 ,是难以具有长久施行与广泛传播的活力的 。

这种共同意识与价值观成为宗教教义的源泉 ,纵观

三大宗教法的产生背景 ,古印度法起源于古印度

人 ———雅利安人的自然崇拜 ,教会法的兴起与基督

教有关 ,伊斯兰法伴随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国家的

形成而产生 。不难发现:法律与宗教密切结合 ,二者

一体化成长的态势 。宗教法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共

同意识与价值观 ,另一方面也带来宗教教义及以此

为基础的法律的神圣性 。

“人类是万物之灵 ,但其成长过程却是一幅充

满了艰辛与坎坷 、苦难与死亡的历史长卷。不论是

自然的压抑 ,还是人为的动乱 ,都会使人类产生一种

生命无常的心态 ”。
[ 1]
宗教法的产生反映人类社会

在其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 ,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和

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例如 ,印度河给人类造福 ,但

有时也泛滥成灾;当地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 ,常给印

度人带来难熬的酷热。当人类无法抗拒这些自然的

力量 ,更无法去认识自然的变化时 ,只能胆战心惊地

祈祷它的保佑 ,于是便产生了最初的自然崇拜 。而

当印度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统治阶级一方面剥削人

民 ,另一方面利用宗教麻痹人民 。在这样的生存环

境下 ,人民更加无法认识苦难生活的根源 ,于是他们

更加寄希望于神的保佑 ,使自己的今生和来世有一

个好的命运。而诞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半岛也有类

似的反映 ,阿拉伯半岛地处沙漠地带 ,自然环境恶

劣 ,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 ,阿拉伯人常感到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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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不解 ,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信念 。于是 ,日月星

辰 、山川树木 ,泉水石子等都成了崇拜的对象。
[ 2]
基

督教之所以诞生 ,是源于巴勒斯坦地区倍受罗马奴

隶制统治无法解脱的穷苦民众的呐喊 。

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主观心理 ,将自

己对社会管理的理想假付于神灵 ,借助于神灵的力

量去号召民众 ,管理社会 。此时的民众对统治阶级

假借神灵所发布的命令即法非常容易接受 ,并且能

做到自觉遵守 ,法律的神圣权威无形中突现出来 。

其实 “任何一部神圣法律 ,同时又都是一部人定法

律 。”
[ 3]
事实上 ,人类早期 ,法律被认为是神颁布的 ,

而人则是通过神意的启示才得知法律的 。
[ 4]
在托马

斯 ·阿奎那的哲学中 ,曾用上帝发布的一些比较具

体的命令来补充那种作为抽象原则体系的自然法 。

这种法律则是通过《圣经》而启示给人类的 ,并记载

于新旧约全书之中 。也就是说 ,宗教法先是源于对

神灵的信仰 ,转而对由神启示的法律的信仰 ,这种对

法律的信仰可视为对神灵信仰的延续 。正如庞德所

认为的 , “权威观的最早形式表现为人们对由神定

或神授的规则体的信奉。”
[ 5]

《圣经 》中 ,大量使用法

律的概念 ,它是以权威形式并以上帝的强制力保证

实施的 。由此 ,宗教规范更容易在人们的意识形态

领域扎根 ,从而固化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这种对法律的信仰精神将带来积极的意义 。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 ,由于它在人们信仰中的地

位 ,其价值观念对于法的价值实现的影响更是不可

低估。”
[ 6]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 ,它以独

特的方式对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

在调节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方面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因此 ,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宗教法所体现

的法律信仰精神 ,对法学家及普通民众的心理因素

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

提高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 。以野蛮的日尔曼民族为例 ,在基督教教义的启

发下 ,古典文明的基因开始源源不断注入了日尔曼

人的血液 ,使之逐渐进入了文明行列。在教会法的

约束下 ,规则意识在他们大脑中形成 ,同时法律正

义 、平等和权威等观念也逐渐被他们接受 。这对法

律意识严重匮乏的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次深刻的真

正的法律制度和观念的启蒙。鉴于此 ,有学者认为:

基督教在西方人的灵魂中普遍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

教情怀 ,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教会法的

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人们普遍信仰上帝 ,而信仰

是一种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的感情 ,它源于人

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敬畏 ,不会随着生活状况的

改变而改变 ,因此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对上帝和教

会法的这种恒稳的信仰 ,使人们容易以一种宁静而

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神圣的权威 ,当法律站到这个圣

坛上时 ,法治大厦就有坚实的基础了 。
[ 7]
可以说 ,西

方社会的法治建设从基督教的信仰中获得了内心的

共鸣和支持 ,促进了人们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 、三大宗教法的内容影响之广泛

三大宗教法的内容博大精深 ,其中某些制度和

规则不仅作用于教法仍然起决定作用的国家 ,而且

作用于世俗法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成为后世法律制

度的源泉 ,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世界的立法 。

首先 ,就古印度法而言 ,以 《摩奴法典 》为代表

的古印度法是古代印度法制史中第一部正统的 、权

威性的法律大全。因此 , 《摩奴法典 》被后代统治者

奉为圣典 ,成为后代执政者的立法依据 。 “就立法

成就方面看 ,产生于 《摩奴法典 》之后的法律典籍诸

如《雅若婆尔加法论》、《奈罗达法典 》以及 《婆罗斯

巴蒂法典 》等 ,都是在参考借鉴 《摩奴法典 》基础之

上作了一些改进而成的 ,体现出极大的延续性 。”
[ 8]

