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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的精神信仰对法治的作用

葛 　伟 , 王胜国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 河北石家庄 050061)

摘要 : 人们长期形成的精神信仰 ,也在经常地、长期地制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只追求法治 ,

而忽视人们的精神信仰 ,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 ,是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

仰密不可分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构成了西方法制的基础和内核 ,人们追求法治与信奉上帝

是熔为一炉的。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 ,就必须高度重视人们精神信仰的塑造与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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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尔曼有一句名言 :“法律如不被信仰 ,便形同

虚设。”笔者认为 ,或许是翻译的缘故 ,伯尔曼这里使

用的“信仰”不是那个我们中国人所理解和常用的

“信仰”,而应指我们所理解的“信奉”。因为信仰一

般是指对一种宏大的理论、学说或宗教较为稳定的

执著状态 ,具有一种整体性、宏观性和持久性。而信

奉只是对一种观点或说法的相信状态 ,具有明显的

片面性、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从词义来看 ,信仰和信

奉有联系 ,但又不同 ,我们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或

许是受伯尔曼这句名言的由误译、误解到误导的影

响 ,当今许多中国人深信 :只要中国人信仰法律 ,中

国只要制定更多的法律 ,就会实现类似西方发达国

家的那种法治 ,就会实现几代人们梦寐以求的现代

化。于是 ,“依法治国”,“法治”成为举国上下人们的

期盼和为之奋斗的口号和目标 ,近年来追求立法的

数量与速度 ,加大普法的宣传力度 ,动员全民学习法

律 ,一度不仅成为全社会实现法治的重要举措 ,而且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谈论焦点和工作重心。但是经

过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多年的依法治国 ,中国人发现 ,

我们大多数人既没有养成人们所理解的伯尔曼所说

的那种对法律的“信仰”,也没有实现当初人们期盼

的社会和谐安定、人民满意的那种“法治”。相反 ,人

们对改革和法治的种种失望和抱怨 ,对社会各种屡

禁不止的腐败与弊端的反感与不满 ,却常常不绝于

耳。对此人们不禁要问 ,难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法

治在中国就不灵了吗 ? 难道我们选择全民学习法

律、普及法律知识、提倡对法律的信仰的做法错了

吗 ? 为什么我们在追求法治的同时社会犯罪率却在

明显增长、人们普遍感觉缺少了必要的人身安全感、

工作稳定感和对社会的满意感 ?

笔者以为 ,造成中国目前诸种不容忽视的社会

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迷信法治 ,忽视人们的精神

信仰和思想道德 ,错误地把对法律的“信奉”当“信

仰”,信奉“法律万能主义”,许多人信仰的严重缺失 ,

应是中国近年来努力追求法治而效果不甚理想的最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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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不可能被信仰

纵观古今中外 ,任何国家是不可能把法律当作

信仰来对待的。我们听说过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某

一人 ,或信仰上帝或其他神 ,或信仰某一学说 ,或信

仰某一宗教 ,从未听说过有信仰某一法律的。平心

而论 ,在人类整个精神世界或意识形态领域 ,法律本

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居于最高和神圣的地位 (基督教

世界里的“摩西十戒”虽说是上帝的产物 ,但不可能

高于上帝。它之所以具有神圣性 ,正是因为人们信

仰上帝 ,人们认为 :是上帝写在石板上授意给摩西

的) 。在人类精神思想意识的序列上 ,理性、宗教、道

德等概念与法律相比 ,它们均高于法律 ,而不是低于

法律。如与道德相比 ,道德产生的时间之早、存续的

时间之长、规范人类行为的领域之广 ,均有着法律无

法比拟的优势。道德不仅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法律的

产生和发展 ,而且直接决定着法律的价值取向 ,是判

断“良法”与“恶法”的最终标准和尺度 ,正因如此 ,霍

姆斯大法官才说 :“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

部沉淀”[1 ] (P1) ,另一位当代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也

说 :“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处处表明公认的

社会道德和广泛的道德理想二者的影响。这些影响

或者是通过立法突然地和公开地进入法律 ,或者是

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不能否认法律之

稳定性部分地有赖于道德的一致性 ⋯⋯这就是法律

与道德的必然联系。”[1 ] (P2)“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在

价值层面上的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 ,道德是“道”,法

律是“器”,把“器”置之于“道”之上并要人们对之形

成一种精神信仰 ,显然是与人类理性的价值取向的

走势不符的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文明史告诉

我们 ,“人类总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自己的 (马克思

语)”,人们的精神信仰和思想道德所追求的“道”,应

总是高于现实的“器”的 ,否则信仰和追求就无意义 ,

人就不能称其为“人”,就与动物无异。思想道德精

神信仰本身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相对独立性 ,提倡

适当高于现实的思想道德规范不仅有利于人们道德

素质的提高 ,而且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孟子

云 :“徒法不足以自行”,忽视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和精

神信仰 ,而把“道德的低线”的法律当作全民要信仰

的东西来看待 ,不仅势必会造成全社会道德水准的

下降 ,而且会使人们追求法治的夙愿落空。

另外 ,人们之所以不可能把法律置于思想精神

领域中最高和神圣的地位并加以信仰 ,还在于一般

人们尤其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往往把法律与犯罪、受

侵害、受惩罚联系在一起 ,对法律缺少天然的好感与

认同。应该承认 ,中国老百姓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和对社会司法体制弊端感受甚深 ,在骨子里对法律

是不太喜欢的 ,在这种状态下要人们养成对法律的

信仰 ,显然不大可能。如果硬要人们形成对法律的

信仰的话 ,在法律的王国中也只有宪法拥有较高的

地位 ,具有一定的庄严神圣性和可信仰性。

二、“法治”的原义不是“法律之治”

