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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J． 伯尔曼: 美国当代法律宗教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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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J． 伯尔曼，因在法律与宗教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而被

誉为“法律宗教学之父”，其代表作《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 两卷) 等，均属该领域的奠基性作

品，对于世俗化法学研究范式的返魅、法律宗教学学术标准的设定、法律宗教学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伯尔曼及其著述，是研究美国乃至西方当代法律宗教学的起点。

关键词: 伯尔曼 法律宗教学 犹太 － 基督教传统 世俗化 复合

一、引言

哈罗德·J． 伯尔曼( Harold J． Berman，1918 － 2007) ，虽然早期以在《俄罗斯的正义》( 1950)〔1〕一

书中对苏联社会主义法的出色解释而在美国法学界立足，但其贡献最大、影响最远的乃是对法律与宗

教的跨学科研究，并因在该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而被誉为“法律宗教学之父”。〔2〕 在我国，伯尔曼的《法

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 两卷) 和《信仰与秩序》流传很广，〔3〕其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

形同虚设”〔4〕，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法学界最著名的一句话”。〔5〕 2006 年夏，年届 88 岁高龄的伯

尔曼二度访华，在北京、山东和浙江等地的大学围绕“西方法律传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巡回演讲。他

得到了中国法学界的盛大欢迎，据称，大约有 10 万人次的法学院学生和学者聆听了他的讲座。但细

察之下当不难发现，伯尔曼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在我国法学界其实并没有获得与其学术声誉相当的深

入研究，对我国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影响极为有限。法学家本人被热捧，而其学术却被冷落，个中

缘由，耐人寻味。

伯尔曼对西方法律史的解读，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4 ) 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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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1950 年初版书名为 Justice in Ｒussia，1963 年扩充修订后再版，书名改为 Justice in the U．S．S．Ｒ． : An 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Law ( Ｒe-
vised Edition，Enlarg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参见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网页: http: / / cslr． law． emory． edu /people / in － memoriam /berman． html，访问时间: 2016
年 6 月 16 日。
［美］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第 1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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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第 1 版，1996 年第 2 版，法律出版

社 2008 年修订版;《法律与革命: 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第 1 版;《信仰与秩序: 法

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第 1 版。
［美］哈罗德·J． 伯尔曼，同注 3 引书，“导言”，第 3 页。
熊秉元:《把书读对———何帆、苏力和贺卫方对原著的误读》，载《读书》2014 年第 7 期，第 173 页。



强调的是精神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宗教教义和宗教观念对历史

发展( 于韦伯是经济发展，于伯尔曼是法律发展) 的驱动作用。〔6〕 且不论其立论是否准确，但一经引

入长期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圭臬的中国，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再

者，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官民两界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形式主义及由此产生的

“法律繁荣但法治不彰”现象，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关键性难题，所谓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姑

且不论此处的“信仰”到底所指为何、法律如何能与信仰相提并论等等———看似一剂对症的良药，伯尔

曼由此变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在我国法学界众口相传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伯尔曼之在我国流行的原因，也恰恰是其难以被我国主流法学界真正接受的原因。自启蒙运

动以降，西方逐渐确立了以世俗化为前提的学术范式，法学在走向学科独立、争取科学名分的过程中，

更是与宗教渐行渐远，终至壁垒森严。法律和法学理论，高举的是理性，崇尚的是科学，追求的是自由

和民主; 而宗教，则背负着“非理性”“科学之敌”“专制和纷争之源”的污名，法律与宗教能有何相干?

近代以来我国的法学理论，整体上借鉴自启蒙运动后的西方，主观上努力的方向也是理性与科学( 这

当然没错) ，在法学中自然没有宗教的立足之处。而伯尔曼不仅把宗教和宗教视角引入到法学讨论当

中，甚至还公然把宗教看成是法律的一种有益的资源，明确肯定宗教对法律的积极作用，这在有着深

厚宗教渊源的西方本土尚且不容易得到认可，更何况在我国这样一个与西方完全异质的文化当中?

对于伯尔曼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我国主流法学界是不大有兴趣和动力予以深究的。

但宗教的视角对于法律研究来说绝非可有可无。西方文明之源向有雅典和耶路撒冷这两种不同

的知识和真理体系，前者诉诸人的理性与理智，以逻辑和论证为方法，追求的是实在性真理; 后者诉诸

人的信仰与情感，以直觉和经验来把握，追求的是启示性真理。〔7〕 雅典所代表的希罗文明，在与基督

教相遇之前虽已发展出高超的政治制度和精致的法律体系，但其政治法律哲学却并没有令人信服地

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就是权威来源和价值标准问题，这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政局混乱和社会腐

败，成为希罗文明最终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8〕 而严格区分造物主与被造物的犹太 － 基督教信仰则

坚信独一至高的造物主上帝是最终的权威之源，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是所有人类法律的超验的标准，这

就正好补足了希罗文明之短。二者在公元 1 世纪的罗马帝国开始交汇合流，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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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在伯尔曼的论述中，犹太 － 基督教传统中的上帝观、末世论、千禧年信仰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想与现实、上帝之国与尘世之

国、上帝的律法与人类的条规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是导致西方历次重大革命和法律体系根本性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具体参见

注 3 引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各处，例如，“上帝掌管一个依照法律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并对例外案

件予以仁慈的宽免。”( 第 632 页) “法律被视为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使命的一种途径，这种使命是在尘世建立上帝的王国。”( 第

628 页) “基督教的革命者们预言‘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尘世’。……在美国、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末世论是世俗的: 一个新

的和最后的自由平等的时代，人类长期压迫的历史的结束，公正社会的到来。”( 第 30 页) “信仰人自身有能够使世界获得重生

的能力和信仰人为了完成这一最终命运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为自觉地攻击当时既存秩序和自觉地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提供了

一个基础。上帝被用来作为衡量世俗秩序的标准。……西方历史后来所有重大革命的时期都求助于超验的标准衡量当时现存

的权力结构。”( 第 33 页) “‘改造世界’曾是教皇革命的一个口号，而在其他每一次革命中都差不多也有这样的口号。”( 第 24
页)

可参阅［美］约翰·W． 奥马利:《西方的四种文化》，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1 版。
据美国当代基督教思想家弗兰斯西·薛华( Francis A． Schaeffer) 分析:“从许多角度看，罗马是伟大的，但就人类面对的基本问

题，它却没有真实的答案。”“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没有无限的神。正因这样，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也就是说，他们

并没有任何够‘大’或永恒的东西可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相结合。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担负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

的种种压力。”所以，“罗马的败亡并非因外来势力，如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内在基础，那些野蛮

民族不过是促成它的崩溃而已，实际上当时的罗马帝国日趋腐朽，是自己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参见［美］弗兰斯西·薛华: 《前

车可鉴: 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梁祖永译，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 页。



慢慢地发展成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而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经中世纪晚期的复兴也更深刻地嵌入

到西方文明的深层结构之中，于是西方文明逐渐形成了在本质上互不相容但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

起的两大主旋律———希腊 － 罗马传统与犹太 － 基督教传统。〔9〕 它们在将近两千多年的时间长河里，

共同塑造着西方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音乐、艺术与文学，也包括经济、政治与法律。文艺复兴和启蒙

运动以降，在西方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政治和法律史，或者说近现代以来国人目之所见，亦步亦趋的西

方政治法律制度所主要继承与发扬的乃是希腊 － 罗马传统，对作为西方文明内核的犹太 － 基督教传

统则并未给予充分的承认与重视。伯尔曼强调西方历史上宗教系统与法律系统间的交流互动，凸显

犹太 － 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法治传统的贡献，乃是在西方整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理解其法治传统的

一种尝试。单从知识的层面上来讲，阅读伯尔曼，作为一种历史补课，无疑有助于拓宽我国法学界的

学术视野。

而与当下尤具相关性的是，20 世纪晚期不期而至的全球宗教复兴在世纪之交开始发力，宗教因素

无论是在各国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都对法律、政治和社会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相应地，

宗教复兴及其影响也催生了大批的学术论著，包括在政治与法律领域。例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斯蒂

芬·卡特( Stephen L． Cater) 认为，宗教的复兴已经给美国政治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宗教作为一股道

德力量，或许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越来越成为学者和政治家们即使不情愿也必须要严肃对待的问

题。〔10〕 就法律与宗教间的跨学科研究来说，据伯尔曼的学生、美国法律史学家维特( John Witte)〔11〕教

授 2012 年报告，“法律宗教学已经在全世界呈爆炸之势发展起来”，宗教已经被接受为“法律、政治和

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一个重要方面”，“是法律和政治讨论中的合法的声音，( 法律宗教学) 当仁不让

