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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之美
———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马荣春
（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要： 刑法之美是指刑法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蕴含所给予人们的一种感受。 除了外在美与内在美
的区分，刑法之美还有优美与崇高美的区分。刑法的优美指向的是刑法的外在与形式，而刑法的崇高美
摘

则是刑法内在美的最高表达。刑法之美不仅有着使人们知法、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和“丰满人格 ”的
主体意义，而且有着对刑法本身形象的正面直接的塑造作用。刑法之美是一种制度之美，构成了刑法文
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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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之美之概念
( 一) 刑法之美问题之提出
有学者指出： “法中的美长期以来是受到忽视的，人们最多只讲法中之真和法中之善，几乎没有谈
及过法中之美。原因之一在于，法总是与暴力相联系，具有强制性，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法又常以残
酷野蛮为特征。社会成员生活在这样的法律之下 ，避之犹恐不及，又哪能谈得上拉开距离观照其中的美
［1］
呢？” “原因之二在于，美学对美的界定比较偏狭。 最初，美学家们只承认艺术领域中的美，自然美和
社会美是后来才进入他们的视野的 ，即便如此，不少人在强调美之为美的形象性和情绪性的同时，还总

是将形象性与抽象性、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必须看到，美并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可以存在于实践
［2］
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法之美还是一个较难被人接受的概念 ，那么刑法之美便是一个更难被接受的概
念，因为刑法更具强制性，而“暴力”和“野蛮残酷”则被看成是刑法的本有特征。但是，刑法之美的问题
确实存在着，“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渗透在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人类对世界的改造
总是按照美的规律在进行，无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还是在精神生产领域。 正因为如此，美在人类的世
［3］
界里处处都有，美学研究也因此而能进入各种领域 ” 。 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已有刑法的美的实践，
如通行于整个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五刑现象 ”的“五 ”字便征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全”、“圆
满”与“和合”的审美模式与审美旨趣。 当然，对“五 ”字的审美最终来自于“五行崇拜 ”； 又如“秋冬行
刑”，其所征表的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和谐审美与“和合”审美。
( 二) 界定刑法之美之两个铺垫
为弄清刑法之美这一概念，必先把握美的概念。而美的概念的把握得从其含义入手。 有学者在对
美作了相关分类之后总结道： “可见‘美’字所使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含义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自然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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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个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涉及语言文词之美，也涉及风景动植物之美，既有伦理社会之美，也有
我们最为关心的典章制度与政治法律之美 。这种种的用法，似乎至少具有三种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含
义： ‘第一种，表示感官愉快的强形式’。比如热得要命时喝一杯冰镇汽水后脱口而出‘真美 ’，即属此
例。‘第二种，它是伦理判断的弱形式’。用来表示伦理的仰慕和赞赏。‘第三种，专指审美对象 ’。 这
［4］
是我们即将去作主要讨论的领域。 我们所谓‘法之美 ’，专指审美之美。” “但即使在审美领域里，
‘美’字的用法也很复杂，至少有两种含义： 其一，指审美对象，什么是美，什么是美的？ 由此而生种种主

观论的美学理论，认为美感产生美、决定美。其二，审美性质或审美素质，指客体所具有的美之所以为美
［5］
的素质和属性。由此而生种种客观论的美学理论 。” 在笔者看来，作为法之美的一种具体的刑法之美
的美应在审美领域的第二种含义上 ，即在客观论的美学理论中获得界定 ，因为在审美领域的第一种含义
上，“美感产生美、决定美”存在着循环论证，即在“美”被产生或被决定之前，“美感”从哪里来？
对美的概念的把握还不能避开美的本质问题 。对美的本质，有学者将有关学说概括为四大类 ： 第一
类，从客体对象自然属性上探讨美的本质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美同事物形式所表现出来
的均衡、对称、比例、和谐、多样、统一分不开，甚至说： “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
最美的是圆形。”英国画家荷迦兹认为，波状线“真正称得上是美的线条”，而蛇行线则是“富有吸引力的
线条”。当代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 ”说更是广为人知。 第二类，从审美主体意识领域来
探讨美的本质。比如休谟就认为，“美不是客观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内在属性 ，它只存在于鉴赏者的心
里； 不同的心会看到不同的美； 每个人只应当承认自己的感受，不应当企图纠正他人的感受 ”。 这一派
的突出代表当推意大利的克罗其 ，他说： “我们觉得以‘成功的表现’作美的定义，似很稳妥； 或是更好一
点，把美干脆地当作表现，不加形容字，因为不成功的表现就不是表现。”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就可以归
入此类，现代的吕荧和高尔太可看作主观论的代表 。第三类是从主客体的关系上探讨美的本质。 狄德
罗等人倡此说。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也是这一派的主张者 。他说： “如果把‘美 ’下一个定义，我们可
以说，美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 ，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
整形象的那种性质。”第四类，从客观性和社会性相结合上来探讨美的本质，主要代表国外有车尔尼雪
夫斯基，而在中国则有李泽厚。车氏说： “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
［6］
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 ，那就是美的 ” 。 在笔
者看来，刑法之美的美不能从美的本质的第一种学说中获得界定 ，因为美固然与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有

