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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哲学 ”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陈金钊
（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1620）
要：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 ”占主流地位的
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
摘

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 ”的理论超越; 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
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
的整合功能; 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
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
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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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法治建设是“中国法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尽管法哲学的很多思考是对法律问题的终极关怀 ，然而更需要关心现实正在发生的重大问题。 从
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法治已经对中国官民的思维及其行为方式产生很大的冲击 。 不管人们是否愿
意，法治即将成为中国政治架构中的最基本构成要素 。这不是因为管理者特别喜欢法治，而是各种已经
云集的社会矛盾冲突的解决，只有法治这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 。 近百年来，人们希望用科学、民主
救国的思索从没有停止过，然而严峻的现实是： 西方式的民主离中国还很遥远。这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
大国，民主的方式难以真正开展，而是从“家国 ”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型，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阶
段。我们不否认民主是未来中国发展的目标 ，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建设，如果取得成功的话，很
可能为民主真正的实现提供可靠的前提性条件 。一般认为，在各种社会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
况下迅速走向完全民主的管理体制 ，可能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和社会的急剧动荡 。
有人认为： “社会动荡、社会溃败和社会分裂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危险 ，而解决这些问题
的钥匙都寓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 ，同时中国必须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摆脱政绩合法性的困境 ，这些都
需要民主发展的顶层设计。然而，民主理论在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
［1］
统一的视野中加以梳理整合，形成一种非西方式政党的民主理论模式。” 我们认为，民主固然是法治
的根本，但是实施民主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虽然各种关于民主的顶层设计中，法治与民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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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的，然而两者的关系在今天已变成了 ———法治不仅是民主的保障，而且还是民主的前提，民主政治
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会陷入混乱 。在我国人民民主的国体已经确立、民主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存
在的前提下，对民主进程可分阶段实施，可以把最难的环节放到最后来解决。 在全面推进民主以前，应
该把法治思维提升上去。当人们掌握了法治方式以后，民主的实现就能比较轻快一些。 从一定意义上
说，我们可以不把民主的全面实现当成法治实现的前提性预设 。然而，没有法治，实施民主会有很多的
风险，甚至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仅仅有民主的顶层制度设计，如果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作为基础，民主只是空中楼阁。
从学术有专攻的角度看，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民主、法治都有不同的理解。民主问题是政治哲学研究
的核心，因而政治学家偏重对民主的研究 。一般来说政治学家并不轻视法治，他们对法治的论述少，是
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技术与方法掌握不多所致 。政治学家关心的是政治问题，法治只是他们宏达政治理
论的一个方面。法哲学区分于政治的最重要方面，是它关心诸如“法治如何被证立以及在方法上如何
实现”这样的问题。当然，从法学和政治学的顶层上观察，民主与法治要解决的问题是相似的。 民主与
法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很难单独对民主、法治进行论述。因而中国法哲学在顶层理论中面临着
双重使命： 既要解决民主的难题，也要解决法治的难题。就今天的现实需要来看，解决社会矛盾的顶层
设计需要民主，但法治先行可能是可行之路。中国不是急着实施全面的民主政治 ，而是要首先把民主制
度建好，然后以法治作为保障，或者说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以法治方式落实现有的制度，为民主进行
起码的法治训练。从这个角度说，法治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如果整个社会有了法治素养，就有了民主体
制完善与发展的契机，因而就可以用法治方式推进民主发展 。如果我们不进行基本的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训练，就是有了好的民主制度也会在行动上出现偏差 ，并最终影响民主的进程。 就此意义上说，中
国法哲学的核心也是论证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与实现道路。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反思“中国法哲
学”问题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中国的法律人需要用法治理念指导思维方式 ，重塑法律人的理性、担当、公正等形象。
近些年来，后现代法学对法治的解构，批判法学对法治实质的揭露都在表明，绝对的法治在理论和实践
中都具有不可能性。在批判法学派学者的眼中，法治纯粹属于修辞。 在现实的法律意识形态和大量的
法学作品中出现了对法治、对法律人的诟病。因而，“中国法哲学 ”要完成证成法治中国可能性的任务，
就需要超越现有的中西法哲学。因为，从整体上看，现有的法哲学缺乏对中国法治的关怀 。即便是一些
研究中国法治的成果，研究立场和研究视野等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重塑法治理念，在现代法治
的基础上构建法治思维； 在世界法哲学的范围寻找“世界之中国 ”所需要的法治理论元素，但不是照单
全收。中国法哲学既要批判欧美利用法治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论 ，也必须超越把法治变成简单的捍卫江
山永固工具的思想。法治建设需要正义公平等普世价值 ； 法治也需要捍卫江山，但不宜把法治当成单纯
管理的工具。法治如果跳过对权利的真切保护 ，而直接把法治当成维护权力的工具 ，最终维护江山的目
标也难以实现。法治价值不仅是超越中西的，而且还是超越权力与权利的。
二、对“中国法哲学”的反思
我们发现，在很多国家法律人引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新世界秩序的构建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但是目前，理论界与媒体也出现了一些对法律人的各种抱怨 。如由于陈水扁的贪腐，在台湾引
发的对法律人“为什么那么不争气 ”的质问，而在美国也出现了不让律师进议会的呼声，在日本甚至出
［2］
现了“法科亡国”的论调 。美国学者可罗曼指出了律师思维是一种“被分裂的忠诚”，“一方面，他们被
［3］
认为是客户利益的盲目拥护者，另一方面他们是法庭上正直的官员，责无旁贷地维护法律的完整 ” 。
然而，与世界潮流不一样的是： 中国在世界法治低潮的时候，开启了法治的步伐，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

象。在中国人看来，一些美国人真的很奇怪，在他们所谓的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等已经把法治批得难
以立足的时候，非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搞法治。他们所言说的法治有什么奥妙，美国人为什么在自己国
家批判法治，却又在外交领域向别的国家输出法治 ？ 这样的问题需要中国学者拿出自己的理解。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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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应该回答诸如法律人为什么会走向堕落 ，究竟是价值观出了问题，还是思维路径出现了偏差？ 中
国该如何避免西方法治的困境？ 我们该如何面对已经到来的法治冲撞 ？ 与法治相关的诸多问题应该由
中国法哲学作出答复。
( 一) “中国法哲学”之中国
抱怨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法哲学面临着太多的问题需要研究。“不难发现，特别是青年人的主体能
力、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当然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和价值秩序的重
建。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同时 ，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文化、政治和法律条件，但由于这些条件
的‘敏感’性，官方过去没有真正给予重视并努力创建，结果导致社会转型中各子系统之间矛盾激化和
［4］
对立。”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法哲学研究没有抓住重大社会进步价值重建问题 。 在中国出现了传
统信念倒塌，社会已经出现庸俗化、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也出现了权力寻租、行贿受贿、坑蒙拐骗等情

况。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求重构价值、消除不公、缩小贫富差距、铲除腐败、约束权力、
加强法治规范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强 。如何为这些呼声建构法哲学的支撑，当属中国法哲学理论研究的
重大问题。
有人认为，过度地强调中国很可能使中国的法理学偏离一般法哲学的基本教义 ，因为，堪称哲学的
著述都是对一般问题的抽象与概括 。然而，任何抽象和概括都有所指的对象 ，任何人也不可能把世界的
每一个细节都作为研究对象。西方法哲学所讲的普适性也主要是对西方法律现象的概括 。对东方国家
的法哲学研究者来说，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挥之不去，不提出“中国 ”就难以显示中国的存在。 但是，只要
提出“中国”就难免出现“中国”之惑。中国是指什么？ 是版图意义上的中国，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是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代中国？ 中国在哪里？ 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中国在华人圈、中国在中
国，中国人身到之处就是中国，但这无非是在向世界宣示“中国 ”的存在。 其实，在法哲学问题上，中国
人与西方人一样迷茫。因为，即使是在西方，什么是法哲学也存在多种争论； 在运用的问题上也存在各
取所需的问题。法哲学研究本来就是大而化之、性而化之的问题，是在连“性”、“化”都难以概括的时候
所出现的探究。也许法哲学的含义因过于宽泛而永远也搞不清楚 。 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
的现实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在对西方哲学或法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 ，异国的一个小事被放大得
无以复加，添加很多的意义就成了当代中国法哲学。 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法哲学在中国 ”，中国法哲学
完全就是西方的，而是说西方法哲学观念在形式上实现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殖民”。
“中国”本来是伟大的词汇，但在西方人眼中已经出现了问题，并且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也产生了
变异。我们究竟该适应西方，还是西方该适应我们？ 中国当前正处于国家发展“向何处去 ”的十字路口
和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尽管我们承认在很多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带着中国崛起
的梦想使我们不甘于目前的处境 。为了给改革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 ，毋庸置
疑中国必须走一条法治之路。尽管在中国法治之路的设计中，包含有西方人和平演变中国的阴谋，然
而，走向法治是一条最为正确的路径。 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中国法哲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 人们发现，
“中国从原来的‘家国’体制很难直接变成人民民主体制，而是变成了‘党国 ’体制。 就中国乃至整个东
方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处境而言，由原来的国家一步走到人民民主共和是不可能的 ，它需要一个形态和一
定阶段的过渡，党国就是这种历史形式。但是以党代政和轻视法治，又必定造成政治对整个社会的主宰
和侵权，使社会各领域无法确立符合自己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准则和尺度 ，包括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规范
［5］
也就很难确立起来” 。“世界之中国”形成之曲折不仅在于存在帝国主义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以
及形形色色的和平演变，还在于我们自身文化价值重建之困难 。我们现在对法治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
狭隘的政治范畴之中，其价值也仅仅强调保江山、保权力、保统治。这就造成了在政治决策方面，有问题
就直面问题，缺乏对社会公平正义发展和权利保障目标的长远规划 。
与西方法哲学相比较，中国法哲学应该有自己研究的问题域 。我们看到，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
很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严峻的内部张力和社会矛盾，社会并不是那么稳定。“腐败普遍化、贫富两极
化、干群白热化、价值空虚化、改革内卷化等。由此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 ，维稳的成本越来越
［6］