地成了法学交叉学科中的一员”。〔12〕 上述种种动向必然会波及我国，出于现实的考虑也有跟进的

必要。

哈罗德·J． 伯尔曼，作为“法律宗教学之父”，是研究美国乃至西方当代法律宗教学的起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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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犹太 － 基督教传统与希腊 － 罗马传统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令西方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头疼的难题，二者的对立、冲突与合作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历世历代的各式文化要人。一种观点认为这二者是不可调和、互不相容的，如早期的基督教教父特土

良( Tertullian，150 － 230) 和居普良( Cyprian，200 － 258) 即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他们的质疑———“雅典与耶路

撒冷何干? 学院与教会何干? 异教徒与基督徒何干?”———后来成了西方思想史中一个周期性出现的主题。但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二者可以在不破坏基督教信仰的情况下实现合作，甚至认为二者的合作与互补对西方文明的存续至关重要，例如中世纪天主

教神学思想集大成者、13 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约 1225 － 1274) 就主张并致力于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的调

和，并将亚里士多德思想纳入到了基督教神学之中，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甚至认为，耶路撒冷与

雅典的对立与冲突是西方文明的生命所在(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 《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 10 页，注 3 及相关正文) 。
哈罗德·J． 伯尔曼曾著有《犹太 － 基督教信仰还是异教学问》一文，其中分析比较了犹太 － 基督教视角与其他视角在学术

研究中的不同之处，参见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00 － 303 页。
Stephen L． Carter，The Culture of Disbelief: How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Trivialize Ｒeligious Devotion 1，8 ( First Anchor Books Edi-
tion，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Inc． 1994) 。本书已有中译本［美］斯蒂芬·L． 卡特:《怀疑的文化: 美国政治与法

律对宗教信仰的影响》，陈定家、陈保志、徐蕾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
约翰·维特( John Witte，Jr． ) ，美国埃默里大学( 亚特兰大) 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w and Ｒeligion) 主任、
乔纳斯·罗博彻( Jonas Ｒobitscher) 法学教授，伯尔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后随伯尔曼到埃默里大学任教。维特教授的下述著作

已有中译本:《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 《权利的变革: 早期加尔文教中的法律、宗教和人权》，

苗文龙、袁瑜琤、刘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人民出版社 2011 年;《法

律与新教: 路德改革的法律教导》，钟瑞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从圣礼到契约: 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与法律》，钟瑞

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
John Witte，The Study of Law and Ｒ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im Ｒeport，14 Ecc． L．J． 327，327，330，342 ( 2012) ．



即是要联系伯尔曼生活和写作的时代背景，追踪其学术生涯中的关键事件和人物，理清其学术思想的

来龙去脉，为今后就伯尔曼的法学理论乃至整个法律宗教学展开更为系统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性

知识。

二、罗森斯托克 － 惠西老师

1918 年，哈罗德·J． 伯尔曼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用他本人的话

说，是“从小就受犹太教传统的熏陶”。〔13〕 1938 年，青年哈罗德从位于新罕布什州汉诺威镇的达特茅

斯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在就读于哈特茅斯学院期间遇到的一位老师，后来决定性地影响了伯尔

曼一生的学术方向，这位老师就是德裔美籍历史学家、社会哲学家尤金·罗森斯托克 － 惠西( Eugen
Ｒosenstock － Huessy，1888 － 1973) 。

罗森斯托克 － 惠西是犹太人，青少年时期改宗基督教，1909 年获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间

曾师从历史法学派大师奥托·冯·基尔克。其因《德国的王室与部落: 从 911 年到 1250 年》〔14〕一书

对中世纪法律史的出色研究，1912 年被莱比锡大学聘为编外讲师，1923 年被海德堡大学授予哲学博

士学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 年重返学术界后，任布雷斯劳大学德国法律史教授，教书之余

完成并出版了其第一部重要作品———《欧洲历次革命: 民族性格与国家的形成》，〔15〕从而在欧洲学术

界崭露头角。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到美国，谋得哈佛大学讲师职位，讲授哲学、德语和神学等。
1935 年，因故( 详见后文) 离开哈佛大学，转至达特茅斯学院任社会哲学教授，在那里一直教书到 1957
年退休。伯尔曼在此就读期间选听过惠西的社会哲学课，在惠西的指导下撰写论文，因受惠西的鼓励

大学毕业后研习法律。
罗森斯托克 － 惠西精力充沛，涉猎广泛，著作涉及法律、历史、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学、神

学、语言学等，是一位跨学科研究的大师。惠西也不轻易接受知识分子们那些似是而非的区分和预

设，常能打破陈规，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框架。伯尔曼在为罗森斯托克 － 惠西《生于革命: 西方人自

传》〔16〕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罗森斯托克 － 惠西是一位先知，跟许多伟大的先知一样，

他在自己的时代是失败的，但他的时代现在可能正在到来。尽管在风格上不循常规，并且也恰恰因其

不循常规的风格，《生于革命: 西方人自传》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应该如何理解历史? 甚至更重要的

是，基督教时代第二个千年的历史，作为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怎样才能发挥作用?”〔17〕

1938 年，《生于革命: 西方人自传》在美国出版，由罗森斯托克 － 惠西成名作《欧洲历次革命: 民族

性格与国家的形成》翻译、扩充而成。在此书当中，罗森斯托克 － 惠西宣称历史有一个目的，历史且有

一个模式，而欧洲在基督教时代第二个千年历史的模式就是革命。11 世纪末开始的教皇革命是欧洲

近代史的发端，其后渐次发生了德、英、法、俄等欧洲各民族国家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是一个时代的终

结，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启，都打破一个旧世界，又建立一个新世界，都从其所打破的那个旧世界继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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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参见［美］哈罗德·J． 伯尔曼:《基督教法学院是否存在? 能否存在?》，载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19 页。
原书德语标题为 Knigshaus und Stmm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911 und 1250。
原书德语标题为 Die Europischen Ｒevolutionen: Volkscharaktere und Staatenbildung( 1931) 。
英语标题为 Out of Ｒevolution: 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 William Morrow 1938) 。
Eugen Ｒosenstock － Huessy，Out of Ｒevolution: 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at xviii ( Wipf ＆ Stock Pub． 2013) ．



些东西，又摒弃并添加一些东西，各个社会和时代既是不断展开的人类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

人类历史终极命运的促成因素，欧洲千年史由此而成。而革命的驱动力则是，人们渴望在这个世界实

现犹太 － 基督教信仰所预言、所承诺的“天上之国”，以宗教上超验的标准作为衡量、批判并改革现存

秩序的依据，从 11 世纪天主教的教皇革命直到 20 世纪马克思、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概莫能外。

罗森斯托克 － 惠西的历史观为伯尔曼重新解释西方法律史提供了灵感。西方近代历史发端于 11

世纪开始的教皇革命，欧洲千年史以革命模式展开，宗教信念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等，都在伯尔曼

的法律史著作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细致的运用和论证。〔18〕 1982 年，伯尔曼教授在纪念罗森斯托克 － 惠

西的会议上作题为《更新与连续: 历次伟大革命与西方传统》的发言。彼时已身为哈佛大学名教授的

伯尔曼在发言中坦承，“他的著作一直并依然对我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些著作，不仅为我的作品，尤其

是我的法律史和法哲学方面的作品，而且为我的整个生活，都提供了重大的灵感之源”。“我的书是对

罗森斯托克 － 惠西的真知灼见的一个证实。”〔19〕

三、在欧洲的神奇经历

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伯尔曼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研习英国法律史。此次欧洲留学

经历在青年哈罗德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39 年的欧洲正处于二战全面爆发的前夜。伯尔曼到德国旅行，适逢希特勒在电台广播上向波

兰宣战，于是伯尔曼和难民们一起乘火车逃往法国。就是在那列夜间行驶的火车上，或许远方还不时

传来依稀的炮火声，又或许列车浑然忘却了战事的存在，平缓地穿行于欧洲曼妙的湖光山色间，车窗

外抬头可见静谧的星空，就是在那一时刻，这位犹太小伙子，正在因本民族和自身的命运前途未卜而

陷入迷茫和绝望之中，竟然看到了耶稣向他显现。伯尔曼后来在公开场合把这次经验说成是“我最初

遇见那‘使我得自由的真理’”，以后即不再绝望，深信是上帝在背负人类命运的重担，即使人类历史走

到了尽头，“他要做的仍是相信祂”。〔20〕 后来，伯尔曼曾多次向家人和朋友讲述这件事，甚至 2007 年

在纽约的病榻上弥留之际，他又再一次向自己的学生兼同事约翰·维特教授提到了这次经历。〔21〕

欧洲的这次神奇经历，为伯尔曼解决了那个必然会困扰大多数犹太人的问题———上帝存在吗?