关联，但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不会无端而“自然地 ”就变成美。 其实，当我们把球形和圆形分别看成是
一切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中的最美 ，则我们已经是按照某种需要即审美标准而将球形和圆形分别与其
他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作了优劣比较 。至于将波状线看成是最美的线条，那也是按照某种需要即审美
标准而在所有线条中比较后所得到的结果或结论。“有意味的形式 ”已经说明了客观事物的单纯的自
然属性并非美本身，而“有意味”则意味着美是不能脱离主体感受就可以产生的 。 美应该是一个表达客
观作用于主观所产生的感受的概念 。刑法之美的美也不能从美的本质的第二种学说中获得界定 ，因为
当把美完全交由个体感受来说明的时候 ，则可得出什么都是美的，而同时又都不是美的结论。这种将美
完全个体化和主观化的主张将直接导致法之美和刑法之美毫无问题意义的结论 ，因为当我们讨论法之
美和刑法之美时，则法之不美和刑法不美的问题是已经存在的 ，而按照美的本质的第二种学说，则法和
刑法又已经是美的。之所以这样说，又是因为美是完全因人而异的。其实，对美的本质的第三种和第四
种学说是不相矛盾或不相根本矛盾的 ，因为第四种学说强调“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 ”，便实际隐含
着事物所以美或美之为美是不能脱离主体在产生美感之前就先已存在的审美标准或审美旨趣的 。那就
是说，美不是凭空而来的“官能快感”。第四种学说从社会生活来界说美，从而拔高了美的意义境界，这
一点是应予肯定的，但其毕竟未能直接从主客关系而将美的问题予以实质化 。因此，刑法之美的美应从
美的本质的第三种学说中获得界说 。
( 三) 刑法之美之定义
从审美领域的美的第二种含义来界说美与按美的本质的第三种学说来界说美 ，两者的方向是一致
的。如此来界说美，则可从中套取刑法之美之定义。所谓刑法之美，是指刑法在从制定到运行的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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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依其外在呈现和内在蕴含所给予人们的喜闻乐见或乐于接受的愉悦感 、愿意遵从的信仰感乃至归
宿感。由外在呈现所生之刑法之美，我们称之为刑法的外在美。这里的外在呈现包括刑法的结构与语
言； 由内在蕴含所生之刑法之美，我们称之为刑法的内在美。这里的内在蕴含包括刑法的精神 、价值等。
在笔者这里，对刑法之美的定义的中心词便是一个“感 ”字，因为刑法之美的美应是一个表达主客关系
即客观作用于主观，主观反映客观的概念。或者这样说，美是一种欣赏的心理结果。 正如有学者指出：
［7］
“美的事物一般要求符合自然规律的形式 ，不违背人们的官能快感。”
二、刑法之美之分类
( 一) 刑法之内在美与外在美
这里首先应肯定刑法是存在内在之美与外在之美之区分的 。 正如国内有学者说： “包括刑法于内
的法律文化下的审美模式，往往不引人关注和重视，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主要表现就是法律的内容
和形式之间是否达到完美统一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内容真实反映客观的社会关系是达
到法律美的前提，但真正的法律美还必须是内部和谐一致的体系 。如何使内容与形式在美中统一起来 ，
使法不但体现求真求善的人性要求 ，而且体现求美的人性要求，将是法律家追求的最高目标； 历史上不
美的、不太美的法律，或者是内容不真、伪善，或是形式丑恶。而这种情况的形成都是在一定的法律审美
［8］
观指导之下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法律审美观的具体表现 。” 其言“使内容与形式在美中统一起
来”便意味着法律之美既有形式的问题 ，也有内容的问题。于是，法律之美便在结构上被对应出形式美