高，从长远看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 ，国家将不堪重负，并会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 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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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实施法治。这就需要包括法哲学在内的学科，对中国法治实现的路径进行理念的探
讨和路径的设计。现有的中国法哲学的学科范畴、概念、原理、知识构成等基本是来自西方，没有对中国
法治问题的专门关怀，更多的是顺便对现有的法治理念和司法政策等做一些评判 ，没有展开对中国法治
建设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学界虽然对与法治相关的范畴、概念等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这对未来的中
国法治建设有启发意义，但缺少对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整体性筹划。
研究中国的法治理论，需要我们对西方法哲学进行创造性的解读 。西方传来的知识是系统性的，可
以使我们比较快地掌握法治分析与建构的理论工具 ，可以融会贯通西方的概念与规则。 但在这个过程
中，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概念和规则的接受 ，中国学者需要参与法学概念与原理以及法律规则与程序
的创制。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中国法哲学有中国问题意识，也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上，发出中
国人的声音。同时在国内就不至于出现对西方法治如此恐惧的现象。所谓恐惧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西方
法治理念以及部分法治原则的“围堵”，
先入为主地进行批判否定，
然后人为地设置一些研究禁区。所造成
的结果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不能与世界法治建设融洽，只能被动地适应国际秩序。二是简单地拿出特殊国
特色中国与西方的一般法治规则对抗。对西方法治原则恐惧没有意义，只能显示出对自己制度的不自
情、
被动地适应只能显示我们的懦弱。围堵式的对抗不是唯一的出路，
也不一定是好的出路。
信，
当然，我们需要反思，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稍微有一点增长 ，世界对中国就表现出忐忑。 这究竟是
西方文明出现了问题，还是中国的文化与发展战略存在问题 ，还是说我们美好的愿望没有软实力进行传
播？ 在法治建设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自信一些 ，不要人为地为自己设置一些研究禁区 ，把未来的路给堵
死。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既缺乏汉唐时代的霸气与自信，也没有研究出与西方对话
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只能用西方人的概念与其对话，而对这些概念我们又不能很好地理解，以至于近百
年来的我们一直在惊恐、犹豫与怀疑之中。 法治建设中的“中国 ”之惑不仅在于中国人自身的不自信，
很可能还在于中国没有稳定的法治以及对西方的普适价值的不认同 ，从而招致了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
鄙视与不安。中国法哲学研究需要创新，需要研究中国实现法治的路径，但更需要超越传统的中国。
( 二) “中国法哲学”之哲学
中国法哲学有多种含义，起码可以区分为： 以介绍西方法哲学思想为主的中国法哲学与未来彰显中
国主体性的中国法哲学； 消化吸收西方法哲学基础上的中国法哲学与试图建立在国学基础上的中国法
哲学。在很多法理学者心目中，中国法哲学也可以称为中国法理学 ，主要是指从欧美日本等传来的、由
中国人所研究吸收并在课堂上讲授的法哲学或法理学 。近百年来中国接受了众多的西方思想 ，其中，有
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法哲学影响最大 ，是中国官方倡导的法哲学。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
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 ，中国法哲学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西方的各种法哲学思想均
在中国有所反应，只是彰显中国人主体性的“中国法哲学 ”还没有形成，而这需要中国学者较长时间的
思考和积淀。
在法哲学问题上虽然我们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关于中国法哲学的研究应该带有中国法治建设的问
题意识，然而目前“中国法哲学”尚在襁褓之中，我们还基本是在西方学者所确定的范围内 ，复述着西方
法哲学的问题。现在的“中国法哲学 ”不过是“西方法哲学在中国 ”。 印证这一观点的是，“五四 ”运动
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断裂。尤其是今天在所谓全球化视野之下，中国法哲学或法理学学者的眼中
似乎只有是不是正确地理解了西方法哲学 ，尤其是欧美法哲学的一些命题和理论 。在中国，研究法哲学
或法理学的人很多，但区别尤其是独立于西方法学家观点的很少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法理学
界除了对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错误”理解外，似乎少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当下“中国法哲学 ”或
者法理学的主要理论是从西方传来的 ，文化根基在西方。我们的研究不过是在证明西方法学和法治的
普适性。似乎在中国法律史学界还存在个别融贯中西的学者 ，但在法哲学或法理学领域，融贯中西的学
者似乎已经绝迹了。可以说离开来自西方的范畴、概念就几乎无法展开研究。 然而长期抱有对西方法
哲学的敬畏以及谦恭的学习态度 ，很可能使“中国法哲学”偏离中国。 现在的中国法哲学是西方法哲学
基本概念等被译成中文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演变成了汉字表述的西方法学 。 这样说也许有些绝
对，因为人们发现在西方法哲学传播过程中 ，概念、原理等在中国产生了意义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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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代有法哲学的观念，但没有系统的、理论化的法哲学。“中国法理学的概念、知识理论
与方法都是来自西方。这是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法律（ 法） 、宪法、权利、民主、法治、共和、政党，差不多
［7］
法学的基本范畴与概念，在东西方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意义与价值。”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
研究逐步实现了与传统文化断裂 ，以至于中国思想家零碎的法哲学观念被淹没 。 对西方法哲学的引进