不少人认为 :法律在西方法治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 ,“法治”就是“法律之治”,是指法律的统治。其

实 ,这是对法治原义的误读和曲解。从字面上看 ,

“法治”英语中写作“rule of law”,这里似乎是在强调

法律的作用 ,但我们若从法律在西方社会的作用来

看 ,我们不难发现 ,西方语境“法治”中的“法”内涵极

其丰富 ,绝不仅仅是指法律 ,而是泛指一切代表和符

合人类理性和正义的法律、法规、法令、规则、惯例、

格言 ,以及宗教教义甚至道德、风俗、习惯等东西。

彼得·斯坦等指出 :“法律不可能在某一单独因素的

基础上得到充分的解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 ,法

律的作用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社会精神 ,如果我们

可以将精神理解为道德态度、政治组织、社会传统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混合物的话。”[1 ] (P25) 显然 ,西方人

理解和使用的法是广义上的 ,而我们理解的法只是

狭义上的 ,西方人的法并不是仅指法律。即使在特

指法律时 ,西方法学家也没有仅仅强调法律的规则

与制度的特有属性 ,而是更多地指出其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的特有的整体性、包容性和综合性 (有中国古

人使用的“礼”的意味) ,如伯尔曼理解的法律就是一

综合和整体的概念。他指出 :“法律不失作为一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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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广阔的前景出发 ,

法律渊源不仅包括立法者的意志 ,而且也包括公众

的理性和良心 ,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惯例。”[2 ] (P13) 可

见 ,西方法学家在谈论法律时心态是较为平和的 ,也

是较为理性的 ,既没有把它当作单一的规则来对待 ,

也没有把它置于崇高和神圣的地位来“恭维”,更没

有对所有法律及其作用大加宣传和歌颂 ,并无明显

的要人们对法律加以信仰的意思 ,不象我们中国人

一谈“法治”就带有一种明显的感情或情绪。人类历

史一再告诉我们 :凡是带着情感对待理性的事物或

制度 ,总会导致难以令人满意的后果。

三、精神信仰可以产生“法治”效果

如果不是“法律”在法治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那么西方又是如何实现我们许多人向往的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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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法治社会”呢 ? 实际上 ,西方实现法治主要

得益于长期以来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所解决的人们普

遍的精神信仰问题。在西方国家 ,不信基督教的人

几乎没有。基督教教义中包涵有“西方道德法律基

石”之誉的著名的“摩西十戒”(主要内容 :除 1 —4 戒

直接与基督教礼仪有关外 ,5 —10 戒涉及刑法、婚姻

法、诉讼法和基本道德规范) ,熟悉“摩西十戒”的基

督徒一般会自觉地按照“十戒”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

一点诚如伏尔泰所说 :“有了信仰 ,就有了约束自己

的法律”,可以说正是人们对上帝和基督的普遍信仰

保证了西方社会的总体稳定和基本和谐。不少到过

西方国家的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和感慨 :今天西方社

会的人们没有整天学法、讲法 ,也无人讲“法治”,但

人家社会却很“法治”,整个社会井然有序 ,大街上无

闯红灯的 ,无随地吐痰扔果皮纸屑的 ,车站无人售票

却无人逃票 ,购物排队无人加塞 ,犯罪率也很低等

等 ,尤其是德国等欧洲国家。大量事实证明 ,凡是确

立了精神信仰的民族 ,哪怕是确立了对某种宗教信

仰的民族 ,其社会也是可以实现基本的稳定和和谐

的。精神信仰也是一种规范 ,也有规范作用 ,一旦确

立 ,比法律的规范作用更要长久、更要普遍、更要深

入人心。我们不能忽视或无视精神信仰的这种规范

人们行为的作用 ,我们的双眼不能只盯着法律。

今天的西方社会正如彼得·斯坦指出的那样 :

“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中那些内心世界事实上由兄弟

之爱的观念所驱使的人们 ,本不需要什么法。他们

的行为所遵循的价值观远远超出法律价值观。⋯⋯

他们对法律漠不关心。”[3 ] (P7)所以 ,通过分析西方基

督教信仰对法治的作用 ,我们应该承认 :与其说是西

方的法律在“法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还不如说是由

于信仰问题的解决促成了西方法治社会的建构。

其实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 ,人们对由解决信仰而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文明的经历并不陌生 ,在信仰

毛泽东的年代里 ,当时学雷锋、学英雄、学劳模蔚然

成风、整个社会秩序井然、社会的犯罪率不也很低 ,

我们不也消除了黄、毒、赌、贪等各种丑恶现象、人人

享有必要的社会福利、有着今天人们羡慕不已的工

作稳定感、人身安全感。在对待信仰与法治的重大

关系问题上 ,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舍本逐末 ,更不能

本末倒置 ! 为此 ,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 :我们与其举

国上下花大气力、一心一意搞“法治”,还不如正视我

们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放松和精神信仰严重缺失的

问题 ,脚踏实地、大张旗鼓地重塑我们的精神信仰、

重铸我们的精神支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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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ational Spiritual Belief s on Rule of La w

Ge Wei , Wang Sheng2guo
( Hebei Prof essional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 aw , S hijiaz huang , Hebei , 050061 , China)

Abstract : Spiritual beliefs that people formed for a long time usually constraint and regulate the people’s

behavior in long term.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ize rule of law if we neglect the people’s spiritual belief by solely

pursuing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e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hristian belief , in which“Moses’

Ten Commandments”constructs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western rule of law. Their pursuit of rule of law is

inseparable f rom the God belief . So China should attach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hape and form of the people’

s spiritual belief to realize rule of law.

Key words : belief ; rule of law ; spiritual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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