与内容美，而法律的形式美与内容美则分别对应法律的外在美与内在美 。那么，刑法之美在结构上亦应
被对应出刑法之外在美与刑法之内在美 。刑法之外在美即如有学者指出： “同为社会的规则体系，法律
［9］
是要比道德更有次序，更有条理，更整齐，也更具有可感的外观。” 该论断隐含着法律的外在美问题。
那么，刑法也应或更应讲求“可感的外观 ”即外在之美。 刑法的外在美也是指刑法的形式美，包括刑法

的语言美和刑法的结构美等方面 。刑法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相对应，其所指向的是刑法的内容方面，由刑
法的内在价值所生。
国内有学者指出： “法的表现形态林林总总，法中的美也千姿百态。法之形如水，或平齐如镜，静谧
清澈，给人以公平与透明的美感； 或辽远舒展，一望无际，给人以开阔广远的美感； 或浩浩荡荡，奔腾澎
湃，给人以奋斗和进取的美感； 或曲折迂回，温婉柔曼，给人以亲近舒缓的美感； 或冷面霜颜，凛冽肃杀，
［10］
使人顿起庄严敬畏之美感。” “法之美有哪些表现？ 在这方面，我们一时还无力加以全面系统的归纳 ，
仅能征引若干实例以资说明。（ 1） 言为心声，法有表达理性的简洁明快的语言文字之美。 思想家司汤
达曾说过，《拿破仑民法典》是一部史诗，每天都要读几段来享受。（ 2） 法体系的层次井然，各组成部分
之间错落有致，就如一座大山，有巍峨雄伟、气势恢宏之美。（ 3） 法的规则对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表达得
斩钉截铁，流露刚性之美。（ 4） 法的原则统领一群规则，好像纲举目张，有机巧之美。（ 5） 法的强制性，
虽然有时显得暴烈，但不失为一种狞厉之美。（ 6） 法将自律与他律构成一体，蕴含道义之美。（ 7） 法以
自由观念为核心，确为天然的人性之美。（ 8） 法使人能够通过逻辑思维、计算和预测，知道自己的利与
害之所在，呈现理性之美。（ 9） 法以权利、义务的分配使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变得清晰和协调，为和谐
之美。（ 10） 法肯定人的主体地位与人的尊严 、价值和品行，乃人格之美。（ 11） 法的运作程序环环相扣、
齐整划一，显出行云流水般的或起伏跌宕或轻盈舒爽之美 。（ 12） 法的秩序所实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
［11］
律的人化，如同天人合一之美。（ 13） 法的历史类型的变迁，惊天动地，悲喜交加，存在戏剧之美。” 如
果说法之美确有这么多的形态或表现 ，则刑法之美也有或更有这么多的形态或表现。 这是由刑法在整
个法制体系中“保障法”和“后盾法”的地位所决定的。 刑法之美的形态或表现不过是其刑法之美的具
体而已。但是，无论对法之美和刑法之美在形态上作出多少罗列 ，最终仍可以归入外在美与内在美两大
类。而从刑法之美的那些具体形态中 ，刑法之美的抽象定义显得那么形象可感 。
( 二) 刑法之优美与崇高美
这里对刑法之美所作出的刑法之崇高美与优美的对应 ，是对刑法的内在美与外在美这种对应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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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深入或深化。
首先，崇高美是刑法内在美之最高表达 。笔者曾将刑法的内在美说成是刑法的价值美 ，并且“刑法
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的内在美的特定内容或表述应是‘充分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且二者平衡的功能
［12］
之美’” 。现在看来，用刑法的价值来说明刑法的内在美是没有问题的 ，但却不能将刑法的价值表述
直接作为刑法的内在美的表述。那么，究竟何为刑法的内在美？ 国内研究法的真善美的学者指出： “法
［13］
中的美，主要是崇高和优美……” 如果把优美和崇高 （ 美 ） 看成是法之美的两种品性，则刑法之美也
应有此两种品性。而崇高（ 美） 便为刑法之内在美。
在康德的心中，夜间的星空和道德律令是两种最为崇高的事物 。 道德律令之所以成为最为崇高的
事物之一，乃是因为道德律令具有绝对的普遍的性质 ，她的威严能够引起人们的惊赞和尊敬即所谓“道
德感情”。康德在指出美与崇高的心理反应的区别时说： “美的愉快和崇高的愉快在种类上很不相同，
美直接引起有益于生命的感觉，所以和吸引力与游戏的想象很能契合 。 至于崇高感却是一种间接引起
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 ，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
所以崇高感作为一种情绪，在想象力的运用上不像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的，因此它和吸引力不相投，心
灵不是单纯地受到对象的吸引，而是更多地受到对象的推拒。崇高所产生的愉快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
［14］
快感，毋宁说是惊讶或崇敬，这可以叫作消极的快感。” 该论断似乎将美与崇高对立起来。 但崇高却
与美是相容的，即崇高也是一种美，即如有人指出： “美这个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美是指能