原本是想改造传统文化，然而，对某一学科整体性的引进，没有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很多研究只是在无意
识中生搬硬套地解释中国的现实 。以至于在中国法哲学（ 或法理学 ） 的研究中缺失了中国，造成了中国
法哲学的研究者，既不懂传统中国文化的原理，也难以理解西方法哲学的问题指向。 当然，有人认为这
种不懂并不见得是坏事，可能从更为客观的或称之为不带偏见地打量中国 ，从陌生人的角度观察，有可
能发现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制度或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法哲学的研究者过于
熟悉西方却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的观察好像是西方人在打量中国 。
中国法哲学没有自由、自主的研究氛围，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的殖民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还表
现在一些所谓的学术规范和潜规则的规制 。从学术研究创新的角度看，各种各样的学术规范，看似是对
严格程序、公正客观、规范标准的追求，其实却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思想的表达以及理论研究的创新 。
这是在传统政治要求之外又增加一种新的“奴役”。这不是说的标点符号等规范要求，而是在基本的学
术规范之外必须遵循更多的“规范 ”。 从选题到论证，从语言方式到文章结构都必须服从编辑部的要
求，使得作者不得不一边思想，一边想着如何投其所好。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者思想的自由发
挥。当下的中国，各种法学杂志的风格和编辑的偏好 ，虽然能保障文章的质量不至于太差，但也很难培
育出优秀的作品，能保证的只是一些格式化的研究成果 。法哲学不仅是对现实政治的考量 ，而且是作者
自由思想的创造。论说压制是激发创新思维的“良好”环境，然而在中国法哲学研究领域对思想者的压
抑是多方面的。
( 三) “中国法哲学”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浙江大学法学院召开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会议 ”上范忠信教授指出： 中国法哲学走向世
界，用什么？ 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现在还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好像还没有法哲学。 中国古代是圣贤
指导、引领文明发展。现在所谓的“中国法哲学 ”实际上是拿着西方的手术刀分析中国文化。 有人说，
礼是自然法，但用礼表述自然法很不自然。中国的礼以伦理为基础，没有法哲学思考，在古代中国的法
律已经道德化、伦理化①。“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法律理论和实践基本统合在道德体系之中 ，法律与
［8］
道德、司法与行政之间远没有形成分明的界限 。” 而现代法律体系则是摆脱了道德的束缚 ，是独立的、
专门的法律知识。我们现在的法哲学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更宽范围内 （ 全球视野 ） 的综合。 其基本思路
与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并无本质的区别 ，只是增加一些现代法治的色彩。 与解决中国现实法治建设需要
的理念和路径设置还有很大的距离 。
“中国法哲学”的命题是一种带有地域和民族主义立场的自我宣示。 辩证地看自我宣示也是自我
丧失。当然，中国法哲学的首要目标是构建影响中国的法治观 。在对中国有所影响的前提下才能影响
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已经不可能像康熙大帝那样要求西方人行跪拜之礼 。 我们既需要在法
哲学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找到中国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路径 ，同时还要使中国法律文化走向世界不会引
起世界的不安。我们需要法治，但又不能被法治捆住手脚。我们需要经济等综合实力的迅速发展 ，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法治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 。法治中国包含了中国人的最高理想 。法治中国本来是一个装
满理想的修辞，却已经被一些文人通过“理论 ”而庸俗化了，结果引起了对文化人的厌恶。 因而我们需
要建构陶冶学术情操的中国法哲学 。
於兴中教授描述了中国法哲学未来的五种可能性 ： （ 1）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当今分化
的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批判精神 ，但这种批判不能是仅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到现在
为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任何人没有超越的 ，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大影响
①

观点来自范忠信教授在 2013 年 6 月浙江大学法学院主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大意如是，未经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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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2） 中国法哲学的真正知识应该来源于实践。 不能仅靠几个概念支撑中国法哲学。 法律是什
么？ 法律和正义、法律和平等等问题是西方法哲学的内容 。中国人要发展出自己的法哲学，从实践中抽
象出学说。如何从中国实践中抽出命题进行理论分析是重要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不讲究抽象学说，现
在的问题是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似是而非的多 ，没有很好地借鉴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 3） 中国法哲学
需要与西方法哲学展开学术互动 。我们对西方法学的研究已经很多，然而这只是基础，我们需要反思，
研究经济分析法学到底有多大意义 ； 自然法学到底现在还有没有用。法学研究的介绍阶段已经过去了 ，
现在需要中西互动，有意识地做一些发展方面的贡献 。（ 4） 中国法哲学需要对传统法学资源的再解释 。
中国文化现在被抬上西方法学的“手术台 ”，有些是对中国文化很不好的解构。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和
谐、乐制、礼治，天人合一等等，只是大话，有没有用处？ 中国特色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挖掘 ，能不能发展出
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关乎“天理、国法、人情”的法哲学？ （ 5） 想象远比知识更重要，不根据任何传统和核
心概念创立新的法哲学①。总之，对中国法哲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
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法哲学的学科建设虽然不完善 ，甚至深度也存在问题，但体系已经搭建起来，
并且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以教学为主以研究为辅的队伍 。有人认为，法哲学学科的发展，应该以学
科建构的形式结构为出发点，探讨一般意义上法律是什么，如何认识法律，法律有什么样的价值，法律实
现的方法有哪些。这是从被称之为“庸俗 ”哲学体系套用下来的法哲学体系，即关于法律的本体论、认
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在这种意义上，法哲学没有必要区分中国的与其他国家的法哲学 。如果说有所
区别的话，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西方法哲学的研究 。有些精英学者很少有在批判基础上的构建 ，更多的
是吸收和传播。当然，这不是说在法哲学的一般意义上有国别的区分没有意义 ，但是从形式上看可能意
义不大，也很难做出区分。真正的区分也许在具体的内容上，比如对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上，中国与外国
的确不同。明确这一点也是重要的。法哲学具有同质性。没有这种同质性人们便不可能在家族相似概
念的基础上谈论法哲学。
在研究某一专题的时候，中国学者可能仅有的贡献常常被忽视 。30 年来中国法哲学知识的进步主
要依靠翻译作品。几代学者的这一思路几乎没有改变 。这如果是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还不会有什
么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老的学派和老的问题 ，一味直接从西方寻求资源是在做重复性的工作 。笔者认为
对中国法哲学的研究需要借鉴西方法哲学 ，但不能仅从西方寻求资源。 对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已
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吸收还是批判，多少有了一些文化历史的积淀。我们需要踏着前人的肩膀
前行。这就需要阅读一些中国学者的作品 。一方面对他们错误的理解进行矫正，另一方面需要超越中
西创新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学者观点的漠视已经成了阻碍我们进步的惯性思维 。不可否认，最近的一百
多年中国法哲学对西方法学的继受超过了创新 。对前人研究心得的忽视不是没有任何道理，只是苦了
这一百多年来潜心于中国法哲学建构的几代学人 。不是说要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奉为代表性作品，而是
说中国法哲学的进步需要梳理前辈法哲学学人的智慧 。前一段法学界兴起的民国法学研究热潮，是对
这一思想的矫正。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主流的法哲学研究盲目崇拜西方的惯性思维 。
我们确实需要研究一些中国法哲学学者的作品 ，以避免重复劳动。 很多人没有看过中国人自己写
的作品，包括很多硕士、博士论文都很少引用本土学者的作品 ，只从西方文献或翻译过来的作品中引用 。
在学界有一种说法很盛行，认为我国法学理论只有指引实践的抱负 ，而没有指引实践的能力，因而把很
多法学理论研究的论文称之为文化垃圾 。这值得反思。确实，现在由于学术评价机制存在问题 ，有很多
制度性的要求，如评审职称、获取学位，甚至部分法官、检察官等都要求发表论文。为满足中国特殊群体
的需要，形成了特殊的垃圾文章发表市场 ，这是中国特殊的评价机制所造就的特色现象 。在一些垃圾杂
志与某些人的金钱交易中产生了大量文字垃圾 ，使得中国“文人 ”称号斯文扫地。 从这些垃圾作品和垃
圾刊物中，难以找出中国法哲学的痕迹，但这绝不能代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 。对一些垃圾杂
志、作品，认真搞研究的人不仅一眼就能看出 ，而且也是深恶痛绝。要求研究者阅读中国学者的作品并
①

根据於兴中教授在 2013 年 6 月浙江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会议上发言记录整理。大意如是，未经其本人

审阅，错误之处由本文作者负责。

40

陈金钊: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不是说不分良莠，识别文章的水平是作为学者或准备作为学者的基本功 。 但我们需要改变把所有的中
国学者的作品都视为垃圾的想法 。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说辞，更主要的是对研究者提出的请求。 不关注
中国同行的研究，主要是由一些“大腕”引发的。在笔者研究的专业领域，就发现很多重复性研究，十多
年前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些学者重复发表论文 ，观点、论证等都没有新鲜的地方，但还视为是最新的发现，
白白浪费精力和时间。
三、影响中国人法治思维形成的法哲学倾向
几乎所有学科研究的不同都会表现为所使用语言系统的差异 。 说“中国法哲学 ”不存在的原因，就
在于它没有自身的语言系统。现在勉强可以称为中国法哲学的语言系统 ，主要来自西方哲学或西方法
理学（ 法哲学） ，外夹杂着其他学科的学术语言以及政治哲学言词 。 我们所熟悉和使用的法哲学学术语
言，正在努力把这些语言转换成描述中国法治所需要的法律专业语言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对
西方哲学和法哲学的束缚，中国法哲学的研究就只能在西方后面爬行 。 中国法哲学应该关注中国的法
治建设，不应该是西方法哲学的“续集 ”或延展，需要显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关怀； 不仅需要研究立场、
文风的转变，还需要摆脱西方法哲学的束缚； 不仅要有全球视野、战略眼光，还要有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格
和气势。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四种或者更多的法哲学倾向，影响着中国法律人和法学研究者法治思维的
养成，因而中国法哲学的建构需要克服四种哲学所带来的负能量 。
( 一) 整体性的思维倾向对中国人法治思维形成了负面影响
整体性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特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又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哲学上所讲的整
体性，不仅是宏观世界的固有属性而且是每一个事物的固有属性 。 因而“整体性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
［9］
题的一种重要观念或原则” 。整体性思维含有在理解法律中创造法律的意味，在理解法律中改造法