上帝是谁? 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 人类历史的终极归宿在哪里? 犹太民族，本质而言是一种宗教的

存在，而作为个体的犹太人，只要还没有丧失思考能力，都迟早会遭遇这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

哈罗德·J． 伯尔曼是一位犹太人，像一位犹太人那样对个人的存在有着清醒的自觉体认，对人类的命

运怀抱着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关于上帝的种种问题，对他而言是沉重的，也是无法逃避的。这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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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伯尔曼著作中亦曾多处具体提到过罗森斯托克 － 惠西，例如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第 1 章“法律中的宗教”，注 3 及相

关正文，第 11、12 页; 第 4 章“超越法律、超越宗教”，注 10 及相关正文，第 111 页; “附录一: 一种世界秩序发展中的法律与宗

教”，注 11 及相关正文，第 143 页; 以及注 3 引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导论”，注 12、13、21、22 及相关

正文。关于罗森斯托克 － 惠西及其对伯尔曼的影响，另见［美］伯尔曼:《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律与历史》，载注 3 引姚剑波译

《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04 － 311 页。
Harold J． Berman，Ｒenewal and Continuity: The Great Ｒevolutions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in Eugen Ｒosenstock － Huessy: Studies in
His Life and Thought 19 － 30 ( Bryant M． Darrol ＆ Hans Ｒ． Huessy eds． ，Edwin Mellen Press Ltd． 1987) ．
［美］哈罗德·J． 伯尔曼:《基督教法学院是否存在? 能否存在?》，载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19
－ 329 页; 以及《我在哈佛的信仰》，伯尔曼等著，文逢参等译，珠海出版社 2008 年第 1 版，第 263 － 268 页。
John Witte，Jr． ，A Tribute to Harold J． Berman，57 Emory L． J． 1461，1461 ( 2008) ．



历或许使伯尔曼忆起了犹太民族与耶和华上帝之间的恩恩怨怨，忆起了自耶稣以来犹太人与基督信

徒之间种种的辩论与冲突，甚至忆起了达特茅斯学院里自己那位信奉基督教的老师罗森斯托克 － 惠

西。要知道，惠西老师也是一位犹太人，他的信仰曾经在达特茅斯学院的青年学子伯尔曼心中引起过

多大的好奇与不解啊! 但无论如何，这次神奇的经历之后，时年 21 岁的伯尔曼就冲破来自家族的重

重反对，步罗森斯托克 － 惠西后尘，由犹太教改宗基督教。与罗森斯托克 － 惠西一样，伯尔曼也成了

跨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桥梁式人物，“犹太 － 基督教信仰”后来成了他学术著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字

眼和主题。

自此以后，伯尔曼将以一个更加明确的独特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是的，太阳还照样升起，战争

依旧在进行，但“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学者所见的不只是自然，不只是社会，还有上帝的创造; 他眼

里的自然和社会，是上帝创造之物，……犹太 － 基督教视角显明了一些以其他视角无从知晓的事实。

它显明历史是上帝对宇宙计划的一部分，宇宙中每一事实都是在上帝的生命里所发生的事件”。〔22〕

更重要的是，伯尔曼还将以这个视角来从事学术研究，因为犹太 － 基督教学者相信，认识真理不能单

凭理性，更重要的是要仰望造物主上帝的启示，“只有用这样的方式，人才能更贴近关于人的本质和社

会生活的真理”。〔23〕 于是，在伯尔曼的法律历史中，君士坦丁、格列高利、路德、加尔文、孟德斯鸠、洛
克……所有这些皇帝和教皇，神学家和哲学家……在德国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在个人不

懈意志的驱使下，思考着，辩论着，争吵着，战斗着，在上帝无形之手的引领下，背负着各自的使命，一

步步走向人类的终极命运……历史，不再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大杂烩，不再是各式人物不期然的偶遇，

也不再单单受冥冥中不可知的力量或规律的随意摆弄，历史是造物主上帝之意志的显明，一切的个人

和事件由此获得了明确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就在伯尔曼的法律历史中看到了他对上帝护

理人类历史包括政治法律发展史的信念，看到他虽然感受到了深刻危机的到来但依然不灰心、不丧胆

的淡定与从容。犹太 － 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思考方法，构成了伯尔曼术一生学术思想最深

层次的根基，理解法学家伯尔曼对西方法律历史的再解释，对西方法律传统分崩离析乃至西方文明整

体性危机的忧心，对美国主流法学研究范式和法学院法律教育模式的批判，对综合法理学的建构，乃

至对世界法的倡议，均离不开这把钥匙。

从欧洲归国后伯尔曼入读耶鲁大学，1942 年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随后到美国陆军

欧洲战区服役，直到 1945 年二战结束。

四、斯淳费洛的困惑

1947 年，伯尔曼获得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研究苏联法，因当时无人

讲授这门课，他就自学，并从自学俄语始。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伯尔曼先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担

任了一学年的助教，1948 年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此教书近四十年，开设的课程有苏联法、国际贸易

法、比较法律史、世界法等。

哈佛大学，或许是伯尔曼恩师罗森斯托克 － 惠西不太愿意提起的一个地方。在伯尔曼到达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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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美］哈罗德·J． 伯尔曼:《犹太基督教信仰还是异教学问》，载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01 页。
同注 22 引文，载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02 页。



大学的十几年前，罗森斯托克 － 惠西在这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他关于社会史及其他课题的观点

完全建立在他的基督教信仰之上。据传，罗森斯托克 － 惠西在课堂上常常提到上帝。他还经常攻击

非宗教的学术思想，而那恰恰被哈佛大学的教授们视为高等学术的当然前提。事实上，虽然美国的高

等教育自殖民地时期就主要作为基督新教的一项事工而存在和发展，在财务、人员、课程设置、学术标

准等方面长期为教会所主导，教育的目的也是要服务于宗教和教会，但自美国 19 世纪晚期的高等教

育改革开始，美国的学院和大学逐渐转型，结果就是把教会、宗教赶出了教室、校园和学术圈，在 20 世

纪初彻底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的世俗化。〔24〕 罗森斯托克 － 惠西任职于哈佛大学时，正处

于宗教历史学家马斯登所谓的福音派学术研究的黑暗时期 ( 1920 年到 1950 年) ，宗教观点在学术圈

内并无立足之地。〔25〕 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大学教育和知识探索应该客观理性、价值中立，不应受到宗

教的任何影响和摆布，否则即为学术异端。总之，宗教不再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和判断标准，理性与科

学才是时代的潮流。在这种大氛围中，罗森斯托克 － 惠西显然是一个异类，与哈佛大学的知识精英们

的冲突不可避免。最终，无法调和的意见分歧使他不得不在 1935 年离开，转到达特茅斯学院。现在，

罗森斯托克 － 惠西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伯尔曼到了哈佛大学，在这里他最终将完成一个使命———

为法律和法学讨论中的宗教视角“正名”，促成法律与宗教的“复合”。

在伯尔曼初到哈佛大学之后的那十几年间，刚从二战噩梦中醒来的西方，正余悸犹存，惊魂未定。

希特勒的集中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以及其他种种的战时暴行，根本性地动摇了启蒙运动以来整个

西方特别是知识界对人性的乐观，对理性和科学的仰仗，以及对宗教的傲慢和拒斥。美国知识界对宗

教的敌意有所缓和，学院和大学里甚至开始出现神学和宗教回归的趋势。〔26〕 在此背景下，50 年代中

后期的美国，从神学界和法律界发出了一种共同的呼声———在宗教与法律间展开对话，深入探讨基督

教传统与法律的关系。在神学界，是希望在战后的混乱中向世界清晰可辨地传递教会的信息，用基督

教的教导来帮助解决各行各业所面临的问题。在法律界，是法律人不满于对法律的功能和性质进行

纯粹的世俗化分析，希望依据基督教教义对法律作更深刻的理解。〔27〕 因应这一呼声，美国很多地方

展开了神学与法律间的对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 1950 年代末分别在哈佛大学( 1957 年) 和芝加哥

大学( 1958 年) 召开的两次“法律与基督教”专题研讨会。

在早期的这些法律与宗教间对话中，伯尔曼是参与者之一。他在 1958 年芝加哥大学“法律与基

督教”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后发表，成为其目前可见的第一篇法律宗教学论文———《基督教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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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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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George M． Marsden，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 Historical Overview，in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Academy 9，10，14
( George M． Marsden ＆ Bradley J． Longfield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另见［美］乔治·M． 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 第

二版) ，徐弢、程悦、张离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美］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宋继杰译，陈佐人校，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30 页。
See Franklin H． Littell，Church，State，and University，1 Ｒeligion ＆ Pub． Ord． 78，78 ( 1963) ; David W． Louisell ＆ John H． Jack-
son，Ｒeligion，Theology，and Public Higher Education，50 Cal． L． Ｒev． 751，752 － 753 ( 1962) ，注 4、5、6 及有关正文部分; 美国当

