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辩证互动的历史轨迹及其启示 

李建新 

内容提要：在所有已知的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 

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的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西方 

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辩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借鉴：中国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 

法治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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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哲学派别众多，教义各异。在西方宗教史上源远流长和影响最大以及颇受争议和关注 

的是基督宗教，因此，狭义上的西方宗教指的是基督教。“神”是宗教生活的灵魂，宗教神性是宗 

教中关于神的特点、性质或属性等。法律理性是对法的规律性认识，这里的理性不单是一个人的理 

性能力问题，而且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以及对行动模式的检讨问题。 

契合：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混同合一 

远古时期，西方宗教哲学的表现形式为多神论，主要表现为人们对超出人类控制限度以外的自 

然神的畏惧与崇拜。借助于宗教神话的光环，其最早的法律和正义观并非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宇宙 

和神灵。希腊人一开始就把法律正义赋予神圣的特性，法律和正义是神为人类创造的准则，而不是 

人可以创造和创立的。“在古希腊早期，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在立法和司法中，人 

们经常援引的是特耳非 (delphi)的圣理名言——他的名言被认为是阐明神意的一种权威性意见。 

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司在司法中也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 

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视为是宙斯亲自授予的。”①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助神意描绘公民的各司其 

职和各守其份，形似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一方面体现了法的强制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法的形式 

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绝对理性。“你们彼此虽是兄弟，但是神是用不同的东西把你们造出来的。你 

们之中有些人具有统治能力而适于统治人，在创造这些人的时候，神用了金子，因此这些人也就是 

最珍贵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这些人就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再有一些人是农夫和手艺 

人，这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②柏拉图借用自然神描绘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下出现的实质 

差异，基于这种大前提，法律的产生是注定要保护这种合理、合法的差异存在。柏拉图认为法律产 

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神作了指示，因此，神给统治者所作的第一条重要启示便是保护种的纯洁性。 

基于以上推理，结论是理想国中最严重的罪行是对神灵的亵渎。对不敬神的人，任何人见到了，就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和谐社会的法治建设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5I]035)的子课题之一。 

① [美]埃德加 ·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4页。 

② 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 《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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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接到报告后就应当立刻依法把这个人送到法庭。此时期，自然神成为阐 

发法律阶级性的本体，法律借助具有人格魅力的神意作为维护任何阶级社会不平等的载体。法律理 

性与自然神的理念若发生冲突，后者的强制力优先于前者，在希腊悲剧中就可看到这样的影子。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历史进入中世纪。该时期的宗教把上帝作为唯一的神。神学家托 

马斯 ·阿奎那基于自己的理论假设，在 《神学大全》中论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推理，他把上 

帝作为唯一的自在实体，万事万物都由这个唯一的实体推动。法源于上帝，法律的理性借助神性才 

能得以体现。阿奎那基于理l生的不同来源，把法律分为具有等级关系的四种：永恒法、自然法、神 

法和人法。永恒法来源于上帝的智慧，体现上帝的理性，是上帝用来统治整个宇宙的法律，是至高 

无上的法；自然法是上帝用来统治理性的动物——人的法律，自然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的理性；人 

法是根据自然法的规范和依靠推理的力量对社会作出的特殊安排，即人类依据自然法制定法律，它 

源于自然法的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体现；神法是引导人们达到永恒幸福的法，是指导人们内心和行 

动的善的法规，神法具有弥补其他法律功能局限的特性。法有等差，自然法的正义理念借助唯一至 

善的上帝得以展开①。由此看来，法律理性是上帝神性的婢女而已。阿奎那强调人法要服从于自然 

法和永恒法无非是对人法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的意图不是使法律如何完美，而是维护它的公正 

性，因为阿奎那认为仅靠立法者和统治者来维护法的完美是不可靠的，必须设立一个高于人法的理 

性法才更有效。阿奎那同时还十分注意人法的正义性：“那些在分配义务时能够注意适当比例的法 

律是合乎正义的，并且能使人内心感到满意，它们是正当的法律。”鉴于此，阿奎那提出了两点理 

论：首先是 “恶法非法”，其次是公民有条件地服从法律的原则。这些思想不仅直接成为近代法治 

主义 “良法”论的基础，而且也成为近代法律 “限制权力而保障权利”原则的重要理论基础②。 

中世纪时期，有组织的教会在每一种人类活动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统治 

韵代理人和天启真理的源泉，变成了教育的监护人、道德的检查官、文化和精神事务的最高法庭。 

它的确是文明的机构，是天堂门户的掌管者。人类理性只限于使天启的真理和宗教教义系统化和容 

易理解而已。在宗教信仰和仪式方面，个人服从教会，教会居于个人和上帝之间。恩格斯称：“政 

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 

则。教会教条同时又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约束力。”基督教以 《圣经》为法 

树立了楷模，即法的表现形式必须明白、确定和集中统一。基督教会信条和道德观念的一切深入个 

人、家庭和民族的生命中，在基督教理想和教会法典的影响下，重利盘剥以及营利为当时所禁止， 

公平价格和公平薪给成为商业的定律。各团体里面，工作乃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人人皆为上帝努 