律，淡化了法治思维过程中形式逻辑的中心地位 ，最终使整个法治思维过程趋于无中心化 。因为整体性
思维原则是要反思法治的前提———法律的意义，认为整体性思维是具体的、历史的，不能是抽象和静止
的。因而在思维过程中重新构造法律的意义不可避免 。这种思维走向不可能形成对法治的信任，法律
成了反思的对象，而不是思维根据、行为的指南。整体性思维原则强调，所有要素只有被置于整体中才
能得到理解，这种整体性不仅是指当下法律的上下左右 ，还包括法律的历史和未来走向。在承认整体性
有重要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把运动绝对化的观点 ，与法治所特有的那种相对静止的立论有很
大的差距。法治意味着法典出现以后，就会有一个静止的世界，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与法典留下
的空隙大小有直接的关系。整体性思维的开放性、流动性决定了只要我们使用这一思维的规则 ，就会改
变对法律固有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法治是经验与意识的产物，法律的稳定性是法律生命之源，法律作为
一种语言的存在，对它的理解、解释不能完全套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规律 。
当然，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 ，搞法治建设形成法治思维，就不能不面对整体性思维普遍
存在的现实。一方面我们需要发挥整体性思维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搞法治建设，更需要借鉴西方
的分析文化。我们总怕在细腻的实证分析中搞错方向 ，但仅仅是方向正确，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来支
持目标的完成，法治的实现也可能是遥遥无期。对法治实现途径的设计，如果没有获得具体法律方法的
支持也只能是做梦。我们发现，尽管西方的实证主义法学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西方各种法
学流派都介绍进来了，甚至许多的学者对有些法学流派研究得很透彻 ，但很难说我们的学者真的就系统
地接受了哪一种流派的观点。西方法学在中国传播了一百多年，并没出现西方式的法学流派。 这是因
为我们文化的骨子里，很难接受分析性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法学流派 。 我们认为他们的法学研究都
是偏执一端。在很多人文学科的人看来，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①，由于披上了学风严谨的外衣而益发
①

实证主义的研究倾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以习惯法的研究为例，这种研究的总体思维倾向是向后看的，注重对现实的研究，不是

很关注社会未来的发展变化。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对社会历史的沧桑感。习惯法可以调整社会关系，但却使法律失去了对社会的改造
功能，好像法律只能适应社会现实。法治论者对这样的所谓习惯法很不习惯。

4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受到鼓励和放纵。当前中国正在急剧崛起和转型，但处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学界却失去了方向感 ，不知何
去何从，这就是实证主义泛滥所种下的恶果 。实证主义对学界的危害不亚于“教条主义”。“实证主义 ”
只相信“归纳”的作用，完全排斥“演绎”，排斥抽象概括、排斥理论工具、排斥概念化能力，甚至排斥“问
题意识”的作用，从而把学界完全引向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困境①。
还有人认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方法论不发达，主要是因为缺乏实证主义的研究，只是进行定性分
析，量化研究不够。但也有人认为，不量化反而可能是优势，西方文明正在向东方的中国寻找整体性智
慧。于是，融贯了各种法学思想的统一法学或综合法学登上了中国的法学舞台 。 博登海默的《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法律方法》这部在美国影响并不大的综合法学派，在国内保持了长久的影响就是明证。 因
为整合或综合是中国整体性文化思维的强项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已经在西方分析性文化的
传播中得到了部分的改善，但骨子里的整合功能还是很强。我们很少反思，从天下一家的整体性思维中
推不出平等的必然性。对各自研究的整体主义倾向没有自觉意识 ，因而出现了思维的分裂，主要表现在
对自然科学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分析性文化 ，但是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传统文化的整合思维并没有丢
失。当然在自然科学领域，整合性文化也发挥着创新功能。在西方需要反复宣传强化的系统论思维 ，已
经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只是近些年来，在政治领域，这种不讲形式逻辑，只讲辩证思维的现象仍
然时常发生。中国法理学或法哲学近 30 年的发展中，很多人一直抱怨没有产生中国的法学流派，或者
有中国特色的法学，这是不公允的。因为在中国对西方法哲学的研习过程中 ，已经出现了带有中国特色
的整合性法学。这种整合性法学不同于西方专注于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法哲学 。在整体性思
维的控制之下，整合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西方法哲学的批判立场已经形成 。 只不过自己的独特贡献还
比较少。
整合性法学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使得中国人在法治理念建构上好像是全面的 ，但是又是
相互矛盾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法律原则问题上，法律至上难以确立，司法独立不被承认，经常
怀疑法治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西方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思维方式的片面性 ，拿出架子要
向孔夫子学习，但真学起来似乎和我们一样不容易 。整体性思维在法律方法上的表现是推崇实质推理 ，
把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放到一起进行权衡 ，在很多情况下舍法而取义。对法律作用的看法好
像是很全面，但导致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思维所需要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和根据法律进行解释
法教义学规则被整体性地忽视，法律意义的固定性和安全性，经常在整体性思维的控制下出现松动 。整
体地看待法律，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法律的意义 ，法律解释的黄金规则就是体系解释。 然而，在整体
性思维支配之下，很多解释已经溢出了法律的范围，在政治、社会、情势、道德、特色、国情等众多因素的
簇拥之下，法律失去了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人治的影子浮现出来。虽然出现了有些人所称谓的和谐，但
法治落空了。整体性不是指法律本身的整体意义 ，而是由运用法律的人所确定的整体 。在整合过程中，
法律的意义不仅是灵活多变和流动的 ，而且其意义主要流向了法律外的世界 。在整体性思维之下，法律
没有了意义的固定性以及应有的权威 ，在这种思维之下怎么能实现法治 ？ 当然，法治确实离不开人的作
用，徒法不足以自行，但人是在什么姿态下实施法律，其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西方法学家也有很多人认
为“法治是规则加法官的统治”，但是我们需要清楚，法治国家的法官主要奉行的是“根据法律的思考 ”，
对法律的松动依然实行的是分析方法基础上的充分论证 。这与我们大而化之的整体思维有很多不同。
在这里绝不是说，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本身是有问题的 ，而是说，在特定的法治场景下，不附加法律方
法论，而直接把整体性思维随便运用到对法律的理解 、解释上，是对法治的瓦解。
( 二) 对辩证法的片面运用成了瓦解法治的基础性思维
认识世界的辩证法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运用辩证法来理解、解释法律的意义，对法治思维的原则来
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长期以来，我们把辩证法当成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 ，但是，人们对案件辩证地
看待以后依然感觉到茫然，不知道如何处理案件。因为，辩证法所讲的三大思维规律之后附随的是具体
① 相关具体论述参见王学典： 《千秋万岁名
57249． 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3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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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根据法律的分析 。法治思维所要求的从法律出发，带着法律眼睛观
察，赋予事实以法律意义的思维过程 ，与附随于辩证法的从实际出发迥然不同。 从法治的角度看，从实
际出发赋予了法律人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而，在实施法治的领域讲究辩证法，同样会导致法治思维的
不可能性。因为法治思维的根本是根据法律的思考 ，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讲辩证法，在一些方面会导致法
律意义的混乱和法律效力的隐退 ，而法律意义的混乱就会使法律失去作为标准 、规范的意义。辩证思维
在整体思维倾向上与法治思维不相匹配 ，尽管法律方法中也存在一些与辩证思维一致的方法 ，如反对解
释、当然解释、对目的的辩证看待。
由非经典逻辑所支撑的方法，在辩证思维过程中会危及法律意义的安定性 。现在，非经典逻辑的方
法已经成为西方法律方法论的主流 ，像法律论证、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法律修辞、论辩等方法。 这些
方法几乎都是对法律意义的权衡 ，无不包含着辩证法的智慧，散发着辩证的光芒。因而也引起了我国一
些学者的青睐，跟着西方法学批判形式逻辑，认为法律是经验，而不是逻辑。 但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
头脑，因为西方非经典逻辑的兴盛，是与西方人把形式逻辑绝对化，因而产生了机械司法有很大关联。
西方人把演绎推理、类比推理一直放在绝对的位置，因而需要矫枉过正。而我国的法律文化中轻视形式
逻辑则是长久的。因而在中国搞法治建设，需要坚持对法律解释的克制主义 ，而只能把非经典逻辑基础
上法律论证等方法作为法治实现的辅助性方法 。我们认为，在法治思维过程中，不是不需要讲辩证法，
而是需要树立根据法律思考的习惯 ，把法治思维建立在法律有权威的基础上 。
在西方对形式逻辑的极力推崇导致了思维僵化 ，而在我国的法治思维领域却因过度奉行辩证法而
使法律的意义过于灵活。所以，不仅是法治思维养成上要慎用辩证的观点 ，而且在分析民主与法治关系
中，也需要有一点“片面性 ”。 胡伟教授认为民主概念的混乱只能使人们在民主问题上失去明确的方
向。胡伟教授指出了民主发展路径的顶层设计 ，认为： “民主与法治不可分离，两者互为前提，而且现代
［10］
民主本身就包含了法治，先法治后民主在理论上站不住。” 然而，这种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顶层设
计，并不能消除关于民主的争鸣。只是在西方对于民主与法治关系争鸣的基础上多了更多角度的论争 。