以《摩奴法典 》为代表的古印度法对后世立法作用

非常明显 。公元 1 -15世纪 ,在东南亚历史上曾出

现了仿效印度文化的 “印度化 ”时期 。这一时期 ,很

多印度侨民移居到东南亚国家 ,随之婆罗门教 、佛

教 、印度教也相继传入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 ,加

上东南亚各国的统治者都主动模仿印度社会制度以

强化自己的统治等原因 ,使得印度的宗教文化在东

南亚一带广泛流传 ,出现了诸多印度化王国 ,他们模

仿古印度法建立本国的法律制度 ,从而形成 “印度

法系 ”,这就是古印度法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突出成

果。至今 , 《摩奴法典》仍在这些国家存在着深远的

影响 。尽管印度法系已成为历史的遗迹 ,但是其影

响尚在 ,价值永存。

其次 ,教会法是西欧中世纪的一种重要法律体

系 ,对西欧法律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伯尔曼指出 ,在

11世纪后期和 12世纪早期以前的阶段 ,西欧各种

法律秩序中被使用的法律规则和程序 ,在很大程度

上与宗教制度并无大的差别。教会法是西方法律传

统的组成部分 。当时 ,天主教会发展成了西欧封建

制度的社会支柱和国际中心 ,教会法的管辖和适用

范围超过了世俗法 ,成了 “权威法 ”。恩格斯认为:

中世纪的欧洲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 ,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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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切科学一样 ,成了神学的分支 ,一切按照神学

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 。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

条 , 《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
[ 9]
教会

法倡导的合意婚姻 、一夫一妻制 、婚姻须举行宗教仪

式 、反对离婚等 ,长期制约影响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

的婚姻家庭制度 。这些制度都 “已进入到西方世俗

法律制度之中 ,就如同生长原则本身已进入其中一

样 ,结果在事实上产生了西方法的通用语言 ,一种能

够有机发展的西方法律传统。”
[ 10]
可见 ,教会法对西

欧法律发展影响之大 。

再次 ,伊斯兰法是国家管理的主要依据 。无论

是国家机构的活动 ,还是居民的宗教生活及世俗事

务 ,均以伊斯兰法为基本准则。因为 “从严格的法

律观点来看 ,在伊斯兰教里 ,教会与国家是没有界限

的 。伊斯兰教认为自己不仅是一种宗教 ,也是法律

的源泉 ,是治国的指南和它的教徒的社会行为的仲

裁者。”伊斯兰法的范本 《古兰经 》不仅是广大穆斯

林民众所遵循的最根本的一部经典 ,而且是法律和

秩序的象征 ,它的法律价值很大部分在于它宣传了

一系列关于民事 、刑事 、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确

立了一套具体的法律制度 。伊斯兰教徒基本义务中

的 “朝功 ”是伊斯兰教使人团结的力量 ,朝拜将全世

界穆斯林团结到共同的信仰里来 ,朝拜同时也是一

次世界性的政治 、经济 、文化的交流 ,具有很高的借

鉴价值 。 “即使在当代 ,伊斯兰法的影响也是不容

忽视的 ,它仍然是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治国安邦 、长

治久安的根本大法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无不

规制着广大穆斯林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 11]
它至

今仍成为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渊源 ,在结婚 、离婚 、

继承 、遗赠等领域内还占据统治地位 。

宗教与法律自古以来一直是治国安邦的两种手

段 ,二者协调互补 。伯尔曼认为 ,宗教与法律相互渗

透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与宗教共享某种要素 ———

仪式 、传统 、权威和普遍性 ———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

得以培养和外化 ,否则 ,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

条 。同样 ,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 ,

没有这些 ,它就会退化成为私人的狂言。
[ 12]
事实上 ,

法律与宗教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在近代西方

资产阶级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等的形成过程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 。也正因为宗教与法律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 ,才使得三大宗教法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产

生广泛的影响。

三 、三大宗教法的改革意义之深远

一种法律制度的兴衰 ,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对社

会潮流的适应性 ,只有不断进行内部调整以满足社

会发展的需要 ,法律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
[ 13]