够引起人的美感的客观事物某种共同属性的本质概括 ； 狭义的美即优美，专指与崇高相对而言的一种美
［15］
的形态。” 那就是说，崇高是被包括在广义的美的范畴之中的。 于是，我们在这里便可使用崇高感一
词，并将之作为刑法内在美的最高表达 。
那么，如何从康德的论断中得出崇高感堪当刑法的内在美的最高表述呢 ？ 这里需要我们对康德在
诠释崇高时所说的“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和“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 ”实现理解上的
突破。有学者指出，“可以想见，当人摆脱动物状态，开始有关于事物和性的规范与禁忌之时 ，这些规范
一定是显得神秘、可怕、冷厉而威严。虽然在事实上，规范的产生是一个由量变而质变的漫长过程 ，但可
以推测的是，规则初成之时，人们对它是顶礼膜拜甚至恐惧万分的 ，这一因素一直包含在人类的心理中
［16］
延续到现在。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道德意识渐趋明朗，恐惧感就开始转化为崇高感” 。而崇高这种
道德情感“一方面不是快乐，相反，它还带着少量的痛苦，包含着强制性的不快，另一方面又因为看到那
个神圣的道德律令耸然高出于自己和自己的天然特性之上 ，产生一种惊叹赞羡的感情，同时由于能够强
制自己、抑制利己、自私、自爱、自负而屈从道德律令，就会感到‘自己也同样高出尘表 ’而有一种自
［17］
豪” 。可见，崇高这种道德情感能够使得个体在一种自豪的情绪中产生对自己行为的心理自律机制 ，
而这种自律是积极的和能动的。正如有学者说： “正由于法律来自普遍的公意，来自于先验的理性，是
高高耸立于尘世上的伟大建筑，所以当我们站立于法的面前时，便会产生严峻庄严之感，初而感到压抑，
继而由于理性自觉的力量洋溢而出 ，我们又会感到自身的优越： 我们并非蛮人，所以我们自觉地套上法
律这光荣的枷锁。主体力量在自豪里又被提升一层。这也正是崇高的感觉，一如我们在道德整体面前
［18］

所感到的那样。” 来自普遍公意的刑法必定是讲求正义的刑法 ，那么我们可以说，刑法正义将使得刑
法本身赋予公民个体以崇高感，而在此崇高感中，刑法规范对公民个体已经远远不是所谓的禁忌，而是
心悦诚服地推崇乃至信仰，从而酝酿成彻底的道德自律性。“崇高论 ”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说明着刑
法正义即刑法之善之意义所在： 在刑法正义所滋生出来的“崇高感 ”中，公民的道德自律性更是得到了
提炼和凝固，而犯罪意念在此道德自律性面前的“一触即溃 ”便是此“崇高感 ”或直接曰“刑法崇高感 ”
中的理性自觉力量的“洋溢迸发”，正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当公民获得对刑法的“崇高感 ”，则意
味着刑法的一切价值包括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和保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都得到了升华 。美本来是一种表
达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的关系范畴 ，当崇高感所表达的是公民个体对刑法规范的一种最佳主观感受 ，
或揭示的是公民个体对刑法规范之间主客关系的最佳境界 ，则崇高感不仅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最高的
美。于是，我们将这种美称为崇高之美。由于这种美是以刑法的价值即刑法之善作为底色 ，故作为刑法
内在美的这种美即崇高感不是刑法之善即刑法价值的直接借用 ，而是刑法之善即刑法价值的观念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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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刑法之崇高美与优美之区别 。在国内研究法的真善美的学者看来 ，优美和崇高都是法之美，
但两者存有区别，如其所言： “优美是人类较早发现也是最早在理论上得到阐明的美的类型，它反映着
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其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便是和谐。这种和谐，‘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优美对象内容与形
式的统一关系上’。而在崇高，是内容压倒形式。在优美，讲求的是秩序、对称、均衡、比例、调和、娇小、
光滑、柔软等； 而在崇高，则是失衡、粗糙、巨大、粗犷、模糊、朦胧、瘦硬、笨拙、阻滞等。 在前者是小桥流
水人家，在后者则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在前者是‘杏花春雨江南 ’，在后者则是‘骏马秋风冀
北’。在前者是朝发芙蓉，红桃白李； 在后者则是危岩千丈，怪石嶙峋。 在前者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在后者则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前者是围炉夜话，娓娓忘倦； 在后者则是夸父逐日，道竭而死。所以，优
［19］