因而他指出： “宪政民主有很多可取之处，但这一理论目前在国内往往显得比较激进，而且在理顺党和
［11］
人大的关系上也难以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 这种表述不过是在辩证法思想下指出了一种貌似
顶层的设计，把民主、法治装到一个框里面同步展开，不是理论上站不住脚的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
景下难以实施的问题。法治总的来说已经被各方面接受 ，人们的利益获取或保护需要法治 ，民间和官方
都对法治抱有很大的期待。然而，民主无论在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其他社会，对一般公众来说都是奢
侈品，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了民主的欺骗性 ，利用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已经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级革命中被广泛运用，尽管很多人都在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和平时期除了有限地扩大公民的参与权
外，不知道有多少人表达了对民主的需求 。
实际上人们直接追求的是权利，包括在事关自己利益的场合的参与权利 。民主确实是好东西，但是
需要体制大的变动，而这在目前做起来比较困难。因而先搞好法治后实现民主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径 ，毕
竟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但是在民主的国体已经确立的情况下 ，民主并不能作为法治的基础，恰恰相反，
法治是实施民主的基础性条件，要搞民主必须法治先行。在辩证思维之下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我们已经
喊了多少年，但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民主法治有多少进步 ，带来的反而是对民主与法治的抱怨 。辩证法之
下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证，这在理论上好像是能够成立的。 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
有法治。但是，长期在这种辩证关系中的纠缠，造成的结果是法治与民主都迈不开步伐，反而成了相互
牵制的因素。因为不民主，所以法治不能全面推开； 因为没有法治，民主也不能展开。 我们需要摆脱这
种貌似辩证全面，但实际上是功能相互抵消的庸俗的辩证思维 。
( 三) 向传统哲学回归难以锻造支持当今法治建设的理论
当年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翻译成中文以后，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沉思，因为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
就以“当一个人快淹死的时候是最聪明 ”的判断，导出了一个人会竭尽全力在经验范围寻找求生之路的
逻辑。这意味着走向未来需要向历史探寻智慧 ，历史是未来发展的指路明灯。 回到孔子、回到马克思，
向后看就成了一种哲学思潮。再加上西方有些哲学家指出“21 世纪需要到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 ”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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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得一部分学者异常兴奋。因而在中国经济、军事等稍微强盛一些的时候，源自本土的主体意识得
到了强化，国学开始复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也在古代东亚地区长期保持领先地
位以及高度的连贯性。“这一事实既在当时人心目中树立起对本土文化的普遍认同和强烈的自信 ，也
［12］
易伴生一种轻视乃至无视他类文化的自大感 。” 然而，近百年来这种自信在遭遇西方文明以后，已经
没有了遭遇印度文化时的自信。“‘国学’作为本土文化或学术的特征，本是现代思潮在中国兴起后的
产物，但与此同时，它又是被现代化无情解构的一种学术系统 。国学思潮所处的这种吊诡境遇，生动地
折射出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自我调整的艰巨性 ，并使聚集于‘国学 ’大旗之下的各派价值取向
［13］
及其处置传统学术资源的理论或态度 ，亦往往呈现出种种异相和复杂性 。” 虽然很多人对传统的本土
资源情有独钟，向传统回归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思维惯性 ，似乎中国古代什么都有，然而用传统拯救中国
以促进法治的实施也绝非易事。中国古代没有太多法治文明可供借鉴 。
我们必须清醒，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传统中国，已经是“坟墓 ”中的中国。 中国在
最近的一百多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今天中国，无论是在哲学，还是法哲学领域，在辛亥革命以后已
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中国当代的法哲学既不是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法哲学诠释 ，也不完全是自于
西方的法哲学。也许用“中国法哲学”正在发生来书写更为恰当。 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人的法哲学研
究出现了文化根基的空疏，需要用国学来弥补。然而，以中国的名义盲目地宣示自我，既达不到增进学
术的目的，也很难张扬自我。我们为什么要走向世界？ 把世界与中国对立起来，没有中国的世界还是世
界吗？ 在与世界的融会贯通中世界自然会拥抱你 ，坚持开放的普适主义的法律哲学 ，需要让法哲学自然
形成。
还有一种倾向性理由认为，今天向西方学习已经走过了头，需要向后看，需要向中国古代寻求文化
资源。这遭遇到具有现代文化情结人的反抗 。他们认为，或盲目依赖西方，或故步自封甚至是回到传统
国学的中国法哲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具体问题是： “到底什么
样的司法理念和诉讼模式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 优良法律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怎样才能反映到我们的
司法改革中去？ 传统中国在综合为治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制度方面的经验能否为我们所借鉴 ？ 思
考这些问题，目的为了用中国思维、中国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从而能使我们走上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
［14］
情的法治之路。” 但是，仅仅有这种追问，似乎仍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与传统中国和西方比较，今天的
中国法哲学，既没有立言（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流派） ，也没有立功（ 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建设性方
案） 。由于法治是拯救中国的最好路径 ，因而“中国法哲学 ”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问题，而是关乎

中国未来世事发展兴衰。因而需要真正下功夫研究中国法哲学 。
( 四) 简单的中西交融进路，使法学研究失去了原创性或创造力
在中国法哲学不断进化的过程中 ，有一种观点非常强劲，那就是主张中西文化交流与交融 。在吸收
中西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优良品种的杂交优势，产出超越中西的最优的“中国法哲学 ”。 然而，这是
对生物进化的简单模仿，也许自然科学领域的这种研究，能培养出新的优良品种，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这种简单的思维至今还难说有大的成效 。这种简单的中西交融的思路，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区别。没有注意到，所谓中西文化的优劣都是有哪些带有自由意志的人所选择的结果 ，这里面的仁智之
见，鱼目混杂。所谓优与劣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 。所以简单的中西交融观点难以奏效。 原因在于人文
社会科学的很多立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决定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当意志自
由的问题域超越了决定论的范围 ，意志自由就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这就会出现“自由意志与共同体
［15］
内的道德、法律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这种研究离自然科学所讲的规律的规制越来越远 。
尽管中西交融可以养成、提升本土的法律文化，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建设等不及

也受不了这种漫长的折磨。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时近千年，至宋代新儒学出，才真
正完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 。更何况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动 ，中国文化遭遇
［16］
的是比自己文明程度更高、内容更为丰富多样的西方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中西文化的融合，只
能做一些表面文章。我们也许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检验 。与西方人的直白相比，我们的文明化有太多