代杰出的宗教历史学家马斯登认为，宗教早在二战前夕即已开始重拾在公立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而二战带来的宗教复兴及人们

对西方文明之道德和宗教基础的普遍担忧，则进一步加强了宗教在本科生课程中的地位，See George M． Marsden，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 Historical Overview，in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Academy 9，35 ( George M． Marsden ＆ Bradley J． Longfield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参见 Wilber Katz 在 1957 年“法律与基督教”专题研讨会上以“法律、基督教与大学”为题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Introduction: Law，

Christianity and the University，10 Vand． L． Ｒev． 879，879 ( 1957) ; Howard J． Vogel，A Survey and Commentary on The New Litera-
ture in Law and Ｒeligion，1 J． L． ＆ Ｒeligion 79，84 ( 1983) 。



律发展的影响》。〔28〕 在 1960 年到 1967 年间，伯尔曼还和当时在哈佛大学神学院任基督教伦理学教授

的詹姆斯·路德·亚当姆斯( James Luther Adams，1901 － 1994 )〔29〕一起，给哈佛大学法学院和神学院

的学生开设了法律与宗教的交叉课程。该课程主要由对法律与宗教间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参加，课程

所涉主题每年都会变化，但始终以这两个领域的关系为核心关切。亚当姆斯 － 伯尔曼研讨班对法律

宗教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中几位参加者后来在法律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方面一直比较

活跃。
关于亚当姆斯 － 伯尔曼研讨班的起因，在伯尔曼的学生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则轶闻: 在 50 年代中

期的哈佛大学，一位学生到神学院提了一个问题:“研究这些古老的文本，跟正义有什么关系?”教授答

曰:“如果你感兴趣的是正义，请到法学院。”进了法学院，这位学生问教授:“反永续规则跟正义有什么

关系?”答曰:“如果你感兴趣的是正义，请到神学院。”〔30〕这位学生名叫威廉·斯淳费洛 ( William
Stringfellow，1928 － 1985) ，有点特立独行，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但这里只简单地说他是一位比较专

业的业余神学家就够了。后来，斯淳费洛在神学院找到了亚当姆斯，在法学院找到了伯尔曼———事实

上，伯尔曼 1959 年那篇文章《基督教对法律发展的影响》，就是与斯淳费洛系列交谈的一个结晶。三

人一拍即合，然后就有了亚当姆斯 － 伯尔曼研讨班。是时，美国法学界暗潮涌动，关于规范性的探讨

正在抬头，哈特与富勒围绕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的辩论即将拉开大幕，约翰·罗尔斯则正在奋

笔疾书，惊世之作《正义论》( 1971) 业已呼之欲出。斯淳费洛的困惑、亚当姆斯 － 伯尔曼研讨班的努

力，与当时的法学思潮是一致的，归根结底都指向那个困扰了西方法学界千百年的难题———法律与道

德到底是什么关系? 所不同的是，斯淳费洛等人因深信宗教是道德的根基与支撑而引入了宗教的视

角，〔31〕而主流法学界的探讨则主要是在世俗化的范式下展开。

五、哈佛大学的苏联法专家

1950 年，伯尔曼自耶鲁大学时期即开始的苏联法研究结出了硕果，《俄罗斯的正义》出版。〔32〕

1963 年扩充修订后再版，标题改为《苏联的正义: 对苏联法的解释》，篇幅比原先增加了很多，但基本

论题没变。这部经典之作，使伯尔曼一举成名，奠定了其在社会主义法领域的权威地位，为其博得了

世界著名苏联法专家的学术声誉。在东西方冷战正炽，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的 50 年代，伯尔曼

及其著作成为美国了解苏联法的一个窗口。

·981·

哈罗德·J． 伯尔曼: 美国当代法律宗教学之父 钟瑞华

〔28〕

〔29〕

〔30〕

〔31〕

〔32〕

Harold J． Berman，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upon the Developments of Law，12 Okla． L． Ｒev． 86 ( 1959) ．
詹姆斯·路德·亚当姆斯是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家、新教神学家，因在宗教与公共生活、宗教与社会领域的开拓性工作而闻名，对

公共政策、公民自由、教会法( church law) 亦有涉猎，在神学上主要关注德国改教家路德的工作和影响，因而对律法神学( theology
of law) ，以及更宏大的主题———法律与宗教———怀有深厚的兴趣。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在哈佛大学工作，其间继续

贯彻自己的下述理念: 神学院必须设在大学之中，应该在其他生活领域的语境当中，尤其是在法律、商业和艺术领域，来教授基

督教伦理并证明其可行性。与伯尔曼联袂开设亚当姆斯 － 伯尔曼研讨班，即为其此种努力之一。
Frank S． Alexander，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A Tribute to Hal Berman，57 Emory L． J． 1393，1394 ( 2008) ．
法律、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伯尔曼研究法律宗教学的一个关注点，但伯尔曼本人声明，这绝不是其著述的“唯一论题”，甚

至也不是“主要论题”。参见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序”，第 1、2 页。虽然伯尔曼承认，“惯常的公

式是，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则建立于宗教之上”，但他同时也指出，“把道德看作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首要联系而过

分注重道德，这种做法夸大了一般规则在法律和宗教中的作用，而低估了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的作用。”参见注 3 引梁治平

译《法律与宗教》，“跋”，注 1 及相关正文部分，第 124 页。
参见注 1。



在《俄罗斯的正义》中，伯尔曼以分析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从苏联法的三个面向———社会主义

法、俄罗斯法和家父法———诠释了苏联法律的本质和作用，针对当时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完全靠暴力维

持秩序的不实之见，提出了“法律体系”与“暴力体系”在苏联共存的观点。他指出，一方面，法律体系

被阻隔在某些领域之外，但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斯大林时期，常规的法律程序和既定的法律规范在偷

盗、谋杀等领域也得到普遍的适用。〔3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成历史，但伯尔曼对其法律的

解释我们现在读起来依然发人深思。

一般的看法认为，伯尔曼的学术生涯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苏联法研究为主，后期以法律与

宗教研究为主，并且认为伯尔曼是在前苏联解体，苏联法消失后，才转而关注法律与宗教的。〔34〕 这种

看法其实不够准确，因为它没有充分认识到伯尔曼苏联法研究与其法律宗教学研究的密切联系，或者

说是过分夸大了苏联法律体系与西方法律体系间的差异，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与相似性。

实际上，伯尔曼对苏联法律的研究并非孤立进行，而是属于其整个西方法律史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后来的著作如《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等里面就含有对苏联无神论信仰、社会主义法律、无神

论与基督教的关系、社会主义法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关系等问题的长篇论述。

伯尔曼的西方法律史，无疑是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但却又不止于此。例如，在 1999 年的一次

讲座———“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 过去与未来”中，〔35〕他曾明确指出他所谓的西方，是指“历

史上发展出来的西欧各民族的文化”，但同时“也包括这样一些非西方民族，他们因为殖民的缘故，或

者像在俄罗斯，因为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亲和关系和互相交流的缘故，最终被带入历史上发展起来

的西方文化之中”。〔36〕

俄罗斯与西方在“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亲和关系和互相交流”当然不容忽视，俄罗斯东正教与西

方天主教、基督新教同出一源也是事实，但对法学家伯尔曼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法

律基本原理与自由民主制的法律基本原理，“在基督教中有着共同的渊源”。〔37〕“1917 年俄国布尔什

维克革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信仰体系和政治纲领是一种西方信仰体系和一个西方政治纲领。与自

然神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38〕因此，尽管伯尔曼承认“许多人不会认为

俄国是西方的一个部分，不认为俄国历史是西方历史的一部分，或者俄国革命与发生在德国、英国、美
国和法国的那些大革命属于同一系列”，〔39〕但他依然坚持俄国革命与苏联法构成西方革命历史和西

方法律传统的延续的观点，其因去世而未能完成的《法律与革命》卷三，原本就打算围绕俄、美、法三国

革命中法律的变迁而展开。伯尔曼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法的兴趣一直持续到其晚年，或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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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Harold J． Berman，Justice in the U． S． S． Ｒ． : An 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Law 7，8 ( Ｒevised Edition，Enlarg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伯尔曼后来一直维持其关于“苏联是一个双轨制的国家，集暴力统治和法治于一身”的判断，参见注 3 引梁治平译《法

律与宗教》，“附录三 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第 198、199 页。
Detlev F． Vagts，Harold J． Berman and Soviet Law: From Its Challenge to the West to Dissolution，57 Emory L． J． 1451，1451 － 1453
( 2008) ．
Harold J． Berman，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in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st and Future，60 La． L． Ｒev． 739 ( 2000) ． 本文中译

本见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第 146 至 190 页。
Harold J． Berman，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in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st and Future，60 La． L． Ｒev． 739，739 ( 2000) ; 注 3 引