美所带给人的美感与崇高给人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它给人以宁静、平和、愉悦、超然。” 从这番诗情画
意般的话语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优美与崇高存在着这样的区别 ： 优美是柔和之美，正如国外学者立普
斯所说： “我这里特地再说一下，凡不是猛烈地、粗暴地、强霸地，而是以柔和的力量侵袭我们，也许深入
得更深些，并抓住了我们内心的一切，便是‘优美 ’的。”也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 “美感的一个主要特
［20］

征，是一种温柔的喜悦； 我们看到，由伟大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觉的性质完全不是这样 。” 在优美之
中，让我们觉得优美的力量与其说是“侵袭 ”我们，倒不如说是“浸润 ”我们，因为那毕竟是“柔和的 ”力
量。而崇高是一种刚硬之美，他对我们感官的作用方式则是“猛烈地”、“粗暴地”乃至“强霸地 ”。 在笔
者看来，基于部门法的性质和地位，像民法这样的“私法”所具有的或许只是一种被称为优美的美 ，而像
刑法这样的“公法”在优美之外则还有一种美即崇高美 。那么，假如说刑法之中也存在着优美与崇高这
两种美，则笔者要提出的是： 刑法的优美存在于其形式之美或外在之美 ，而刑法的崇高美则存在于其内
在之美即价值之美。
刑法的优美只有和其外在或形式发生联系 ，或曰只有在刑法的外在美或形式美中去找寻刑法的优
美。刑法立法的语言要做到明易而要抹去情感色彩即“淡如菊 ”，刑法立法的篇章结构要像一座建筑物
那样合理而匀称等，都有着以柔和的力量来抓住我们内心感受的特质即优美的特质 。 刑法的崇高美只
有和刑法的内在或其价值发生联系 ，或曰刑法的崇高美只有在刑法的内在之美中去找寻 。 首先要交代
的一个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一个政治集团也是自私自利的，因为每一个政治集团不
过是作为其成员的有机结合体而已 。这样说来，正义并不是我们最本能或最初始的追求 ，而只是在我们
各自为了保住自身的正当利益而在历史的斟酌中不得已共同选定的价值观 。我们对正义所怀有的不仅
有“敬”，而且还有“畏”。刑法的正义价值即其正义之善犹如高山巍峨，万民特别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皆
得仰视。在仰视那巍峨之中，崇高美油然而生，因为此正义以其巍峨之势将万民特别是立法者和司法者
的自私和褊狭“猛烈地”、“粗暴地”乃至“强霸地”予以击碎和摒弃，而不像刑法的外在美即其优美那般
让人们“和颜悦色”地予以接受。
当美学界把优美说成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和谐统一 ，则暗示着崇高美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就不
是一种和谐统一，而是客体“大于”主体或客体“凌驾于”主体之上。于是，崇高美的境界似乎不如优美。
其实，崇高本身意味着人们在作出舍弃后而将共同选定的东西拱举在价值观的高处 ，这最终不是一种压
抑或压制而是一种超越，而当这种对自身的超越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变得自然 ，则其在骨子里所隐藏
的还是主体性的高境界实现。 在康德看来，“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里，而只能在我们的观念里寻
［21］
找”，即“真正的崇高只能在评判者心里寻找 ，不是在自然对象里 ” 。于是，康德的崇高论被作出这样
的解读： “人类在以精神力量战胜自然内部的原始冲动 ，战胜动物性的欲望时，就能产生一种自豪感，并
发出某种形而上的理性冲动和激情 ，把自己从其他造物分离出来，以宽容和友善的情怀俯瞰宇宙万物，
［22］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心意情调 ’或‘精神情调 ’。” 显然，当“当崇高来自于我们的心意情调或精神情
调。这种情调是超越感性的心意能力的升华，是人类对其他存在的优越感，是人类‘对自己使命的崇

