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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缘起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刑法制度 ,在形成与发展中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 ,基督教

教义中的原罪论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自由意志论、赎罪论等 ,对理性地认识犯罪、确立刑事责任根据及科学引导刑罚

制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支持 ,从而对现代刑法制度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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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criminal law system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society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Christian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reinto , the original sin doctrine in the Christiani2
ty and the free - will doctrine and the expiation doctrine derived from it provided remarkable theoretic support to rationally

understanding the crime , establish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asis and scientifically leading the penalty system. There2
fore , the original sin doctrine brought the modern criminal law system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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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某种程度上讲 ,西方的文化历史就是一部宗教

发展的历史 ,尤其是基督教的形成、变迁的发展史。

今天西方国家所拥有的代表着高水平的一切文明成

就都与此发展史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联系 ,处处折射

出基督教神圣启示的印记。所以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阿诺德·汤因比将现代西方文明视为基督教文明 ,是

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而生的。“自从我们的西方

基督教社会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从教会的母体里呱呱

坠地以来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一直是受它的养

育哺乳之恩。”“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经进入我们

西方人的血液 ———说不定它就是不可缺少的血液的

别名。”〔1〕(P98 - 99 ,199 - 200) 近年来随着国内对基督教文

化的研究渐入高潮 ,法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基督教的

文化背景在西方法治进程中的内在作用与意义①。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都是从宏观的法律文化学视角出

发 ,探讨基督教文化在促进西方现代法治主义产生中

的积极作用。并由此联系到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些

缺失基因 ,即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一种宗教的、超验

的信仰习惯 ,从而导致人们普遍缺乏对法治神圣权威

的信任。笔者在此无意再做这种宏观的叙论 ,而选择

一中观视角 ,探讨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论对现代西方

刑法理论的生成和刑法制度的确立起到的重要启蒙

作用 ②。

谈起现代刑法 ,人们便会想到欧洲的启蒙运动 ,

这是一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革命。在理性、人

权、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启蒙思想的引导下 ,以“罪刑

法定”为特征的新型刑法得以出现 ,并就此拉开了现

代刑事法治的序幕。由于在中世纪里基督教代表着

封建欧洲社会中的文化支柱 ,因而人们往往认为 ,基

督教与现代刑法所表现的法治主义精神格格不入。

然而 ,当我们揭开中世纪神秘的面纱 ,重新审视这段

晦暗的历史之后就会发现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正是基

督教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被北方蛮族征服之后 ,成

为这段辉煌成就与巨大文明财富的守护者。并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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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称的现代刑法之“现代”是在最广义的时空范围上使
用该词。因为现代刑法肇起于近代社会的启蒙思想 ,又延续至今。所
以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近代的刑法思想与刑法制度包含于本文的现代
刑法含义当中。

引起国内法学界对基督教思想极大关注的是先后出版的几
部译著。它们是美国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撰写的两部著作《法律与
革命》、《法律与宗教》以及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成名作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仅从近年来这几本书的引用率来
看 ,便可知晓国内学者对基督文化的关注程度。



长的一千年里“教会逐渐把教育任务接过来 ,成为欧

洲各民族的教育者。”“因此 ,只有从宗教的激励这点

出发 ,今日欧洲民族吸取古代科学的过程才可能开

始 ;只有凭借教会之手 ,新世界才可能进入旧世界的

学校之门。”〔2〕(P354)同样也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存在才

使现代法治产生的一些公认条件得以出现。如文艺

复兴、罗马法的广泛传播、宗教改革等重大法治背景

条件无一不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诸如平

等、自由、人权等旗帜性启蒙思想都能在基督教神学

思想中找到他们最初的原形。就现代刑法而言 ,其中

许多思想精髓和理论根据都是依靠从基督教思想中

汲取了充分养分而得以形成。就连众所共识的“罪刑

法定”原则的渊源雏形 ,英国 1215 年的自由大宪章也

是在“尊敬的教父”斯蒂芬·兰顿促使下形成的。“正

是基督的精神感动了他在英国的跟随者并推动了自

由和公正的进程。”〔3〕(P233) 如果说现代刑法从启蒙运

动中直接获得了“理性”工具 ,是启蒙思想的直接产

物 ,那么基督教则可以称得上是启蒙的启蒙。

基督教对现代刑法的启蒙作用主要是通过原罪

论教义来实现的 ,原罪论是基督教及其各种教派最基

本的教义根基。在这一宗教立论根基上又产生了人

具有自由意志 ,应对自己的罪孽承担赎罪责任的观

念 ,这就是原罪论及其衍生出的自由意志论和赎罪

论 ,这三种神学理论对现代刑法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有

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原罪论 ———理性认识犯罪的开端

通常认为 ,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罪

感”意识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 ,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