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导论”，第 2 － 4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第 62 页; 注 3 引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导论”，第 38 页。
Harold J． Berman，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in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st and Future，60 La． L． Ｒev． 739，755 ( 2000) ．
Id．



因就在于此。毕竟，“因为殖民的缘故”而被带入西方文化之中的，不仅有北美和南美，已经被西化的，

实际上还有“世界各其他不同的地区”。〔40〕

六、出版《法律与宗教》

1974 年，伯尔曼将其 1971 年在波士顿大学罗威尔神学讲座的演讲词结集出版，此即在我国法学

界广为流传的《法律与宗教》。〔41〕 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伯尔曼饱含激情地宣称，“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

他的信仰”。〔42〕 ———本文开始所引“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语即出于此。
在伯尔曼那里，“信仰”绝非今人通常所谓的可以以任何有限的事物为对象的相信与委身，而是特

指对终极实在的超越性信念，他所谓的西方“人民内心最深刻、最根本的信念或宗教信仰”，也并不是

随便任何一种信仰或宗教，甚至也不是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冒犯的罗伯特·贝拉所谓的公民宗教，而是

有着一套独特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犹太 － 基督教信仰。伯尔曼宣称，两千年间宗教对西方法

律的影响，既有“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也“有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基督教的态度与价值已被

植入其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世俗宗教的影响”，甚至连“法律不断演进的观念，它的跨越许多

世代而有机发展的观念，本身就是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观念”。〔43〕 对于伯尔曼法律史叙事

中这种赤裸裸的西方中心论，毫不掩饰的犹太 － 基督教至上论，人们大可嗤之以鼻，但近现代以来在

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受到西方深刻影响的任何非西方国家，若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本国的法律历

史和法治前景，对伯尔曼的总结性断言，即西方的法律传统源于其宗教信仰，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特

质最终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先是取罗马天主教的形式，后来是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形式———
的基础之上”，〔44〕都应该三思。
《法律与宗教》这本小书，虽然在美国刚出版的时候还不太起眼，但却堪称是美国当代法律宗教学

产生的一个标志，也为法律与宗教间跨学科研究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踏脚石。该书所运用的很多

术语，如“法律与宗教的互动”、“宗教的法律维度”、“法律的宗教维度”、“法律的宗教视角”等，都将成

为法律宗教学领域中的学者们所耳熟能详的常用词; 其所提出的很多论点，也将在伯尔曼《法律与革

命》等著作及其学生约翰·维特的《法律与新教》〔45〕系列作品中得到更为深入细致的阐释，并成为之

后几乎任何涉足同一议题者的论述起点。
但使这本小书被看成是美国当代法律宗教学产生的标志性成果的，不单单是其所作的种种具体

论断，甚至也不是伯尔曼在书中对所谓西方“整体性危机”的忧思———对西方文明和西方道德即将崩

溃的担忧，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是普遍弥漫于西方知识分子群体内的一种情绪。实际上，不要说整个西

方，就是在美国，《法律与宗教》也并非以法律与宗教关系为主题的首例，此前研究该主题的多有人在。
但之前的有关法学著作，遵循着世俗化的学术范式，固守法律与宗教间的楚河汉界，宗教不仅不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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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注 3 引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导论”，第 2 页。
英文原标题是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Ｒeligion，字面意思是“法律与宗教的互动”。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导言”，第 3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导言”，第 3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附录二 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 过去与未来”，第 167、168 页。
参见注 11。



为法律正当性的来源，还是时刻需要规范与防范的麻烦制造者。而《法律与宗教》，正如其英文标题所

示，意在凸显法律与宗教间的“互动”( interaction) 而不是“分离”。〔46〕 伯尔曼在“导言”中就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在所有社会，尤

其是在西方社会，更特别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都是如此。尽管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任何一方

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没有( 我所谓) 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

( 我所谓) 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47〕伯尔曼认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两个领域，

法律生活与宗教生活在最终的意义上是辩证统一、相互依赖的，这与主流法学理论对宗教避之唯恐不

及的态度相比，无疑具有革命性。

伯尔曼进而认为，使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成为一种整体性危机的，“正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

丧失有关”，而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幻灭，其原因乃在于“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48〕“今日西方人

所面临的危机……不是它们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毋宁说是它们过于分裂破碎的危机”〔49〕。据此，伯

尔曼暗示“只有通过诉诸宗教，我们才能够解决法律信任危机”，而且只有“承认和恢复宗教的法律

性”，才能恢复宗教的活力。〔50〕 这样一来，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法律与宗教》就悍然不顾西

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美国自 19 世纪晚期高等教育改革以来，所逐步确立的世俗化学术范式，无视“法

律的世俗化”和“宗教的私人化”这两大流行预设，撬动了法律和法学研究由世俗化返魅的大门，从而

使该书在方法论上获得了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最终使该书确如作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了“一项

初始的研究”，成为了“未来研究的一个有用的序论”。〔51〕《法律与宗教》对宗教和宗教视角的积极态

度，是今后十几年中宗教视角重返美国公共广场，在政治法律讨论中重获发言权的先声。

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总体上来说还没有冲破世俗主义的羁绊，法学院占主流的法学理论依

然是各式法律实证主义，其中根本没有宗教的立足之处。《法律与宗教》出版后，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对

于伯尔曼的赠书，竟无一人回信致谢，人们依然对于将法律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52〕

七、对法律世俗化的反思

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到来，促成改变的原因往往非止一端，思潮的转向更是常常起于青萍之

末，事后想要理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条殊非易事。在美国促成法律和法学中不便于讨论

宗教这一禁忌被彻底打破的因素有很多，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和 60 年代的反战运动公然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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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52〕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导言”，第 1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导言”，第 1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导言”，第 10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跋”，第 126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第 3 章“宗教中的法律”，第 68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导言”，第 5 页。
David A． Skeel，Jr．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Christian Legal Scholarship，57 Emory L． J． 1471，1483 ( 2008) ．



诸基督教教义，〔53〕60 年代传统价值观的沦丧和道德生活的崩溃，1973 年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性解

放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通过 Ｒoe v． Wade 案实现堕胎合法化等，无不预示着美国福音派新一轮复

兴( 或反弹) 的即将到来，法律与宗教正式“复合”所需要的民众和思想土壤正在缓慢地形成。然后，

最直接的催化剂出现了，此即 1972 年到 1974 年间的“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中，有 30 多位律师深陷丑闻，包括当时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总统密友兼特殊顾

问查尔斯·寇尔森，〔54〕而尼克松本人也是律师出身。因此“水门事件”被称为“律师界里的大事”。正

如学者后来所述，“水门事件”比 20 世纪的任何一件事，都更严重地破坏了美国法律行业的信誉，加深

了人们对法律行业原就存在的不满。〔55〕 人们开始质疑，美国的法学院是否提供了适当、充分的职业

伦理教育? 以此为契机，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大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

把法律与道德、价值观以及作为支撑的宗教彻底分离的主流法学理论有其不足之处，有必要对法律、

宗教和伦理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于是，法律教育和法律的世俗化以及更大背景中现代生活

的世俗化问题成为了讨论的一个焦点，宗教及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由此进入美国法学院师生的视野。

时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伯尔曼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时期法律与宗教间对话的关键性推动人物。无论是

组建旨在为法律与宗教间交流提供平台的机构和组织，还是组织以法律与宗教及其关系为主题的学

术会议等活动，伯尔曼都亲力亲为，不遗余力。

当时出现的最具标志性意义的组织要数美国法学院联合会法律与宗教部( Section on Law and Ｒe-
ligion) ，以及在哈佛大学师生推动下建立的志愿组织宗教与法律理事会 ( Council on Ｒeligion and
Law) 。1974 年，应伯尔曼等数十位教授的申请，美国法学院联合会设立了法律与宗教部。美国法学

院联合会每年召开的为期 4 天的年会，可以说是全球法学界教职员工的盛会，是各法学院、各国法学

教育者相互切磋交流的平台。届时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学院教师、图书馆管理员和行政管

理人员，将围绕专业发展、法律议题、行政管理事务等展开讨论。考虑到美国法学院联合会在法学界

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与宗教部的设立意味着美国主流法学界对法律宗教学学科地位的承认，是

美国当代法律宗教学产生的主要标志之一。在法律与宗教部的设立及其后所举办的一些活动中，伯

尔曼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首先是在设立申请书上签名的少数几位法学教授之一。更难能可

贵的是，当时已经出版的《法律与宗教》，为建立这样的一个部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信度的论证，是促

成美国法学院联合会管理层做出决定的关键因素。后来，伯尔曼还长期为法律与宗教部出谋划策，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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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在民权运动中，身为浸信会牧师的马丁·路德·金主要就是诉诸基督教信仰来反对不公义的种族歧视法，并最终在道义上赢得