难以捉摸的东西。有外国学者早已看到，中国人对明示修辞方法不重视，但却一直很重视隐喻修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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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往往喜欢用高深莫测的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与道家的思想存在一定关联。不仅如此，隐喻还被
广泛用于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多时候公开倡导儒家思想，实际上是阳儒阴法，在不经意间让人们看到一
些修辞背后的真意，这是传统中国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至今延绵不断。 笔者在初学法哲学的时候，总
是抱怨一些教授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说一些与学科建设似乎不沾边的事，但后来发现这是一种策
略。在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下，中国法哲学不仅有了学科的独立地位 ，而且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法哲学研
究群体。突出法哲学的实用品格，一直是老一辈法学家的努力方向，不过他们的实用，是现实政治哲学
意义上的实用，所谓指导实践主要是怕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用政治法哲学的理论指导法治实践也不
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种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上拼盘式的法哲学 ，尽管天天喊着各种结合论、统一论，
但就是没有法治的立足之地，因而根本无力指导法治实践。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西结合的法学研究还是有一些意义 ，起码为未来法哲学的有机交融提供了前
见和准备。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我们认为，中西交融的法哲学研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看，来自西方的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法治思维需要借鉴中国法家的
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以克服机械司法，而中国需要吸收西方法治思维中的细腻分析与实证方法 。在
方法论上西方因偏于形式而需要实质 ，因过于机械需要灵活，而中国则因过于重视实质而需要形式，因
对待法律运用过度灵活而需要认真对待规则 。另外，在中国需要加强对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法律
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指望以对法哲学研究的重视来代替法律方法论的训练 。 法治思维的提升不是法哲
学研究的范围。因为法哲学太抽象，难以形成解决实践问题的具体方案 。从认识论上，中国法哲学存在
着用认识论代替方法论的情结。在讲完辩证法以后接着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省略了逻辑推理演算、
论证论辩等思维环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在走到认识论的时候就停止了 ，缺少对方法论、技术
论的思辨。所以，今天中国缺乏一种作为方法论的法哲学 。
第二，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哲学过于人情世故，难于接受普适价值，从理论到实务都奉行实用主
义，因而需要接受普适价值的熏陶。在西方法哲学中，公民权利至上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但在中国，公民
的权利好像是恩赐的，在辩证思维中，公民权利的至上性经常需要让位于更为重要的各种理由 。但我们
要注意，“公民权利至上的神话，一旦碰到活生生的现实而破灭的话，失意的不是中国法理学，而是中国
公民个人。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法律，不再崇尚公平正义的法治，转而对权力与权位的迷信，转向青天的
［17］
人治呼唤” 。在法治实现过程中，天理、人情等都不能替代正义、自由、平等的追求。从陈忠林教授讲
的常理、常情、常识得到很多人欣赏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的法律哲学离一般的公平正义有多远。 中
国法哲学对普适价值与世俗的结合关心不够 ，只注意拿着西方的价值在中国套用。 最明显的就是一些
学者拿着实质法治、后现代法学、能动司法、融贯论等来糊弄中国人。 其实这些东西本来就与中国固有
文化具有同质性。我们发现一些法哲学家们的议论经不起推敲。“我们自己的法学知识与理论体系与
时代存在着错位，我们所依存的环境与别国迥异，我们的社会远没有达到需要‘认真对待权利 ’或‘法律
信仰’时代……因而，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只要有利于‘发展 ’，即使牺牲少数人的权利，也是被肯定、
［18］

被原谅的。” 这好像是一个涉及中国发展过程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法哲学研究者，轻易得出这样的
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牵涉的法哲学争论也许在于，牺牲少数人是哪些人？ 所牺牲的利益是不是法
律上的利益？ 对牺牲少数人利益应该由谁来肯定和原谅 ？ 当前中国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但
是，当被拆迁户拿着《物权法》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中国法哲学学者能不能简单地说为了大局利益 ，请
牺牲个体的利益？ 这是一种建设意见吗？ “任何时代的法理学都是研究者对他所处的时代所面临问题
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这种回答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人们对问题必须要有回
［19］

答。”

第三，在借用的本体论上，需要重新塑造中国法哲学的核心范畴。 既不拒斥西方，也需要吸收国学
的精粹，重点是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我们需要区分法治秩序与和谐秩序、平等秩序与差等秩序、自
由秩序与管理秩序，从政法一统的思维中分离出独立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 中国法哲学学科意义上
的学术搞得不好，就因为中国法哲学界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中央文件 、领导人讲话的研究上
了。这样的研究基本不可能在学科建设上做出什么贡献 ，而其他的学者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研究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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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被压抑状态，因而，愤恨的批判又耗费了大量精力。尤其是一般的法治理论遇到中国国情以后，不
证自明的国情优先、绝对的论调就自然溢出，成了批判否定法治的有力武器。 有人发现： “西方的法学
［20］
理论对西方国家是适用的，但大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究竟是哪些理论适合中国国情，以及为什么
适合中国国情，是理论该修改，还是国情应改造，这些基础性的问题都需要解决。这种没有法治目标的、

盲目的实用主义的立场很难建构成熟的中国法哲学 。
四、法治建设需要塑造养成法治思维的中国法哲学
中国法哲学的核心应该是研究中国法治问题的哲学 ，担负着塑造法治世界观、寻找法治实现方法
论、论证法治中国实现的可能性的重担 。当然，这是不是又把中国法哲学庸俗化了呢 ？ 是不是意味着中
国法哲学又进入了实用主义的泥沼呢？ 我们认为，与“中国法哲学 ”命题相关联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
不是说中国法哲学只是研究法治问题 ，而是说中国法哲学只有完成这一任务 ，才能显示中国法哲学的现
实意义。中国法哲学不是为了显示中国的特点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拼命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上做
文章就行了。法治在形式上的特征，包括法治的理念、法治原则以及规则等具有普遍性都可能被抛到一
边，就哲学本身的含义来说，各具特色的法治可能会失去法治的一切特色和概念的中心意义 。从前一阶
［21］
段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来看，对形式意义上法治遭遇形形色色的“中国”以后，意义已经产生了变异 。
人们担心，中国法哲学如果纠缠于“中国”，很难形成法治世界观，更难以找到实现法治的路径。 只能在
形形色色的国情、特色的纠缠中丢失法治。所以，我们认为：
( 一) “中国法哲学”应该是法治哲学，以唤起中国人对法治的普遍信心
中国法哲学应该在学理上阐释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说清楚法治的价值和理性及工具合理性 ，并设
计好法治内部原则与规则、理念与程序的关系，以便人们在政策上践行法治的基本价值。 也许未来的
“中国法哲学”应该少在政治上装成熟，少些人情多些理性，多一些对规则的尊重，少一些例外变数。 如
果只在人情世故上做文章很难超出孔孟 ，只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难以建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更不
用说法治社会。如果说非要对人际交往情理进行研究的话 ，则需要补充对理性规则的尊崇。 中国法哲
学研究不宜过于关注人情阐释的向度 ； 不要在法哲学观念中加入太多的人情政治因素。 西方法哲学似
乎已经告诉我们： 法治正是要削除政治等行为过程的人情因素 。尽管人情在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特
殊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情是一种社会的组织模式。 当官要是找不到靠山，心里会感觉不安。
由层层的靠山所编织的人情网络 ，控制着权力的实际效力，以至于正式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很孱弱，难以
形成公民社会。在“家国”一体的历史传统中，熟人专制是一种交往的原则，如果不打破选官问题上的
伯乐制，不仅民主难以实施，而且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根本不可能形成。 也许在中国要走向法治国家和
法治社会，需要利用人情关系的存在价值，但前提是由法律承担起社会连带 、聚合、互助的功能。如果人
情关系打破了，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权力效率性就难以保障。法治社会中如何利用人情关系，发挥其社
会聚合功能，是一个难以研究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根据中国特有的国情，需要有一批
秉承法治立场的志士推行法治。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人情所建构的权力运行模式，可能会出现利用制
度漏洞获得额外利益，容易出现权力的寻租现象，这也是当前法治不彰的重要原因 。西方的法哲学讲究
契约精神，而中国则过于讲人情，契约精神引申出对社会的治理就是法治 。对人情法哲学的改造需要对
中国法治建设的“病理”充分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 ，同时又是一个力图创造自己独
特制度与价值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社会分化与个体化不断增强的国家 ，同时又是一个正致力于构建制度
［22］
与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国家。” 在这个历史时期，面临着各种发展与创新的陷阱。 潘维认为未来 30 年
中国最大的陷阱是： 第一，放弃“民本主义”民主信念，改信西方的“民主主义”； 第二，放弃绩优选拔为核
心干部选举制度，改成多数决选举制度； 第三，放弃统一的执政集团，改为多党竞争制； 第四，放弃分工制
［23］
衡，改为分权制衡。以西方为镜奉行新的教条主义，走上自杀的道路 。这里面虽然讲的是“中国 ”的
陷阱，但实际上是在说对统治者权力的陷阱 ，包含了对法治前景的恐惧。然而，中国必须改革，实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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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解决当下的很多矛盾，诸如，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官员严重腐败，社会的不稳定、犯罪率高、
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护。“解决这些问题，单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必须推进民主治
［24］

理。” 民主与法治不一样，但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治理的基础是法治。人们已经发现，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实现的合法路径。
中国现在的社会整体上是稳定的 ，因而现在搞法治建设恰逢其时。“国家认同在不断建构的同时，
面临着认同危机、身份困惑以及价值缺失的挑战。这是国家成长最有活力的时期，也是国家成长的最艰
［25］