特征。从基督教诞生以来 ,西方人就时常被“罪感”意

识所缠绕 ,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并基于此而有了

负罪感和忏悔感①。这种“罪感”意识来源于基督教

《圣经》创世纪中的记载。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

伊甸园中并吩咐他们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

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4〕(P2) 然而 ,亚当和夏娃却违背

了上帝对人类设定的第一个意志 ,摘食了禁果 ,获罪

于上帝。从此以后 ,人类便因其始祖的罪过而与生具

有了一种罪孽。这就是原罪 ,一种超验的 ,仅凭人自

身无法解脱的深重灾难 ,它成为人从此步入尘世 ,生

存繁衍、永受诅咒 ,直到“归于尘土”的一切根源。

原罪论深刻的教旨意义在于它是基督教建立宗

教信仰的根基。在基督教教义中有两个最根本的概

念就是上帝和原罪 ,上帝是信仰的源泉 ,原罪则是上

帝与人联系的中介。由于原罪 ,上帝与人的关系变得

丰富了 ;也由于原罪 ,世俗世界的意义从此展开。人

们基于对原罪的信仰形成了一种具有罪感和赎罪意

愿的“团契”意识 ,并形成一个虔诚的“团契”组织 ,这

就是教会及信徒组成的基督社会②。除上述的宗教

意义之外 ,原罪论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它的出

现对人类认识犯罪现象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甚至

可以说是人类理性认识犯罪现象的开端。在基督教

以其特有的宗教哲学解释犯罪之前 ,人们关于犯罪的

认识总是外在的 ,较为肤浅的。人们关注的多是犯罪

对特定的人带来的外在侵害事实 ,而对犯罪的深层次

原因及本质属性并不作深刻的追究 ,也未形成太深刻

的认识。而当西方世界整体上皈依基督教以后 ,在长

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里 ,基督教原罪论以其深刻的神

圣启示和强大的亲和力 ,逐渐改变了这一切。

(一)原罪论从最深刻的人性本源角度出发阐释

犯罪的本质 ,改变了以往人们对犯罪缺乏深层次理解

的状况 ,形成了一套关于犯罪的新的知识系统。

在基督教以前的以往历史中 ,人们更多地是将犯

罪等同于一般的侵权和损害行为 ,对“罪”主要理解为

是严重犯法和实际恶行 ,仅此而已。基督教原罪论则

注重揭示犯罪的深刻本质 ,它所昭示的是一个极其深

刻的人性论的结论 ,即“人性本恶”。按照基督教信

仰 ,上帝创造了人和万物 ,从而与人形成了一种契约

关系 (该契约当然是以上帝的意志为内容的) 。人类

始祖偷食禁果之“罪”在本质上乃是违反了神与人的

神圣契约 ③。在此理解上 ,犯罪便成为一种以违背上

帝意志为本质解释的“恶”。这种“恶”所预示的是一

种关系的破裂 ,它既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 ,也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类就此失去了秩序和安宁。在

此 ,基督教原罪论从最深刻角度揭示了犯罪属“恶”的

本质 ,尽管它是神学意义上的本质 ,却就此产生了非

同一般的社会意义。首先 ,从理论上讲 ,对犯罪本质

的适当解释是刑法赖以构建的基础 ,而在关于犯罪本

质的近代解释中包含着基督教给予的深刻启示。基

督教时期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神人之约的违反 ,而近

代思想中犯罪的本质则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这两

·76·基督教原罪论对现代刑法的启蒙

①

②

③ 犯罪的神学本质是对神人之约的违反 ,这是基督教宗教研究
中的普遍认识。对此方面内容参见衣家奇 :《基督教与刑法———对近
现代刑法宗教渊源的解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文德尔班认为 ,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上的社
会组织 ,即“通过对赎罪的共同信仰而召集在一起的团契 (信徒工
会)”。参见本文参考文献〔2〕。

在东西方文化特点差异上 ,许多人将西方文化定义为“罪感”
文化 ,而将东方文化 ,尤其是中华文化定义为“乐感”文化。在这两种
文化背景下 ,对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卓新平 :《中西文化交流
中的基督教原罪观》,载《世界宗教研究》1995 年第 2 期。