纵观三大宗教法的发展历史 ,发现它们基本上都经

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 ,从而走上现代法制文明的轨

道 ,这种改革引发世人诸多的思考 ,留给我们深深的

启迪 。

首先 ,古印度法适应了印度社会早期特定的生

存状态和斗争需要 ,特别是印度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阶级统治的需要。自中世纪后期开始 ,印度受到外

来侵略 ,有的侵略者将本国的法律强行推行到印度 ,

对古印度法产生冲击 ,其中对印度传统法冲击最大

的当属伊斯兰法 ,它几乎控制了印度全部的公法领

域 ,原传统印度法只在私法领域内有效。传入印度

的伊斯兰教在与印度教经过长期的对立和征战后 ,

逐渐走向交流融合 ,并且成为影响印度立法不可避

免的因素 。后来 ,印度又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法

被进一步改革 。可以说 ,古印度法经过外在力量的

冲击以后 ,开始脱胎换骨 ,走上了法制近代化乃至现

代化的道路 ,这也是印度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主要

标志 。尽管古印度法的传统犹存 ,但是它已于现代

法制的内涵相距甚远。

其次 ,教会法自诞生以后 ,由于它以比较合理的

价值观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而发展较为顺

利 ,直到 16世纪以后走向衰落 。当然 ,在其发展的

过程中与世俗法产生过摩擦 ,主要是随着教会与世

俗政权权力之争而此起彼伏。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

命后 ,基督教经过改革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

建筑和意识形态 ,因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而

以更大的规模向世界传播。 20世纪以后 ,现代基督

教为了在新形势下生存发展 ,对自身作了重大的调

整。这也正是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经久不衰的关键之

所在 ,教会法的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学的进

步而不断变革 ,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教会法中

所蕴涵的神圣理念一直荡漾在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 ,并在世界的广大地区适应当地的社会状况扎下

根来 ,影响其立法乃至司法的进程 ,这也是教会法留

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

再次 ,伊斯兰法是三大宗教法中产生最晚的一

种法律体系 ,但进入近代以后 ,多数伊斯兰国家不同

程度地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与西方国家日益趋近。因为传统伊斯兰法是真主安

拉对全体穆斯林所发布的命令 ,穆斯林只有从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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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动都严格遵从 ,即从政府到个人的一切行为规

范不能超越 《古兰经 》和圣训所允许的范围。但现

代社会的发展早已超出经训所能调整的范围 ,如果

国家的立法权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确认 ,那么 ,穆

斯林世界将无法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 ,无法在现代

社会立足。这是伊斯兰法接受近代改革的伊斯兰法

总体背景。

当然 ,伊斯兰法律改革与外国资本入侵不无关

系 , 18世纪的西方列强入侵奥斯曼帝国 ,穆斯林世

界意义深远的法律改革正式开始 ,大规模引入西方

法律 ,结合伊斯兰实际进行深入改革 ,使得伊斯兰法

逐步让位于西方资产阶级世俗法律 。自 19世纪后

期开始 ,随着欧洲列强对伊斯兰国家影响的增加 ,伊

斯兰法进一步改革 ,到 20世纪 ,特别是二战后 ,这种

改革也不断加强 。改革在许多事项上表现出法律的

西方化特征 ,在那些尚未西方化的事项上实行法典

化 。也正因为伊斯兰法在近现代的法律实践中 ,不

断结合社会实际而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 ,才使得

伊斯兰法的生命之树常青 ,至今仍散发其光彩 。

世界三大宗教法改革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一

点 ,就是任何法律制度都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一成不

变的 ,而是取决于它对社会潮流的适应性 ,满足社会

发展需要的程度 ,只有不断进行内部调整 ,不断接受

改革和创新 ,法律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

近现代的法律改革 ,三大宗教法逐步走上现代文明

法制的轨道 ,这种改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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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adingtheAlternativeLawCulture
AReviewofValueofThreeGreatlyReligiousLawsintheWorld

XIEDong-hui

(LawSchoolinNanjingNormalUniversity, JiangsuNanjing210097, China)

Abstract:Withthreegreatlyreligiouslawsinworld-ancientIndialaw, churchlawandIslamismlaw, theywasborn

inparticularenvironmentsoilandhavedifferentcontentandvalue.Underthecertainhistorycondition, threegreatly

religiouslawsdevelopedthesocialactivitiesanditimportantfunction, producedgravenessinfluencetothefuture

generations' customslawmaking.Nowadayslegalsystemhistoryrealmintheworld, threegreatlyreligiouslawsonly

havespecialfeatures, graduallywalkuptheorbitofmoderncivilizationlegalsystemafterexperiencingareform

wavethebaptismofthetideandthiskindofreformstaystoourprofounddelib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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