了很多信奉基督教的白人———虽然他们对黑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成见———对黑人人权事业的支持。例如，在 1963 年 4 月 16 日

“伯明翰城市监狱来信”中，马丁·路德·金典型地提到了“道德法则”、“上帝的法则”以及“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

那”等:“既有公正的法律，又有不公正的法律。我愿第一个为遵守公正的法律大声疾呼。一个人既有法律上，亦有道义上的责

任去遵守公正的法律。反过来，一个人有道义上的责任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我赞成圣奥古斯丁的话:‘一个不公正的法律

就根本不是法律。’……一个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符合道德法则和上帝的法则的法规。一个不公正的法律，则是与道德法则

不一致的模式。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来说，一个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并非植根于永恒和自然法则的人类法律。任何提高

人格的法律是公正的，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号召人们遵守最高法院 1954 年的决定，因为它在道德

上是正确的; 我号召人们拒绝遵守隔离法，因为这些法令在道德上是错误的。”See Martin Luther King，Jr． ，Letter from Birming-
ham City Jail，in Civil Disobed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77 ( Hugo Adam Bedau ed． ，Macmillan Pub Co． 1969) ．
查尔斯·寇尔森( Charles Colson，1931 － 2012) 因水门事件入狱，在狱中重获信仰，出狱后成为杰出的新教福音派领袖，致力于以

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监狱改革，影响及于美国国内外; 与 Harold Fickett 合著的《人生观的故事》( The Good Life，Tyndale House
Publishers，Inc． ，2005) 一书已有中译本，钟昊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Paul S． McConnell，Watergate，Moral Ｒelativism，and the Teaching of Legal Ethics，2 J． Christian Jurisprudence 37，37 ( 1981) ．



力扩大在法学界的影响。
1974 年 12 月，法律与宗教部举行首次活动，伯尔曼作了题为《19、20 世纪美国法律教育的世俗

化》〔56〕的报告，报告的核心观点是“法律教育的世俗化对法律教育产生了有害影响”。伯尔曼在报告

中指出，宗教在 19 世纪之前一直是西方法律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美国 19 世纪晚期大学法学院

的兴起过程中，宗教被从法律教育中根除了出去。伯尔曼回顾说，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在

学徒制律师训练方法下，英美两国最主要的法律读物《英国法释义》( 1765) ，依然秉承中世纪的传统，

认为世俗法根植于上帝创造的宇宙秩序之中，世俗法应该设法与该秩序保持一致。但是随着美国大

学法律教育的兴起，特别是自 19 世纪晚期开始，布莱克斯通的这些观念慢慢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

这样一种迷思: 法律乃是一门完全独立于任何其他力量或因素而发展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科学。伯尔

曼特别指出，1870 年哈佛大学兰代尔案例教学法改革，导致了法律根本而言有赖于上帝的旨意、法律

有其宗教方面等古老观念的消失，并最终在 19 世纪晚期、20 世纪早期造成了美国法律教育的世俗化。

其结果是: 一是对法律的偶像崇拜，即因法律自身而崇拜法律; 二是乌托邦主义，即认为人类完全可以

不依赖于上帝而实现法律的目标。伯尔曼在报告的最后指出，忽视法律的宗教渊源和宗教方面，不仅

会造成学术上的重大损失，而且还会对法学院师生关于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其职业性质的态度和观

念，产生有害的影响。伯尔曼的这篇报告，紧扣当时人们关心的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教育问题，直言

不讳地指出了法律教育世俗化的弊端，在众多法学院师生中引起了共鸣。〔57〕

1976 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经长期酝酿后召开了“神学与法律: 天职的责任”( Theology and Law:

Ｒesponsibilities of Vocation) 专题研讨会，多名对法律、神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拥有共同兴趣的学生、教
授、律师、法官和牧师参加了此次会议，会后选举成立了宗教与法律理事会。宗教与法律理事会以信

仰、价值观与法律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为宗旨，致力于从宗教的视角来理解法律，解决社会矛盾。在

1976 年的会议上，伯尔曼作了一个介绍性发言———“律师的天职: 先知、牧师和祭司”〔58〕。他在发言中

指出法律职业是一种“天职”( vocation) ，有其固有的宗教维度。他还指出，法律教育既是为此一天职

的履行作准备，同时又构成此一天职的一个方面，并提醒人们牢记“美国法律教育在过去三代人中几

乎完全世俗化”的事实。伯尔曼强调，“天职”与通常所谓的“职业责任”有所不同，以“职业责任”标榜

的课程，虽然在“水门事件”后激增，但却“很少提出如下更根本性的问题: 一个人被呼召作一个什么样

的律师，一个律师被呼召作一个什么样的人。它们更少考虑，当一个律师在努力解决基本的伦理冲突

时，何种信仰能为他或她提供支撑。”伯尔曼的此次发言，从宗教的角度直接回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

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

到了 1970 年代中后期，有更多的法学院和法学教授加入到对美国法律和法律教育世俗化的反思

和批判中来。例如，在我国学术界以综合法理学首倡者、杰出法理学家知名的哲罗姆·霍尔( Jerome
Hall) ，也是当时法律宗教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其本人还自 1977 年起就担任上文曾提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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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Harold J． Berman，The Secularization of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27 J． Legal Education 382
( 1975) ．
1984 年 4 月 28 日，在波士顿学院法律学校 Stuart 会堂的辅楼 James Warren Smith 楼落成典礼上，伯尔曼以 The Crisis of Legal Edu-
cation in America 为题致辞，再次批判了美国法律教育的世俗化。该发言载于 26 Boston College Law Ｒeview 347 － 352 ( 1985 ) ，其

中译本见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312 － 328 页。
Harold J． Berman，Introduction: The Prophetic，Pastoral，and Priestly Vocation of the Lawyer，2 Journal for Jews and Christians in Higher
Education 5 ( 1977) ．



与法律理事会主任。1978 年，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律学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百年校庆举办了一个专题研讨会，霍尔教授作题为“宗教、法律与伦理———呼唤对话”的发言，〔59〕

在发言中回顾了“水门事件”后法律与宗教间对话的发展情况，指出每年有很多神学家和法律学者参

加美国法学院联合会法律与宗教部的活动，这就充分证明人们有兴趣就“法律与宗教关系所涉及的诸

问题展开对话”，而且“宗教、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职业责任问题，而且还关乎基本的理论

和学术问题”等。1980 年，美国莫瑟尔大学( Mercer University) 应美国法学院联合会 1977 年年会动

议，召开了“法律的世俗化”(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Law) 专题研讨会，莫瑟尔大学沃尔特·F． 乔治

( Walter F． George) 法学院副院长寇尔( John O． Cole) 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世俗化是现代生活种种难题

的核心根源，有必要在法律宗教学研究过程中努力“重建法律与道德秩序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把“经世代发展所形成的宗教价值观”纳入到法律研究中。〔60〕 越来越多的法学界人士认识到，

美国法律教育的彻底世俗化给美国法律职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法律和法学教育不能与价值领

域和宗教相分离，有必要将宗教整合到法学教育之中。

八、法律与宗教的复合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自二战后开始的新教福音派复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此次

复兴中，新教福音派人士一改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消极无为，退缩自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开始摆脱

反智主义的束缚，积极重返公共生活，以美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 Billy Graham)

为代表的很多福音派领袖，都呼吁基督徒要在维持新教正统信仰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重视学

术研究，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努力发出基督徒的声音。〔61〕 于是，美国一些学院和

大学的福音派学者，开始重拾新教改革早期重视学术研究的良好传统，积极参与所属学科的学术活

动，尝试从自身所在的宗教传统出发为本学科提供智识上的洞见，随福音派的宗教复兴产生了一轮智

识上的复兴。〔62〕 另一方面，美国行政国时代的到来，又使国家、法律与民众的互动越来越密切，使每

个人都无可回避地生活在“法律之网”中。于是，此次福音派重返公共生活，法律领域自然而然地成了

必争之地。

在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素有“知识分子传道人”之称的美国基督教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 Fran-
cis A． Schaeffer，1912 － 1984) 。薛华代表作《前车可鉴: 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63〕1976 年出版，在北

美和西欧的福音派基督徒中间影响巨大。在这本书中，薛华痛陈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已