种结论之间所包含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 ,即都是对契

约的违反 ,不同的只是契约的订立者不同而已。但我

们不能忽视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对启蒙运动中的契约

精神的影响 ,没有前者的引导 ,启蒙运动不可能凭空

获得一个超验的契约理念来构建自己的犯罪观。近

代思想中的犯罪本质观实际上是在对旧的基督教观

念改造下形成的。其次 ,包含于原罪论中的对犯罪本

质的理解 ,突破了传统观念及习惯认识 ,是对犯罪现

象认识的更新与发展。它使社会对犯罪的理解彻底

与一般侵权损害行为区别开来 ,从而为社会对待犯罪

应作出如何反应界定了基本格调。

(二)原罪论强化了一种关于犯罪的全新理解 :犯

罪不仅仅是对个体人的侵害 ,更是对对象化了的社会

集体意识的侵害 ;处置犯罪也不是个体人的权利 ,更

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需要。这一理念最终促使具有现

代意义的 ,“公法”属性的刑法得以逐步建立发展起

来。

如前所述 ,在西方世界整体上皈依基督教之前 ,

类似于今天的犯罪行为 ,在处理上都当成是人与人之

间的侵权损害行为 ,并在私利维护的范围内进行处

理。如罗马法中就将一些在今天看来明显是犯罪的

行为当成侵权行为来处理 ,纯属于个体人与个体人之

间的私法关系。而作为现代西方法律的另一支重要

渊源的日尔曼法也是如此。因此 ,那一时期严格地讲

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犯罪 ,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

刑法。就像梅因对古代社会的法律和侵权与犯罪现

象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古代社会的刑法不是‘犯罪’

法 ;这是‘不法行为’法 ,或用英国的术语 ,就是‘侵权

行为’法。被害人用一个普通民事诉讼对不法行为人

提起诉讼 ,如果他胜诉 ,就可以取得金钱形式的损害

补偿。”〔5〕(P208)可见 ,作为“公法”的现代刑法必须依

靠一种超越个人私利侵犯的犯罪认知体系和社会反

应机制 ,而基督教提供了这一切。原罪论教义所阐明

的人之罪孽属于一种超验的罪之状态 ,这一超验之罪

表现为 :因人的行为而使人神关系破裂 ,它既反映出

个体人的失落状态 ,更揭示了人类整体所陷入的不正

常处境。因此 ,犯罪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对人的侵

害 ,所以也就不能按照一般的人对人的侵害事实来决

定对犯罪做出如何反应。作为宗教 ,基督教原罪论使

人体验到一种神圣的东西 ,从而要求人超越自己个人

的生物性私利限制 ,去遵守社会整体道德目标。宗教

的这种反个人主义、抑制自然本性的功能里存在着重

要的社会学问题。即“宗教在个人身上创造出力求符

合社会需要的责任感的力量 ,创造出社会整合的机

制”。〔6〕(P254)现代刑法正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一种纯

粹的社会整合的“公法”机制。

由上所述可见 ,原罪论这一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立

论核心 ,重塑了西方人关于犯罪的一切认识和社会反

应观念 ,成为现代刑法犯罪观的直接启蒙。

三、自由意志 ———刑事责任理论的根基

根据基督教教义 ,自由意志 (或称意志自由)是从

原罪论中派生出的 ,是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解说之

一。在人具有原罪的前提中 ,昭示出人的自由意志的

存在 ,它来源于上帝依照自己对人的创造。“偷食禁

果”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 ,人不再听上帝的话了 ,人

以自己的意志挑战了上帝的权威 ,使上帝不再是伊甸

园中唯一的主宰 ;第二 ,人之所以会“偷食禁果”是因

为人具有自由的意志 ,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变

受控制的生活。但是在基督教历史中 ,人的自由意志

属性长期处于被漠视的境地。早期基督教认为 :人虽

然具有自由的意志 ,但人应当完全地以上帝的意志为

主导。人的自由意志更多地只是被用来解释人为什

么会行恶 ,为什么会犯罪 ,而没有被当作人之所以为

人的独立属性 ,即当作“人性”本质来对待。直到 13

世纪 ,托马斯·阿奎那才将原以“神性”为核心的基督

教神学理论 ,开始向“人性”转移。他认为人的理性是

神性的体现 ,人可以凭借这种理性对神性进行参与 ,

而不只是起到信仰神的作用。在他的自然法理论中 ,

自然法概念不是上帝意志的本身 ,而是沟通“人法”与

上帝“永恒法”的桥梁 ,从而使这一概念更接近人本

身。〔7〕(P73 - 75)因此 ,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内容的“人法”