难、最关键时期。” 在上个世纪的早期，西方一些文化人认为，东方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格搞法治，然
而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人民不仅从西方殖民之下解放出来 ，而且有逐渐强大之势，这其中伴随着本
土文化的逐步萎缩和西方文化进一步拓展 ，中国文化尤其是学术出现了大面积西化 ，于是很多西方人改
变了观点，认为可以运用法治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这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警惕。其实，外国人对中
国法治建设的关心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怀好意的演变，正好可以提醒我们可以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把和
平演变的路给堵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在没有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把法治搞上去，我们应
该对法治充满信心，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实现法治中国 、美丽中国。
( 二) 在全球视野下建构中国的法治哲学
全球视野已经在中国法理学界喊了多少年 ，然而，在什么问题上要有全球视野？ 我们不能仅仅言说
这一词汇，必须涉及中国的问题才能显现我们的全球视野。2013 年 10 月 24 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召开“变革时代的区域法治理论研讨会 ”，在这次会上作为评议人的清华大学王晨光教授提出了一个看
似平常却令人深思的问题： 法治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晨光看到一个问题 ，这就是西
方人特别看重法治，尤其在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交往的时候 ，法治往往是美国制造热点的主要话题 。美
国人很讲政治，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情结，因而在外交活动中，千方百计地向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输出法
治。这里面究竟蕴含着什么玄机？ 法治在外交活动中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 ？ 为什么在西方法治拯救不
了自身金融危机的时候，却还在逼着中国这个经济迅速发展 ，然而法治搞得很不好的国家，实施西方模
式的法治？ 他们究竟是为了自身财产的安全 ，还是希望中国也走上西方式的法治道路 ，奉行西方的法治
价值？ 我们注意到，西方官方和一部分带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 ，多年来对中国政府谈论的是人权话
题，然而，随着人权在中国宪法中得以确立 ，对人权的批评有所减少，而对法治的关注有所增加。可以说
近些年几乎所有的经济援助都与法治相关 ，不搞司法独立就不给贷款，没有法治就没有经济援助。法治
已经成了外交活动的必须附加，几乎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逼着中国在法治问题上有所就范 。然而，令这些
西方的政客难堪的是，西方近些年来在法治完备的情况下经济持续滑坡 ，社会也出现很多不稳定的迹
象，完善的法治也没有遏制住华尔街金融流氓的贪婪 。这是否意味着在逻辑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经
济低迷以及金融危机与法治是否完善无关 。
反观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法治不完善并且大面积存在违法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发展 。 这究竟是为
什么？ 难道是西方式的法治阻遏了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混乱的法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①？ 显然，这种逻
辑难以成立，但却促使我们反思法治的作用。中国没有完善的法治，但经济反而迅速增长，西方有稳定、
健全的法治，而经济却不断滑坡。对于中国经济在近 30 年的快速发展，西方有学者认为这是特定情况
下的“中国模式”，显现的是中国的发展规律与西方不同 。这是一个很少有法哲学家思考的问题。 王晨
光指出，令中国法哲学学者十分难堪的是 ，学界对法治与经济发展没有总结出任何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
只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只知道在一般意义上阐述法治的功能 ，而对来到我们身边的问题视而不
见。
笔者认为，王晨光教授提出的这一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明确 ： 那就是我们过去在论证法治的必要性
时，总是没有思考过法治作用的历史背景 ，不考虑法治功能发挥的社会条件，一味从抽象意义上谈论法
①

我在给复旦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硕士生上课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余也博士认为，这里的发展一词用的不是很合

适，因为这里的发展实际上不是发展，而是增长。法治的不健全可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很难说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显然，余也博士
生的看法有一些道理。但是，增长是发展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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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作用或者功能，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法治总是那么美好，似乎产出的总是正能量。然而，王晨
光教授的问题迫使我们反思，在社会转型期谈论法治的功能或作用的问题不仅需要有全球视野 ，还要看
到法治的正能量和负面作用。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法治的功能需要实证研究，而不能仅仅依靠逻
辑推论。
前些年和我国台湾学者以及韩国学者在谈论当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故事的时候 ，他们也提出过
类似这样的问题： 究竟是民主体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还是威权体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的时候，并没有实施彻底的民主，法治似乎也不健全，但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
展。如今亚洲四小龙的法治化程度高了 ，甚至已经接近西方的民主与法治，但是，此后的经济大都停滞
不前。这究竟是短暂的经济问题，还是与法治、民主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有特定的
历史条件，但其与法治民主的关系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问题 。另外，我们不能把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的
发展等同起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的范围更宽泛 ，经济增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含义。 改
革就是放权意味着过去的法律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需要用改革法治的做法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反增长
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法治可以通过立法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
展速度。一方面，法治本身的稳定性会为经济发展或者说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 而另一
方面，过于严格的法治又可能抑制经济的增长 。法治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 ，法治是一把双
面剑，既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能限制其发展，保护经济发展与增长只是法治作用的一个方面。 这
是过去的法理学、法哲学很少专门研究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可以回溯历史 。反观中国历史似乎也有与此相关的一些值得沉思的问题 。记
得在西北政法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 ，有一次去拜访杨永华教授，他说中国历史上最讲究法治的是大宋
朝，尤其是南宋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在世界上堪称发达 。但纵观历史，大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孱弱
的朝代之一，不仅版图逐步缩小，甚至朝廷也备受外部强力的欺侮。 尽管宋朝的朱熹完成了系统的理
学，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趋于完善，但是在法治建设上，主要围绕着保住赵家江山永固的思维展开 ，这种
思想上的僵化与保守，使大宋的统治者只知道运用法治方式有效控制了民众 、官吏和军队。其结果是尽
管宋代各种内乱不断发生，但没有在内乱中断送赵家江山。然而，大宋朝在外部强力的攻势下，赵家统
治土崩瓦解。宋朝在江山思维之下的“完善法治”，究竟是福是祸？ 政治法哲学家能回答吗？ 老师当年
告诉我们，正是严格的法治保护了大宋朝几百年的统治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为了一家之
私，不顾人民生灵涂炭的江山思维，值得肯定吗？ 秦代、宋代以及晚清的法制，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对待？
中国的法哲学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①？
( 三) 在历史时空中界定法治世界观，准确定位“中国法哲学”的问题意识
2013 年，在上海搞起了“中国上海自贸区”，当年帝国主义逼着清政府以及后来国民政府实施的一
些法律制度，我们今天自己主动搞了起来。这是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学者发起的问题？ 这是历史的错
位，是在走回头路？ 历史肯定不会完全重复，最多有部分惊人的巧合。然而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提出的问
题，法哲学需要回答基于历史的比较而出现的问题 。因此我们只有以正视历史的态度 ，才能准确定位今
天中国法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在历史视野中准确定位中国法哲学问题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观念需要树立 。
其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用发展的眼光评价“中国法哲学 ”的问题。 当“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 ”
快出发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的法哲学或法理学界对此准备不足 ，找不出像样的作品和代表性人物向世
人介绍。於兴中教授在杭州会上指出：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法哲学或法理学研究队伍，大约有 2000 多
人，但却拿不出像样的作品展示给世界 ，找不到一个能代表中国法哲学的人物，也拿不出典型的代表性
作品。因而一些人设想，如何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出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影响的法哲学贡献给世
①

需要申明，上述疑问绝不是要改变笔者长期以来对形式法治的捍卫，而是换一种思维，以便从更宏观的法哲学角度来认识法治，

使法治对中国未来发挥恰当的作用，至少对法治有更清醒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全球视野、国家复兴、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角
度，谈论法治以及中国法哲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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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进而解决中国法哲学与世界的交流问题。 於兴中教授想使“中国法哲学 ”走向世界，这无疑带有强
烈民族关怀，但是老想着在当今找出某一个或几个代表性人物或作品 ，这带有“历史发展观 ”的错位。
因为目前的中国法哲学是否有生命力很难在当代显现 ，只有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才能知晓。 能成为代
还有历史的自然选择。以诗歌为例，
历朝历代的作品很多，
但流
表人物，不仅有学者自己努力研究的成果，
也有社会进程很多的偶然选择和时代需要。今天难以
传下来的只是少数。这里面既包含了当时的影响，
寻找到有代表性的法哲学家和代表性作品，
有多方面的原因。当代的作品多数是带有现实问题的关怀，
能
否成为传世的作品还需要历史的检验。仅仅靠今天的杂志级别和所谓的评审机制无法做出恰当的判断。
由当代人确定今天的法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和作品并不适宜。这还不仅仅是文人相轻的问题，还有评价者
的好恶以及作品在历史沉淀中的影响力问题。“中国法哲学”在中国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具有着十分丰
富的含义。尽管当代人的评价能够调动学者的积极性把中国法哲学搞好，但是，其客观公正性值得怀疑。
这不仅有人情关系对评价的干扰，
还有评价者自身的“资格”、
姿态以及能力等问题。
其二，我们需要在一系列与法治相关的历史事件中 ，寻找中国法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
值得注意。这是研究历史的价值所在。“当初维新派希望清政府能够实行‘君主立宪 ’，全国上下在此
问题上也比较有共识，但以西太后为首的统治者怕政治改革危及自己的江山 ，遂拒绝改革，错过了历史
机遇，从而造成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党人的崛起 。 待到 1908 年，清政府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颁布
《钦定宪法 大 纲 》，预 备 立 宪，但 社 会 和 民 众 已 经 不 能 容 忍 清 政 府 的 改 革 了，革 命 跑 到 了 改 革 的 前
［26］