力。就这样，法通过宗教这种神圣的形式，最终确立起自己在西方社会的至上地位。 

基督徒由于信仰基督而形成一个亲如一家的整体，所以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翁还 

是乞丐，作为基督徒，大家在上帝面前具有平等的人格。有必要提及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观念，既指涉信仰，同时也指涉 “原罪”。正基于此，在基督教思想家的观念中，都有抵抗暴君 

的思想。他们在主张教会的权力属于全体信徒的同时，也提出了国家的权力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理 

论。 

在教会看来，政治统治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一种天意的法则。这种法则是与一种道德观念、 
一 种精神力量，即公理、正义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这一法则，某些秩序、理性和正义就成了 

政治统治合理l生基础不可缺少的因素。此时，教会就把这些秩序、正义和理性精神赋予了法律，使 

① [美]埃德加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26 
— 28页。 

②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106、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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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成对王权有效的制约力量。在教会中，教士和主教极力宣扬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主张法律的权 

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当遵从法律，法律并不是由国王制定，国王只是在宣布法律。 

冲突：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对抗分野 

从法治角度来讲，西方中世纪是一个人治与神治相混合的时代。在教会法与王权的竞争、对抗 

中教会总是力图借助法的力量抑制王权的膨胀，于是将法律上升为终极意义上的神的理性，并宣称 

人的法律乃是整个神圣统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法的统治与神的统治的微妙契合，给 

教会法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空间，使法治在神治中找到了一个合法的依据①。 

然而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冲突是不断的，并且愈演愈烈。到 l0世纪的时候，教会的势力渐已强 

大到争得了对世俗权的领导地位。在此期间，教会提出了授予它绝对统治世界的权力，并在数百年 

间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教皇格雷戈里高利七世 (1073～1085年)与皇帝亨利四世 

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教皇格雷戈里高利七世宣布教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完全独立，同时宣布他本人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所有教士中享有最高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各级教会只服从于罗马教皇而独立于 

各国的皇帝、国王、诸侯、领主。在法律方面，逐渐确立了教皇对教会事物的最高立法权，宗教会 

议已脱离了世俗权力的支配。同时教会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也随着教权对王权的胜利而迅速扩大，经 

过一系列的会议，教会法已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教会法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得 

以发展。 

首先，罗马教皇通过不断地改革，提高了教会的权力，从而提高了教会法的合法地位。1075 

年，教皇格雷戈里高利七世对教会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宣布罗马教皇在整个教会中拥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有权废立皇帝，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受世俗的约束，任何来自世俗的授权和任 

命都应当排除，从而使教会法能够独立于世俗的压力而发展。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教会的一切权力 

来源于神意，所以理应是至高无上的。 

其次，通过教皇的教令、宗教会议的决议不断完善教会法的内容，扩大宗教法院的管辖权。这 
一 时期，教皇发布过无数的教令，召开过一系列的会议，并把这些教令、会议决议汇编成集，使其 

由零乱分散的法规发展成为系统综合的教会法汇编，使教会法成为独立的法律体系。 

可以说，该时期的教会握有两把剑：宗教的与世俗的。前者属于教士，后者则假国王和骑士之 

手而用，而一把剑必须置于另一把剑之下，即世俗权力必须服从宗教权力。也就是说，教会法在此 

时期处于支配地位。 

伯尔曼把教皇格雷戈里高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的对抗事件称为 “伟大的革命”，其意义在于 

由于西方各国确立了神权与王权两套不同的权力体系，世俗法才得以从教会法中独立出来，并通过 

后来对教会法的模仿、与教会法的竞争，逐渐演变为能够与教会法分庭抗礼并最终取代教会法、主 

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庞大的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在冲突中，宗教与法律逐渐从形式上的合一演变为完 

全分离的两个领域，从而也使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实行了形式上的分野。 

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形式上的分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中世纪末期，教会的堕落、腐败 