在以自然法为标准的同时也是对上帝正义事业的参

与。后来在启蒙运动中 ,启蒙思想家承接了自由意志

论 ,并使之成为论证人具有独立、自由属性的根据之

一。所以说 ,基督教原罪论是一个使人类获得自由的

理论 ,它所蕴含的人皆有自由意志的伦理精神表明 ,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

如果说人以外的宇宙万物以客观规律为其存在的法

则 ,那么人就是遵守着来自人本身所规定的法则 ,正

是这些法则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对体现人类

法则的现代刑法来说 ,基督教自由意志论从两个方面

给予了重要支持 :一是揭示了人之所以犯罪的根源问

题 ;二是解决了国家运用刑罚的根据所在。

(一)基督教原罪论最精彩的在于揭示了人具有

自由意志 ,并以自由意志来解释人之所以犯罪的根

源。

首先 ,犯罪是一种“恶”,但基督教认为这种“恶”

是虚幻的 ,否定它的实体存在性。并且认为这种“恶”

与全能、全知和真善的上帝是无关的 ,犯罪完全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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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行为而非上帝的创造物。因为上帝是善的 ,所

以不可能创造出恶的事物来。为此 ,基督教伟大的导

师圣奥古斯丁为了上帝的善和无所不能的性质 ,否定

了有真正的邪恶存在 ,他把恶定义为善的匮乏 ,善的

相对。从而把犯罪的责任转移给实施这种行为的

人。〔8〕(P165)

