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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制

法律与宗教
———从《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⒇

吴纪树
( 贵州民族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

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

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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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巨匠哈罗德·伯尔曼的著作《信仰与秩序: 法

律与宗教的复合》是“法律与宗教”这一宏大论题下的重要

成果之一。准确地说它是一本论文的集子，也是《法律与宗

教》( 梁治平译，三联书店出版) 与《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

统的形成》( 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的姊

妹篇。伯尔曼是我们熟知的美国法学家之一，其名言“法律

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几乎振动了法学界乃至整个社

会。由此引发了我国关于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问题的激励

讨论，至今仍未停息。
一、“祛魅”与“法律信仰”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和科学理性兴起之

后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逐渐世俗化、理性化的社会，即在其《以

学术为业》一文中阐释的“祛魅”问题。现代社会不再是一

个求助神灵、魅鬼的时代了，而是一个借助理性来预测、安排

社会行动的时代。马克斯·韦伯在法社会学领域的贡献是

有目共睹的，他认为，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此前“中世纪的”、
“封建的”“、传统的”法律类型逐渐被“现代的”、“资本主义

的”、“形式理性的”法律类型所取代。进一步，他把法律类

型准确的划分为“魅力”型、“传统”型、“形式理性”型、“实质

理性”型。对此伯尔曼认为，韦伯所体现的法学颇富争议，但

不得不肯定韦伯的法社会学之成就。然而恰恰在这个“祛

魅”被普遍公认的时代，伯尔曼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激情而智

慧的命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祛魅”与“信仰”虽是两个针尖对麦芒的论语，当然，它

们已不是今天才存在的悖语，其实“祛魅”的过程在西方文化

中已经持续达数千春秋。那么，伯尔曼命题到底是基于何种

原因提出的呢? 事实上，法律的信仰与秩序( 或更大论域的

法律与宗教) 在历史上曾经历了独立———融合———分离的过

程。伯尔曼在日益世俗化、理性化的时期看到普罗大众严重

的信仰缺失( 法律信仰的衰落只是问题之一) 给社会造成了

不稳定的危害，即他所谓的“西方人正在经历一场统整危机

( integrity crisis) ( 或译曰: 整体性危机) ”。这种危机来临有

两个主要征兆: 一是对法律的信心严重丧失，不仅是法律的

消费者，还有立法者和法律的分配者; 二是对宗教的信心严

重丧失，同样不仅是坐在教堂和犹太教堂长椅上的人，还有

占据教堂讲坛的人。法律与信仰的二元过度分裂已经完全

不像过去的神圣化，亦不像信仰的过分法律化。二者的分裂

衍生出人们藐视法律甚于崇拜法律。由此，伯尔曼提出无论

怎样论述法律与宗教，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主题: 一个

社会的法律秩序，即调整社会的形式法律制度、结构、规则和

程序，本质上与关于生命根本意义和历史终极目的的基本信

仰( 宗教信仰) 休戚相连。
二、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 法律、宗教

伯尔曼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首先，

二者存在张力，“法律通过其制约未来; 宗教通过其神圣感挑

战一切现行制度。”但是，二者也有复合，“他们同时又是对方

的一个维度。社会对终极超验目的的信仰，必定会在社会秩

序形成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维度，宗

教赋予法律以精神、方向和法律博得尊重所需的神圣。若二

者彼此脱节，法律容易沦为教条( legalism，即律法主义) ，宗

教容易陷入狂热。”［1］伯尔曼进而提出，法律与宗教具备四个

共同的要素: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对于法律缘何被遵

守这个问题的分析上，伯尔曼坚决反对工具论的看法，他认

为要确保法律得到遵守，信任、公正、可靠、合群等因素远比

强制重要的多。只有沿承守法的传统方能阻止违法发生，从

而便需要笃信，由此引出: 法律不仅是推行世俗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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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生命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这恰恰与朗·富勒在

其名作《法律的道德性》中论述的“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

道德”之维不谋而合。但是，正如韦伯所言:“现代化是一个

工具理性扩张的过程”。工具理性意味着终极关怀与理性呈

现二元分裂的状态，只有在二者处于无涉的状态的之时，理

性才可能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稳定基础，

这样才不会对信仰造成颠覆性的侵害。然而，这种理想的无

涉状态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二元融

合，还是而今二者的逐渐分离，都未能形成完全独立之境遇。
因此，伯尔曼大胆提出“法律信仰”，似乎是有点返璞归真的

意味，但是，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读。在伯尔曼看来，历史不再

是针对过去事实的陈述，而是一个为人们提供标准和目标的

经验宝库。历史指引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具有重要的规范和

证成意义。［2］所以，伯尔曼的法律信仰论是显然面向未来的，

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预言者。
历史经验上，伯尔曼亦借西方法律传统的发展来阐释法