导致了权力格局的变化和新教的诞生。黑格尔称：“中世纪体制之所以再也难以维持下去，是因为 

以教会日益腐败为核心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广大的腐败。”在中世纪的权力制度中，腐败不仅不可 

能遏制，而且只会愈演愈烈，直到彻底瓦解整个社会的根基。另外，马基雅弗利的国家政治学说加 

快了政教分离的步伐。自然科学革命为认知命题提供新的方法论，倾向于把人的理性作为认识问题 

① 汪太贤：《西方中世纪的神学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史学》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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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引入社会科学中。马克斯说：“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 

布斯、斯宾诺莎、格老秀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都已经用人的眼光去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 

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该时期的思想主流虽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 

但否认上帝可以任意干预和主宰世界；承认上帝是一种非人格世界的创造者的同时，又承认他对世 

界的不可干预性。主流思想在上帝神性和法律理性之间的左右摇摆不定性为法律理性的发展提供了 

难得的上升空间。于是，上帝权力已由中世纪的无限专属变为有限，上帝由人格化的神演变为非人 

格化的神了。正如格老秀斯所言：“上帝本身不能使二乘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颠倒是非，把本质 

是恶说成是善的。”“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的善恶的标准。”自然法的效力，既不 

源于权威，也非来自强制，而是依靠人类的理智。人类生来就有理性，自然法寓于理性之中，自然 

法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上帝也得受自然法的支配。他把人生来就有的理性作为代表正义的法律理性 

的本体之一，否认了经院哲学把法律理性归源于唯一的至善的神，神不再成为法的第一源泉，神的 

第一原动力地位大大地动摇了。此时的洛克、霍布斯与卢梭等并非借助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差别 

来分析法律产生的必要性，而是通过假定的自然状态和国家产生后的差异，并以此作为社会契约理 

论的根据，同时选择人的理性作为法律理性理论的切入点。就这样在相互冲突中，法律理性渐渐从 

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当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法律和宗教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在被一绺一绺 

地掐断。正如愈演愈烈的水土流失一样，法律的宗教性也正在流失，法律开始沙漠化：此时期的西 

方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举理性的旗帜，漠视甚至反对宗教神性。这时期，尼采公开宣称：“‘上 

帝死了’，即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是毫无价值的。”于是乎，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了。 

到 l9世纪晚期，美国国会还通过法律禁止公立学校教授 《圣经》。在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也一样， 

法律和宗教划清了界限，实现了政教分离。 

和谐：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分而不离 

随着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的长期分野，西方人虽然物质生活很富裕，但是精神生活陷入了空前 

危机。这些危机大都缘于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的分野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所面临的 

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宗教的过度法律化，即二者过分一体化的危机；相反，是它们过于分 

裂化的危机。因此，需要使二者重新融合，达到新的和谐，才能使法律真正被社会所信仰。 

现实迫使西方人进行反思，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为宗教提供了市场，从而导致宗教的回 

归。这种复兴与近现代社会及其文化思潮的脉络精髓紧密相连，尤其与基督教在近现代社会的跌宥 

起伏、发展变迁融为一体。这种复兴的特点是：西方宗教的普世化，使其信仰、教旨扩大刽伞世界 

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中去，企图将各种宗教信仰与各民族的精华融合于一体，商呼 “以人为l本” 

的口号，将人的博爱、公平、正义、自ff1、和甲的潜力呼唤}II米，它们 人所订的尊贵的源头址人 

内在的超越神性，这种超越是 ．j人小主义思想卡l1联2 的．足 以人为今情况 的人门身的趟越 诉 

诸超越性之后，这种宗教复必透过东敦0义化的综合， 释}̈泛 观点：／f 仪人1人】 r}中 ，人flI 

然也有神性，二 的交会，便是人性的蝴峰 

通过革新，近现代 ‘宗教fatr~实现 r从传统的、外 Jj芏i越的一J 帝 洲徐现世 恶的、救活人 

类的耶稣基督的转型：着重面对人的生存处境，意识到人的仔 危机和焦虑，【l】此lfIj发 人的仃 

意义和勇气，展示人的精神关切的迫切性和终极性。在哈特肖恩 (、l1代祭仔 教思心，家) 水， 

他所理解的上帝乃与世界处于一种动态的整合，上帝在世界进程中／f 断允实 、完善 flj身，从Ini他世 

界也能不断趋于吲满和完整。处于过程演进中的基督宗教应面对现实『b】题，IF视并应付(j然科学、 

生态危机、种族歧视、核弹威胁、经济失衡、宗教相遇和文化冲突等 带来的挑战，希望能在这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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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进程中改变世界实在，同时亦改造基督信仰本身。正如英国伦理学家宾克莱所指出的那样：传统 