其次 ,基督教神学认为 ,人犯罪不是上帝的创造

与安排 ,而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 ,意志的自由属性

是人选择犯罪堕落的原因。“罪恶的存在于逻辑上与

一位全能、全知和全善的上帝并没有冲突。这与自由

意志的思想有关。上帝并不可能创造一些自由的受

造物 ,并且成为他们只会做正确的事的原因。如果他

是某人行正确的事的原因 ,那么那人就不是自由地做

正确的事。”〔9〕(P507 - 508)进一步讲 ,上帝只是创造了具

有自由意志的人 ,而自由的人所作的恶事完全是他自

己的事情 ,是上帝不能事先决定的 ,否则人就不是自

由的。反过来讲 ,正因为人是自由的 ,他才是自己行

为的决定者。

再次 ,基督教认为自由意志是犯罪的终极理由。

虽然恶的行为是恶的意志所至 ,而什么是恶的意志的

动因呢 ? 圣奥古斯丁认为 ,“那是没有的。⋯⋯虽然

坏的意志是坏的行动的原因 ,但坏的意志并没有什么

事物是它的动因。”〔10〕(P351) 这样一来 ,基督教终于使

上帝从赋予人自由意志才使人犯罪的事件中彻底脱

离了干系。

(二)自由意志论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建立犯

罪与刑罚间的必然联系 ,寻找刑罚的正当根据具有重

要的启示 ,为国家发动刑罚惩处犯罪提供了从神学到

道义上的根据。

在基督教教义中“罪”是一定要被清偿的 ,否则就

无法平息上帝的震怒 ,实现上帝的正义。那么如何清

偿呢 ? 首先犯罪有两种状态 ,一是“原罪”;二是人所

犯下的现世之罪 ,这两种“罪”的清偿方法是不一样

的。“基督徒所犯的本罪 (即原罪 ,作者注) 由于洗礼

圣事 ,他拥有了基督救赎性献身所带来的恩惠 ———因

为他们的原罪而带来的无限大的债已经偿付 ;不过 ,

他们此后所犯的罪孽的责任却没有解除 ,这里暗示出

他们 必 须 通 过 经 受 惩 罚 而 自 己 承 担 这 种 责

任。”〔11〕(P221)可见人所犯有的现世罪孽必须由人自己

来偿付 ,原因是人依照自己的意志 ,自由地犯下罪孽 ,

当然要自己负责。“犯罪意味着有罪 ,有罪的人对此

要负责任 ;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可以自由选择的人 ,才

能是罪犯。因此 ,如果人有罪 ,他必然曾经是自由

的。”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 ,他自己是罪恶的承担

者”。〔8〕(P160 - 161)西方人认为 ,源于基督教思想的自由

意志是社会道德法则建立的前提和基础。道德法则

是由人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自愿地加以制定 ,又由人

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自觉地加以实行的。康德从道

义论的角度出发认为 ,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完全取

决于这个人是否是自由的 ,“如果不是把他看作是一

个自由的生灵的话 ,就不能把违法行为加在他身

上”。〔12〕(P150)而当一个人违法后就应当对他实施惩

罚 ,这是体现公共的正义 ,是符合道义标准的 ,是平等

形式的报应。黑格尔则从“理性人”的角度论证 ,人是

自由的 ,所以有理性。正是因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

人 ,因此应当充分尊重他的理性存在。在他明知有法

律禁止 ,并且有刑罚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犯罪 ,那么惩

罚他就是正当的。因为“刑罚既被包含着犯罪人自己

的法 ,所以处罚他 ,正是尊重他是理性的存在。如果

不从犯人行为中去寻求刑罚的概念和尺度 ,他就得不

到这种尊重。”〔13〕(P103) 就此 ,西方国家从人的自由意

志本性中获得了发动刑罚的根据。

四、赎罪论 ———现代刑罚制度的引导

基督教赎罪的理论由来已久 ,赎罪意识主要有两

大来源 ,一是直接地来自犹太教 ,它讲述了人违背神

人约定而必须承担罪责 ;二是间接地来自古希腊罗马

灵肉分离的观念 ,认为人不但要关注自己的肉体存

在 ,即现世的存在 ,更要关注自己未来的灵魂所居。

赎罪论也是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可以这样

说 ,赎罪论是基督徒们在现世中生存实践的指导理

论 ,它确立了基督徒现世生存的基本目的和方式 ,那

就是为了清偿人违背上帝意志所欠下的罪孽而必须

做出奉献和牺牲。人的一生就是赎罪的过程 ,通过赎

罪来修复人与上帝的关系 ,从而得到上帝的恩宠 ,来

确保在肉体死后灵魂获得永生。“尽管人对上帝犯下

了弥天大错 ,但是通过与罪相当的唯一可能的牺牲 ,

上帝便可以正当地合乎法律地对永罚予以赦免。这

样 ,赎罪便在实际上使用一项法律交易的语言而加以

解释了。”〔11〕(P219 - 220) 关于赎罪 ,《旧约》中有不少这

方面的记载 ,犹太人常用牛羊作赎罪祭 ;基督教则宣

扬基督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赎罪祭 ,承担了人类的所

有罪恶 ,将人的“原罪”赎过。因此只要相信基督 ,就

能超沉沦 ,出苦海 ,获永生。正如新约中圣徒保罗所

言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因为赐

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

死的律了。”〔4〕(新约·罗马书) 可见 ,在基督教观念中赎罪

是人走向终极圆满的必经之路 ,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

人文精神。

(一)基督教认为赎罪是一个人从生到死 ,再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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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的必然过程 ,是人日臻完善最后达到永恒的程

序 ,这也是上帝创造人类的基本思路。基督教思想史

上著名的早期教父哲学家伊里奈乌 (约公元 130 ———

202 年)认为 ,上帝创造人类不是一蹴而就的 ,上帝创

造人类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自身成长的过程。可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人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理智的

动物而得以存在 ,此时人还不是成熟的被造物 ,但是

一种有道德或精神发展潜力的存在者。第二个阶段 :