经抛弃了作为其文明根基的犹太 － 基督教传统，背离了建立在犹太 － 基督教共识之上的价值观体系，

在世俗人本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世俗人本主义意味着人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人是万物的尺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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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Jerome Hall，Ｒeligion，Law and Ethics: A Call for Dialogue，29 Hastings L． J． 1257 ( 1978) ．
John O． Cole，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Law: Introduction，31 Mercer L． Ｒev． 401 ( 1980) ．
Mark A． Noll，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214 (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4) ; David A． Skeel，Jr． ，The Unbear-
able Lightness of Christian Legal Scholarship，57 Emory L． J． 1471，1490 － 91 ( 2008) ．
［美］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宋继杰译，陈佐人校，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第 130 － 132 页; Mark
A． Noll，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211 (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4) ．
［美］弗兰西斯·薛华:《前车可鉴: 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梁祖永译，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英文原标题为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The Ｒ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值体系仅为人类的专断选择而已。〔64〕 但在失去了绝对的价值标准后，薛华指出，“所有法律的依据也

都是专断的———只不过是某些人就当下何者对社会有利所作的专断决定!”〔65〕不满于联邦最高法院

在政教关系、堕胎、同性恋、学校祷告等议题上的判决，薛华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美国联邦法院。他指责

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最高法院现在完全依据专断的法律来运作，他们的法律没有牢靠的依据

……现在，年青人按照自己专断选择的价值观醉生梦死，整个社会则通过法律做着同样的事情。特定

的少数几个人聚到一起，就自己相信当下何者对社会有利作出专断的决定，然后那就变成法律”。〔66〕

薛华认为，美国司法机关权力的扩张，以及立法机关权力的相对缩小，易于使少数人把其观点强加于

全体人民，最后的结果就是相对的价值观体系被合法化，被强行推广。

布道家薛华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以人本取代神本，美国法律现实中绝对价值让位于相对价值的

反思与批判，让人不由得想起法学家伯尔曼的西方法律传统危机论，以及他对危机根源所作的分析。

西方法律传统，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在 20 世纪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场危机当中，包

括法律制度、法律价值观和法律概念在内的整个西方法律传统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甚至有被终结的

危险，这是伯尔曼著作中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对于危机的根源，伯尔曼在 1975 年《西方法律传统的

危机》〔67〕中明确指出，法律被连根拔起是始于 17 世纪的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结果。霍布斯、康德、边
沁、卢梭等思想家以及各派思潮的其他代表人物所犯的各种哲学谬误，最终导致了个人异化，社会失

范，以及对历史和社会习俗的不信任。个人与社会分离，道德与信仰分离，法律与道德分离，以牺牲直

觉与激情为代价而强调理性，弃绝传统与权威，把价值观理论工具化———所有这些都是近代的社会、
政治和法律理论的特征。到了 20 世纪，随着法律的世俗化和宗教的私人化以及二者的彻底割裂，启

蒙思想家的政治和社会学理论，最终得以渗透到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开始真正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法律

意识，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由此而生。
1983 年，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出版。〔68〕 该书对《法律与宗教》及伯尔曼其

他论文中的主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证，是伯尔曼历时 40 多年思考和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虽

然其中的大多数主题在伯尔曼此前的著作与论文中都已有论述，但出版后依然立即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时书评如潮，包括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和密歇根等美国一流法学院在内的法律评论，大西

洋对岸的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法律杂志，甚至美国其他学科如政治、宗教、历史和社会学等方面的

杂志，都刊载了针对该书的评论。这反映出人们对法律与宗教跨学科研究的浓厚兴趣，以及对需要重

新认识欧洲法律历史的认识，《法律与革命》恰好满足了这种普遍存在的需要。而且，该书并没有随时

间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野，所受到的关注反而历久弥新，很多年轻的学者沿着伯尔曼书中的一些主

题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探索，《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出版 10 年后几乎变成了讨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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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将此处的“人本”与国内目前通常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相区分，薛华这里所说的“人本”，与“神本”( “以上帝为本”) 相

对。“人本”是以人为出发点，为中心，“神本”是以上帝为出发点，为中心，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例如，在知识论上，“人

本”思想认为，人凭其理性就能认识世界，获取知识，包括关于善恶的知识，而“神本”思想则认为，人单凭其理性无法获得完善

的知识，尤其是无法认知善恶; 人只有仰望上帝的启示才能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特别是关于善恶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以人本思想为主流。
Francis A． Schaeffer，A Christian Manifesto ( 1982) ．
Francis A． Schaeffer，A Christian Manifesto ( 1982) ．
Harold J． Berman，The Crisi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9 Creighton L． Ｒev． 252 ( 1975) ．
英文标题为 Law and Ｒ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2003 年 Law and Ｒevolution II: The Impact of the Prot-
estant Ｒeformations o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出版后，前者始被称为《法律与革命》卷一。



类主题学术著作必须引述的作品，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德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波兰、西班牙、意
大利、立陶宛等国家公开出版。到此时，学术领域内法律与宗教的楚河汉界，已成明日黄花。

1985 年，伯尔曼应其原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弗兰克·亚力山大( Frank S． Alexander) 之邀，〔69〕到埃

默里大学任教。在埃默里大学，伯尔曼帮助亚历山大整合各种资源，组建了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w and Ｒeligion) 。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是美国法律宗教学研究领域的重

镇，中心现任主任约翰·维特教授是伯尔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学术助理，后追随老师至埃默里大

学，学术上与伯尔曼一脉相承，是美国学界公认的一流法律史专家，在北美、西欧和澳洲都享有很高的

学术声誉。

在埃默里大学的日子是伯尔曼收获的季节，他接连出版了《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70〕

以及《法律与革命: 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71〕 后者是 1983 年《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

统的形成》的续篇，焦点是新教革命对西方法律的影响，前者是一本论文集，主题与伯尔曼的其他著作

一脉相承，探讨的是法律的宗教之维与宗教的法律之维这二者间的互动。其中收集的一篇文章———
《迈向综合法理学: 政治、道德与历史》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伯尔曼的法律历史观。〔72〕 这篇文章指出，实

证法学、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这三大法学派的最大分歧在于，法律的政治维度( 立法者的意志) 、道德

维度( 理性与良知) 与历史维度( 民族性格) 到底何者应该居于首位; 而这一问题只是在 18、19 世纪法

律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后才开始变得重要; 在此之前，“一般认为，从根本上说上帝才是法律的创造

者……由此可以从神学角度将法律的政治、道德和历史维度综合起来。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徒作家，

如阿奎那、格劳秀斯、洛克等人……相信上帝在人心中栽种了理性和良知。但他们也同样相信上帝命

定世上的统治者有权制定和实施法律，此外，法律的历史也体现出上帝的计划在其看顾下得到实现。

对于人类的政治、道德、历史这三个方面，他们从三一神中找到了三者的共同渊源，并以此来解决三者

之间的张力———上帝自己就是万能的立法者，是公义而又怜悯的审判官，而且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

是法律制度历史变革的发动者。”〔73〕也就是说，18 世纪之前的三大法学学派并非互不相干，而是审视

法律的三个相辅相成的视角。伯尔曼分析指出，启蒙运动否定了上帝的权威，那么西方法律哲学就不

得不为法律寻找一个新的终极权威，在此过程中实证法学、自然法学与历史法学分别得到了一些人的

拥护: 或者神化国家，以立法者的意志为终极权威; 或者神化人心，以理性与良知为终极权威; 或者神

化民族，以民族性格为终极权威。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西方法理学领域中的综合法理学思潮中，伯尔

曼并非首倡者，甚至也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74〕但伯尔曼的综合法理学自有其独特之处，借用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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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74〕

弗兰克·亚力山大是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默里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76 年哈佛大学“神学与法律: 天职

的责任”专题研讨会的主要倡议人，早期曾从事法律宗教学的研究，后学术兴趣转向财产和不动产法、州和地方政府法等，在法

律宗教学方面著有多篇论文。
Harold J． Berman，Faith and Order: The Ｒ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Ｒeligion (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3) ．
Harold J． Berman，Law and Ｒevolution II: The Impact of the Protestant Ｒeformations o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英文标题 Toward an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Politics，Morality，History，原载于 76 California Law Ｒeview 779 ( 1988) ，中译本见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271 － 299 页。
［美］哈罗德·J． 伯尔曼:《迈向综合法理学———政治、道德与历史》，见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274 页。
国内法学界比较熟悉的综合法理学(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代表人物，还有美国法学家哲罗姆·霍尔( Jerome Hall) 和博登海

默等人。



己的话说就是，关于上帝护理历史的西方信仰已嵌入其历史法学观之中。〔75〕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是《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一书的副标题。这既是伯尔曼对自

己一生学术事业的总结，也是其对法律与宗教“复合”的宣告或期盼。“复合”，英文为“reconcilia-
tion”，也可以翻译成“和好”，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宗教意味深厚的词，也是犹太 － 基督教信仰中一个

核心的神学观念。〔76〕 伯尔曼在此使用“复合”一词，一是暗指法律与宗教在西方历史上本就彼此密切

相关，二是指出法律与宗教在危机当前有必要放下彼此的成见而重修旧好。此时，距 1870 年哈佛大

学的兰代尔案例教学改革———导致美国法律和法学教育彻底世俗化，法律与宗教最终分道扬镳的最

后一根稻草〔77〕———刚刚过去了约一个世纪，由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无意间分离的法律与宗教，现在被

另一位曾经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正式宣告“复合”了!