的宗教再不能按照古老的方式宣传下去了，“如果宗教要对现代人有任何价值，它必须适合他们生 

活环境的需要”①。宗教研究和关心的不再只是神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于社会之中人与人的 

关系。美国当代宗教史权威休斯顿 ·史密斯在其所著的 《人的宗教》一书中明确提出 “宗教是生 

活的模式”，宗教的价值就是 “促使人性趋于完美的力量”。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宗教运动中所倡导的博爱、公平、正义、和平、自由以及 

以人为本，与法律理性中的平等、正义、人权、秩序、自由等法律价值是相通的，也表明分离后的 

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 

近现代时期，多数国家虽然在宪法上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教会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仍然 

明显可见，某些宗教习俗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作为惯例一直被遵循着。不少国家承认某些教规 

具有法律效力。因为世界各国的大多数人们仍然相信宗教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终极价值信仰，资产 

阶级统治也仍然需要教会作为精神奴役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彻底实行政教分离②。我们看 

美国的宪法，知道它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没有国教，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宗教对美国的政 

治、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巨大、无所不在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尼泊尔，他说 

过这样一句话：“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人不仅信仰宗教， 

且有40％的人主张宗教领袖应发挥影响力，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影响决策者。有这种背景，要让 

身为宗教教徒的法官 (在美国，宗教教徒可以出任法官)将政治立场、法律立场与宗教立场截然 

断开，是很难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的。由此看来，美国的政教分离，是分而不离。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都像美国一样分而不离，进而也说明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表面上是 

分离的，但在深层次里却是相通的、和谐的。此时期的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不是完全对立的、二元 

的，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和重新合并，而是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上的辩证互动——互相融合与扩 

散，达到一种全新的和谐。 

结 论 

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 

性的相互影响。法律和宗教都是人类经验的两个不同方面，且各自都是对方的一个方面。西方宗教 

神性和法律理性的辩证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远古时代， 

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体现和展开。“古代宗教与 

法律，并无显明之划分，例如摩西之 ‘十诫’将宗教与法律混为一体，且以教规为法律，常以之 

为施政之工具，故二者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③到了中世纪的末期，出现了教会法与王权的竞争， 

出现了政教分离的萌芽，经过长期的冲突后，世俗法才得以从教会法中独立出来，从而使宗教与法 

律逐渐从形式上的合一演变为完全分离的两个领域，也使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实行了形式上的分 

野。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现实迫使二者重新融合，达到新的和 

谐：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和重新合并，而是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上的辩证互动——互相融 

合与扩散，是一种分而不离的内在和谐；法律与宗教的界限将不再是狭隘的、技术性的、传统的、 

外在的，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崭新形态，是法律理性与宗教神性的再生，是终结了旧时代的未来。 

①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7页。 

② 沈宗灵主编 《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3、74、76页。 

③ 蔡荫恩：《法学绪论》，三民书局印行，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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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辩证互动的历史轨迹及其启示 

通过探寻和深思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辩证互动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许多东西能 

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借鉴。在西方，法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崇高 

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人相信法律最初根源于上帝或自然法。自古代希腊、罗马以 

来，西方人一直深受自然法观念、基督教神学观念的影响，相信法由上帝创造，是上帝或自然神的 

某种更高级命令在人间的体现，法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宗教信仰在西方价值系统 

中的神圣性和崇高性，确立并巩固了法的神圣与权威，从而使后来的法治与宪政的发展成为可能。 

因此，西方的法治有其深厚的宗教文化基础，宗教的基本观念构成了其法治思想的基石。正因为宗 

教文化在西方社会已被广泛接受，法治才能如此深入人心。反观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传统思想文 

化资源中明显缺乏这样一种使 “法治”成为可能、使法律秩序赖以建构的宗教基础与价值基础。 

由于中国的价值系统先天性缺乏西方那种 “上帝立法”的观念，法律的地位已经不高，因而也不 

可能具备如西方历史上法律所拥有的那种神圣性和权威性地位。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政治积淀而 

形成的 “权大于法”、权力就是真理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对现代法治 “法律至上”理念构 

成了强大的排拒力。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 

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附识：本人在选题时曾得到了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步云先 

生的指点，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著名法理学专家程燎原教授和著名法理法史专家、清华大学法学院 

江山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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