人类相应于上帝的创造目的 ,从最初的存在层次逐步

迈向最高的存在层次 ,即从“动物的生命”走向“永恒

的生命”。在伊里奈乌的思想中 ,所谓的罪恶并非是

先天善良的缺失 ,也非后天堕落的结果 ,而是人类在

精 神 或 道 德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必 然 阶

段。〔14〕(P138 - 140)这一思想包含着对“罪”存在的必然

性认识。

(二)正因为“罪”的存在是必然的 ,是人类无法摆

脱的现实 ,因此 ,人类对“罪”的清偿活动也必定是一

种必然的、痛苦的历程。基督耶稣以自己的肉体作为

祭品替人类赎了“原罪”,这就为人类提供了替自己赎

现世之罪的样板 ,即不惜用肉体生命作赎罪祭 ,以此

彻底脱离“罪”的状态。不过再按照基督耶稣死后复

活的启示 ,人的肉体生命的奉献并不是人的意义的终

结 ,相反却是人的最大意义的开始。被终结掉的只是

在基督教看来属于无意义的 ,人的有限肉体存在 ,换

来的则是灵魂的无限永生。因此 ,基督教赎罪论中包

含着对人的最终极的关怀 ,赎罪是对人的“罪”的否

定 ,而不是对人的否定 ,相反是对人的成全。

(三)基督教赎罪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出于人的

“罪感”意识支配下的宗教忏悔情结 ,它要求人满怀虔

诚和忏悔正视自己的罪恶。“不认识罪恶的人就不能

真正认识神的爱。⋯⋯罪恶是令人憎恶的 ,但是世界

上再没有比悔罪更美的了。”〔15〕(P147)赎罪其实就是最

根本的忏悔 ,是以牺牲换得上帝宽容的最大忏悔。而

对那些在现世中不识罪恶 ,不思忏悔的有罪之人 ,基

于上帝的宽宏与博爱也是应当挽救的 ,挽救的方法便

是惩罚。惩罚就是用与其所犯之罪恶相当的牺牲来

换取上帝的恩典 ,此刻的痛苦也可以被视为悔罪 ,从

而减轻彼岸的惩罚。上帝对这种刑罚痛苦决不会无

动于衷的 ,现世中的刑罚之苦会在彼岸的惩罚中予以

折算。〔16〕(P50)这种惩罚即便有时会很惨烈 ,但教会法

认为 ,以法律手段进行的惩罚并没有背离上帝之爱 ,

因为惩罚罪人是为了阻止罪人继续作恶 ,是为了指示

他改过。合适的刑罚其实是“以爱正错”,有利于犯罪

人改过自新 ,是帮助他们识罪和悔罪 ,最终获得拯

救。〔17〕(P95 ,P44)这实际上分明就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矫

正思想 ,基督教不仅仅是这种惩罚矫正思想的构建

者 ,而且还是实践者。1703 年 ,教皇克莱门特 11 世

在罗马建立了圣·米歇尔教养院 ,旨在对二十岁以下

的年轻人进行矫正。它的大门上印有这样的题词 :

“对邪恶的人仅仅通过惩罚来加以限制是不够的。同

时必须通过矫正措施使其醒悟。”〔18〕(P5)

上述基督教赎罪论中所体现出的深刻意义在于

该教义对人来世的重视。虽然是以牺牲人的现世存

在为代价 ,但以拯救灵魂为最终目的的赎罪活动仍然

表现出对人类深厚的人文关怀。这也正是基督教缘

何如此地能够征服整个西方世界 ,并指导着世俗国家

在世俗的法律中践行其教义。伯尔曼将其归结为“憎

恶犯罪但爱罪人”,认为这是西方宗教传统的首要原

则 ,这种传统是西方法律中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部分。

他甚至还认为当前西方国家进行的“非刑事化”运动

正是传统的做法。〔19〕(P32 - 33) 世俗法律对赎罪论的践

行是通过刑罚制度承接启蒙的。今天的刑罚理念中

包含着这样一些内容 :刑罚不是对人的否定 ,而是对

人的拯救 ;刑罚不是将犯罪人作为人的对立面来加以

处置 ,而是将犯罪人重新拉入他们曾经偏离的社会正

轨 ;刑罚的目的决不在于报复或是消灭犯罪人 ,而是

矫正犯罪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的“世

俗赎罪论”,它分明导源于基督教的赎罪和拯救思想。

有所不同的是 ,今天的刑罚矫正不是为了拯救犯罪者

虚无缥缈的来世 ,而是着眼于犯罪者的今生今世。

“让罪犯赎罪的目的也不再是让其死后免入地狱而上

天堂 ,而是让其取得社会的宽谅或者重新适应社会。

但是 ,世俗赎罪论保留了宗教赎罪论的精髓 :用刑罚

惩罚罪犯是为了强化罪犯的有罪感 , 帮助其赎

罪。”〔20〕(P29)

五、结语

代表先进法治的西方现代法律虽然是一种世俗

的法律 ,但这种法律的基础却是宗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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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制度都是如此。“在法律体系的背后支撑着它的

道义法则总是随着宗教的发展而不断改善 ,宗教对法

律的贡献比所有法规都大。”〔21〕(P423)虽然现代社会已

经完全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基督教对社会的直接

影响作用也在世俗化进程中渐趋消解。上帝放弃了

直接干预世俗生活的权利 ,从尘世中隐退。哲学与法

学则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藩篱 ,走上自主发展之途。

但在世俗的人性思想背后 ,仍然显示着传统基督教文

化的底色。由于关于人类最终极的自身关怀问题必

定会回到宗教的意义和话语上 ,因此 ,上帝往往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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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着它们最终不得不求助的权威和引领 ,刑法制度

正是借着这种引领 ,承受着宗教意义的神圣启蒙走到

了今天 ,而且还将继续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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