头。” 从清末立宪算起，西方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启蒙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
很少有坚定的法治论者，尤其是中国政治人对法治和对法学的看法基本一致，都是从实质主义的思维出
发，认为法治是形式性的，不能当真； 坚定的法治论者基本上都患有政治上的幼稚病，不懂中国的国情①。
很多坚持阶级分析的学者发现，
法哲学不过是对西方法治的反映，
而西方人也不那么真的搞法治。上升到
法治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经常作
阶级分析理论的高度上认识就是，
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法学话语中的这些观点，
决定了中国的法治不可能搞好，因为在
很多人的心目中原本就没有准备搞法治，
法治不过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的修辞。
其实，上述评价只是对部分人法治思想的描述 。这些人奉行的是历史本质主义的思想 ，坚持特定的
阶级分析优位的方法或思路。我们不排除阶级分析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也发现，人们一旦戴上阶级分析
的眼镜，就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历史，会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阶级的观念带入对法治的分析 ，因而也不能较
为客观地认识法治的积极作用或正能量 。如果我们稍微客观地看待现实或历史，就会发现很多人所认
定的法治，只不过是捍卫权力、方便管理的治理工具。管理的秩序目标和方便管理的方式被放到了优先
考虑的位置。这种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确实有自己的国情 。有些学者已经看
到，“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候，中华民族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民族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民
族’，即基于政权与制度力量而聚合在一起的民族 。这种‘政治民族 ’与现代国家所形成的‘国家民族 ’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政权，而不是用主权的力量来聚合不同的族群 ； 它是靠亲疏与朝贡，而不是靠平
［27］
等与制度来聚合不同的族群” 。管理意义上的法治以及权力运用有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以及聚合社

会能量的功能。在没有广泛的社会组织凝聚社会力量的时候 ，需要正式的权力组织来发挥这一功能。
所以，对捍卫权力为核心的法治需要给予历史的 、客观的评价，而不能仅仅拿着西方的法治价值标准 ，来
衡量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优劣。我们没有凝聚人心的宗教，对来自西方的法治价值也不是很认同 ，而新
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共识。这就需要运用法治基础上的权力 ，把一盘散沙的力量聚合起来。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权力法治转向权利法治、管理法治转向民主法治、秩序法治转向正义法治、
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法治国家转向法治社会、威权中国转向法治中国等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①

因而我们很多法学学人在研究中国法治之路的时候，
对特色、
国情等情有独钟。比如，李林教授认为，中国法学研究应该从我国实

际出发，
立足我国的经济国情、
政治国情、
文化国情、
社会国情和法治国情，
走中国特色的法学发展道路，并反复强调了中国特色和国情在建
构法学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话语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其实李林教授只是把意识形态对法学研究的要求变成了话语体系。参见李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0 月 15 日第 7 版。
林：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学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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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主要是管理方式的转换 ，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仅仅从应然逻辑的角度看待法治，会犯急
躁冒进的毛病。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天下之本在人心所向，“其境界是共存、包容和交融。 因此，尽管
中国建构的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在制度形态上没有任何衔接关系 ，但中国人在建构现代国家，形成现代
［28］
国家认同的时候，还是将历史与文化传承下来的国家观念带到了现代的实践之中 ” 。认识到这一点，
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从千年帝制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能够很快让民主共和的思想在心目中扎根 ，并成为现
代国家认同最基本的价值基础。法治中国的建立已经是历史潮流的组成部分 。
其三，中国法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塑造对现代法治的认同 。 但这种认同不完全是由理论家来完
成的，需要与历史衔接，而且还要接受未来历史的检验。我们经常抱怨法治理论不受重视，感觉到政治
的压力太大，而很少反思法治理论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现实的政治摧垮了理论的身骨而又被指望
［29］
理论以其羸弱之躯担负无法承受之重 ，这种尴尬是令人深思的。” 在中外历史时空的比较中，我们发
现中国法律学人意识形态中的法治 、法律或方法等很多观点，与西方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与中国的历史
发展是错位的。我们常常忽视西方法哲学理论的问题意识 ，而是把西方法治理论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 。
经过一百多年的陶冶，很多学者形成了对西方法学以及法治理论盲目崇拜的惯性 。 几乎所有像样的学
者都喜欢从西方思想家的著述中寻求论证材料 ，把西方人的言论奉为佐证观点的金科玉律 ，一篇文章中
如果没有一些外文资料的点缀，给人的感觉就是研究能力不足。可怜的中国学者只能在西方学者身后
爬行。只有接近西方学者思想的可能，而没有研制出为中国法治服务的理论。 现在理论更多的是对现
有法治政策辩护、反思或批判，而缺乏对中国法治的建设性意见。当然，能够多少理解西方学者的法治
思想也是进步的开始，毕竟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细腻 。但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只能显示西
方法哲学博大精深，很难直接用于解决现实的中国问题 。
其四，是中国法哲学确实需要关心中国法治的未来 。中国的法哲学研究需要直面现实的问题 ，要讲
究中国国情，但不能把中国特色当成法治理论的精髓 。特色法治只能是法治中国的一部分 ，特色并不能
完全否定法治的基本属性。只讲特色中国法哲学难以预测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 。现在法哲学著述汗牛
充栋，但缺乏对未来法治的战略性设计 。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法治实施方案的理论设计 ，以便于决策者
能够根据现实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甄别选择 。研究者必须看到现存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找到解决
问题的对策。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对未来的法治充满信心。经过这些年民主、法治的宣传，特别是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以后，中国公民的权利大幅度增多，权利意识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只要法治的步
伐已经迈开，法治就不会仅仅是管理的工具，公民也会把法治作为捍卫自己利益的利器 。当今众多公民
运用法治方式的行为已经向传统的管理模式发起了冲锋 。官员们已经意识到以压服为主的老办法已经
不管用，因而必须运用法治方式这种新的办法 。各级干部都需要以法律的存在为基本前提 ，对自己的行
为方式进行全面优化，以迎合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同。
五、结语
“中国法哲学”是一个基础性命题，言说的是中国法学者对法律一般问题和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的关
怀。只要我们持续研究，走向世界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如此粗糙的法哲学或法理学都能被一些中国
学者奉为神明，这不仅是法哲学本身的研究问题 ，还包括了综合国力的影响。 我们看到，欧洲很多精细
成熟的学科已经开始被美国的影响力所超越 。对于美国法哲学的超级影响力，作为法理学、法哲学的原
产地，英国人自然不服，然而，这难以改变世界法理学的中心位置已经从英国转移向美国的现实 。 因为
学术、学科能否走向世界，不仅仅是研究的成熟与细腻，还有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等因素。 也许走向
世界的中国法哲学需要与世界接轨 ，但要有所创新，只能以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为研究使命，这些年我
国学界一批学者已经开始着力在做此项工作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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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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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hilosophy of Law”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al Thinking
Chen Jinzhao
（ Law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In order to quell the debate that there is no “Chinese philosophy of law”in China，and to end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at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in China”is occupying a dominant position today，Chinese legal philosophy needs to research on the issues of Chinese rule of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aw is Chinese people’s uniqu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methodology，and it is a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to the theory of Europe’s “peaceful evolution of the rule of law”and China’s “rule of law to
defend country”； not only to learn western analytic culture’s emphasis on formal logic，absorb the careful
thinking on positivism，but also to inherit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integral culture and its function of integrated approach； not only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morality，but also to learn about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s universal values on fairness and justic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aw doesn’t aim at westernization
or chinization advocated by some scholars．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se two ideological tendencies to become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methodology that service for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e
need space and time in history，based on a global vision，to seek the path that identifying Chinese democracy
and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th． Westernization and chinization are both likely to mislead the path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 legal philosophy； jurisprudence； the manner of the rule of law； legal thinking； Chinese philosophy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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