律与宗教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有合有分。但至今“西方法

律的传统还未写成”，西方法律传统在 20 世纪初已身陷困

境，他呼唤着世人应该从整个法律的源头开始，尽可能深入

最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追溯其走人困境的轨迹。当前西方法

律传统已陷入困境，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归结于宗教基础的分

崩离析。针对此，他提出了两条基本思路: ( 1) 不能通过复归

原初事物来寻求解决，因为历史不会倒退; ( 2) 西方法律应适

应东西方冲突而开辟新时代。对伯尔曼来说，他渴望变革，

祈盼重生。除了从整体上的西方法律传统论证法律与宗教

存在勾延之外，作者还在本书的第四部分着重笔墨论述了俄

罗斯与前苏联的基督教与法律问题。关于法律制度的性质，

信仰制度的性质及其二者互动的关系，我们能从中得到诸多

裨益。
三、重构法律信仰的预言者

从西方历史的发展来看，一定时期内某些国家或者地区

的主流信仰制度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 16 世纪初

到 19 初世纪，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洗

礼。在三大革命( 德国路德革命、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 的

过程中，思想领域的宗教观念从路德主义到新加尔文主义再

到启蒙主义自然神论的转变，当然，每一次的转变都与当时

的主流政治话语和宪政法律观念密不可分。前已述及，为什

么伯尔曼要以历史观来看待法律与宗教之维，他明确地告诉

我们说:“这种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我们的法律制度

相连的那些信仰，从而也有助于我们预见，未来法律的发展

会带来哪些信仰的逐步衰落。”20 世纪末，美国的法律制度

与信仰制度又一次的发生了危机，这是革命性的变革，人们

再次置身于变革的情景中，伯尔曼欲通过对西方法律制度与

信仰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的考察与分析，来呼吁或者是设想

能够通过改变其中一方的某些东西来适应当今社会生活。
此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

项的法律: 立教或禁止自由行使宗教权利。”这可以看做宗教

自由的最权威法律根据，为宗教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护。但

是它又好像是启蒙主义法律观在美国宪法上的反映。启蒙

主义的法律观认为法律完全是工具理性的，是人定秩序的实

现手段。由此，法律与宗教相分离，因为这样的观念下，世界

上将存在两个国家: 天上之国、地上之国。“让上帝的归上

帝”这是天上之国的准则，“让凯撒的归凯撒”这是地上之国

的要求。尽管在美国，哪怕是现在的美国民众当中，多数的

人还是信仰上帝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与宗教分离状态势必会

给日益世俗化、理性化的社会观念造成冲击。所以，伯尔曼

要呼吁重构法律信仰。但是，他也认识到了强调法律与宗教

脱节危害的同时，还要避免二者的过分亲密，因为这种极端

显然在当今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是不适时的。法律与宗教之

间具有一定之张力是很好的，也即它们之间有互动。宗教在

法律之外，有助于避免法律制度受到人们的过度膜拜，而法

律保有其世俗的品性则利于宗教自由的发展。
无论是从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的互动关系，还是从

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的不可分离的事实以及法律信仰前提

下的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了的事实来看，伯尔曼提出的法律

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无论其在未来的效果如何，他的

理论都是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也是给美国法律制度的未来

设计的全新思路。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宗教虽有衰退之势

( 然宗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将继续存在) ，这自然是理性观念的

普遍被接受的结果，但是欲借法律的神圣化来保证法律制度

的实施是不现实的选择。在宗教思想甚浓的美国语境下不

现实，在缺乏信仰的现代中国社会也就更加不现实。因此，

那些借着伯尔曼美国论域下的命题构建中国化法律信仰的

想法一开始就是“美丽的错误”，这样的法律移植根本就没有

可能。甚至很多学者指望着树立中国的法律信仰来实现法

治，这显然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法律与宗教》的中文译者梁

治平先生早就明确提出了中国没有法律信仰的土壤，他说:

“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

多门类，他们被设计出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

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

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

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

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3］但是，由此

引发的关于中国法律信仰的大讨论却正是这位为伟大的、智
慧的预言者的力量所在。我相信关于伯尔曼命题的讨论仍

会继续，这也是世人对这位已逝的法学巨人的特殊纪念。◇

注释

［1］［美］伯尔曼． 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M］．
戴剑波，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3 － 4

［2］［美］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 增订译者前言) ． 梁

治平，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
［3］［美］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 代译序) ． 梁治平，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2
［责任编辑: 正元］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