九、结语

2007 年伯尔曼逝于纽约，11 月 18 日《纽约时报》讣告称“哈罗德·J． 伯尔曼逝世，享年 89 岁，他

改变了关于西方法律起源的信念”。〔78〕 前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圭多·卡拉布雷西( Guido Calabresi)
曾经这样评价他:“虽然人们会遗忘几乎所有的事物，但伯尔曼的著作，尤其是其《法律与革命》将历久

而不衰。伯尔曼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对法律现代性的显著特征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就此而言，他是唯

一一位堪与马克斯·韦伯相提并论的美国人。”〔79〕埃默里大学盖棺论定，称其被世界各地学者尊为

“法律宗教学之父”。
毋庸讳言，作为一位法律学者，伯尔曼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并非无可指摘、不容置疑。例如我

国早已有学者指出，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写作时间前后跨度几十年之久，一些观点和材料有陈旧之

嫌。〔80〕 不仅如此，在伯尔曼的思想中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难题。在很多具体的论述中，伯尔曼都

强调犹太 － 基督教传统的独特性及其与西方法律体系的休戚相关，但他又说自己所谓的“宗教”，既包

括真正的宗教，也包括伪宗教、世俗宗教、无神论宗教，〔81〕甚至宣称形成一个跨国界、跨文化的世界性

宗教信仰体系的可能性。但问题是，如果说犹太教与天主教、新教因共享神圣经典与一些核心的神学

教义，并且在教义冲突之外对美国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方式影响差异不大还存在对话可能的话，那么

犹太 － 基督教传统与其他宗教或信仰体系间的根本性差异，最终真的也能够得以调和吗? 归根结底，

世界各大宗教传统间的差异和冲突，真的能够“因对一个神圣的精神本体的共同信仰”〔82〕而被轻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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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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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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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美］哈罗德·J． 伯尔曼:《迈向综合法理学———政治、道德与历史》，见注 3 引姚剑波译《信仰与秩序: 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第

290 页。
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 2 章第 16 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意思是

说，人类与上帝借着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重修旧好。
英美普通法历史上“宗教”、“法律”与“科学”这三者间的关系，以及 1870 年兰代尔案例教学法改革在法律科学观形成、演变过

程中的影响等，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法律史问题，本文因主题及篇幅所限不及展开，来日当另著文详述。
Douglas Martin，Harold J． Berman，89，Who Altered Beliefs about Origins of Western Law，Dies，New York Times，November 18，2007．
出自圭多·卡拉布雷西为 The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of Harold J． Berman ( Howard O． Hunter ed． ，1996) 一书所写的推荐。
参见彭小瑜:《法律革命、宗教改革与修道生活———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载《历史研究》2006 第 1 期，第 124 － 135 页。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跋”，第 129 页。实际上，这也构成他后来提倡构建世界法律体系，认为存在一个足以支撑世界

法律体系的世界信仰体系的基础。参见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 过去与未来”，第 179
页以下。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 过去与未来”，第 187 页。



越吗? 再者，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将宗教排除在外也并非没有理由，而且目前这些理由

也依然是强有力的，〔83〕例如宗教的主观性、不同宗教在某些问题上的互不相容、宗教教义难以被其他

非信徒理解或接受等。把宗教纳入到法律的讨论之中，给多元化社会里的法律所带来的到底是更多

的确定性，还是更多的分裂? 一个世界性的法律体系和一个为其提供支撑的世界性的信仰体系，真的

是最终的可能答案吗?

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伯尔曼是较早围绕法律与宗教进行思考与写作

的人，矢志不渝，成果丰硕，所著《法律与宗教》等对于世俗化学术范式的返魅、法律宗教学研究学术标

准的设定、法律宗教学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除笔耕不辍外，他还积极推动了美国

法学院联合会法律与宗教部等标志性机构的组建，长期从事相关的教学、演讲和访学活动，在美国国

内外启发了大批学生、学者对法律宗教学的兴趣，后来活跃于该领域的很多学者都曾深受伯尔曼的影

响。现在，法律宗教学在美国乃至全球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

内的世界各大宗教传统都加入到了法律与宗教间的对话，参加人员有法学、宗教学( 神学) 、政治学和

社会学等多个专业的学者，法律宗教学的研究主题也从传统的政教关系、天主教自然法思想、法律史

等发展到了几乎所有的法律分支，由此产生了不可胜数的专著和论文。〔84〕 法律宗教学，已经无可争

辩地同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一起跻身于法学交叉学科的大家庭之中，确立了自己独立的

次级法学学科地位。回顾当代法律宗教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伯尔曼教授功不可没，“法律宗教学之

父”的称号绝非纯粹的赞誉之词。

当然，伯尔曼及法律宗教学在 20 世纪晚期终于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除却个人的努力和适

宜的社会背景外，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西方文明中向有希腊 － 罗马传统与犹太 － 基督教传统的

对峙，人本与神本、哲学与神学、理性与启示、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基因当中，体现

于西方的音乐、艺术、文学、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个社会领域，二者纠结缠斗，难解难分，此消彼长，合

力左右着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中世纪天主教专制和近代早期的宗教战争后，深受宗教之苦

的西方人痛定思痛，宣告上帝和宗教已死，作为西方文明母体的犹太 － 基督教传统越来越遭到忽视、

否定甚至唾弃。但宗教与上帝的退隐并没有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世俗化的世界反而在 20 世纪见证了

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战争与屠杀，二战后的西方世界更是出现了道德沦丧、社会失序等种种问

题。人们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这段历史加以反思，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认识到，否定犹太 － 基

督教传统，偏离超验的上帝，偏离上帝所启示的超验的律法，失去终极的权威与价值标准，而把有罪有

限的人高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千方百计地迎合反复无常的人欲……实乃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最大问

题和根本危机。

任何个人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又带着时代的印记。作为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作为一个

几乎与 20 世纪共始终的人，伯尔曼以其特有的敏感性和忧患意识感知到了西方文明所面临的这种危

机。他大声宣告说:“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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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例如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大师约翰·罗尔斯( John Ｒawls) 在其《政治自由主义》( 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05) 一书中，就把宗教排除在公共理性之外，因为其认为宗教教义不能被其他公民接受为政治行动的正当依据; 另请参见 Kent
Greenawalt，Ｒeligious Convictions and Political Choic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ee David S． Caudill，On the Ｒhetorical Invention of a Failed Project: A Critical Ｒesponse to Skeel’s Assessment of Christian Legal Scholar-
ship，40 Seton Hall Law Ｒeview 971 ( 2010) ; Marie A． Failinger，Twenty － Five Years of Law and Ｒeligion Scholarship: Some Ｒeflec-
tions，30 Touro L． Ｒev． 9 ( 2014) ．



的可能。”〔85〕而西方法律的危机，只不过是西方整体性危机的一个“征兆”而已。不承认上帝的终极权

威，否认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失去绝对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人类的法律必然会沦为徒有其表的技术性

空壳。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西方文明包括西方法律的危机并没有消除，反而是彻底爆发了。美

国现在愈演愈烈的文化内战( 以法律为主战场之一) ，尤其是近期同权运动中围绕男女如厕标准问题

的全国大混战，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等，似乎都在证实着伯尔曼的预

言———“我们必须二选其一: 要么全世界彼此支持，要么全世界相互毁灭。我相信这是天意。”〔86〕哈罗

德·J． 伯尔曼，美国当之无愧的“法律宗教学之父”，但多年前他评价恩师罗森斯托克 － 惠西的一句

话，用于他自身也恰如其分———“他是一位先知。”〔87〕

Harold J． Berman: The Father of the Study of Law and
Ｒelig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Zhong Ｒuihua
Abstract: Harold J． Berman，an American jurist，is considered as“the father of the study of law

and religion”in America for hi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in this field． His book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Ｒeligion and Law and Ｒevolution ( two volumes) are foundational writings in the study of law
and religion，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re － enchanting the paradigm of legal research，setting a standard
for law and religion research，and establishing the study of law and religion as a legal sub － discipline．
Berman and his works constitut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ing the law and religion in America and
even the whole Western World．

Keywords: Berman; study of law and religion; Judeo － Christian tradition; secularization; recon-
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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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注 3 引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第 8 页。
Harold J． Berman，Faith and Law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18 J． L． ＆ Ｒeligion 297，298 ( 2002) ． 这篇文章原为伯尔曼2002 年2 月

6 日在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所作的詹姆斯·路德·亚当姆斯讲座的演讲词。关于詹姆斯·路德·亚当姆斯，参见注 29 及相关正

文。
参见注 17 及相关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