敬’，人不仅能够战胜外部自然，而且能够战胜内部自然 ”。 那“也就是说，人是把自身的伟大力量投射
到外物上，人对外物引起崇高感觉时，恰恰是在崇拜自身的力量 ”。 因此，“康德认为，对崇高的鉴赏需
要比对美的欣赏更高的主体条件 ”。 那么，“崇高事物之所以能成为审美对象，在于它能引起人的自我
［23］
尊严感。崇高立基于人性的尊严和美之上，是人的道德情操的表现 ” 。 可见，崇高不仅是主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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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客体，而且是“凌驾于”客体之上，即具有更高的主体性，但其主体性的获得是经过一番艰难的价值
跋涉。这样看来，刑法的崇高美较其优美便显得更美 。国内有学者指出： “世界上最美的莫过于人格的
［24］
美。这种美所体现的就是人的内在的完满性 。” 当崇高美也是一种人格美，则必然有崇高美比优美更
美的结论。当然，崇高的主体性并非意味着崇高感完全脱离外物 ，而只是对外物的超越。正如国内有学
［25］
者指出： “在道德和法律整体显出其崇高的客体形象时 ，主体也展露其人格的崇高性。” 可见，脱离崇
高的客体形象，则主体的崇高性和崇高感是不存在的 。当刑法外呈优美而内具崇高美，则刑法便仿佛成

为一个外儒内刚之士。而刑法有史以来就应该是或至少从当今后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 。
三、刑法之美之意义
( 一) 刑法之美之于主体之意义
国内有学者说： “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所隐含的所谓无意识的隐秘秩序 ，有时也必须通过
［26］
美‘这扇清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 另有学者在论述法美学建立的意义时指出： “社会
主义法治的达成，决定于有无广泛的社会主体基础。 民众知法、爱法、尚法则法治兴，民众对法漠不关

心，憎法、厌法、避法则法治弛。所以，全民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实为法治的先决条件和精神根据。 完
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审美这条途径。法律中的美，使民众在欣赏的愉悦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甚至自觉不自
觉地趋近法、信仰法，把法这一客体主体化，内化为主体的新质，从而时时处处以法为则进行思考和行
为，严格地守法护法。通过法律实践，也逐步提高了民众美育素质，这实际上也是其人性的提高，主体性
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也随之得以提高 。法治的运行，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现代法律观
念的普通公民的支撑，公民法治观念的养成，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审美。 在美感的熏陶中，公民日迁善而
不自知，不觉间就走上了爱法尚法的道路，形成对法律的信仰，这对法治观念基础薄弱的我国尤为重
［27］
要。” 如果说法之美有着使民众在欣赏愉悦中的知法 、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则刑法之美的此种法治
意义便更大，因为刑法的“酷厉本性”本来就更难以让人们去“爱”和“尚”，而刑法所解决的社会问题较
民法等本来又显得更加重大。该学者又指出： “从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在弘扬主体性的同时，又
把主体性张扬到盲目的地步，所以在后现代理论中出现了主体性的衰落 。…… 法学在张扬主体性的队
伍中不是走在最前列的话，也应是急先锋之一，法学对人性的解放建功厥伟，亦对近现代人格的形塑出
力甚巨。相应地，法学也助长了主体的霸道，尤其是对个体人格的吹捧，几至于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此
张狂性的消解，审美与美学是一剂良药。美之为美，不仅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且强调个体与群体的
统一，不仅要有个体身心灵肉的和谐，而且也要有自我与他者的和谐。 要讲主客统一，就既要尊重主体
［28］

的主体性，又要尊重客体的客体性，天人和合，主客交通。” 由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即自由与秩序的关
系在刑法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故刑法之美在社会和谐的营造中将发挥出更加积极的意义 。 刑法之美之
于社会和谐的营造意义是对刑法之美之于法治意义的提升 ，是在同一个方向上说明着刑法之美之意义
所在。
需要补充的是，刑法之美还有“丰满人格”的意义。国内有学者指出： “哲学与关系的交融似乎是中
［29］
外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哲学美学化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那就是： 完满的人生需要有审美境界。” 从
“完满的人生需要有审美境界 ”中，我们可以悟出对事物的审美有丰满人格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
“现代主义在尊重科学理性的同时 ，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对理性的盲目崇拜，这必然造成对感性的压抑。
此点在法学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审美之维正可帮助我们从理性的过分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重新恢
［30］
复活泼的感性，建构丰满完善的现代人格。” 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美不仅也具有丰满人格的意义 ，而且
其所能“丰满”的人格首先是立法者、司法者乃至行刑者的人格，然后就是作为守法主体和司法对象的
广大民众的人格。也如该学者指出： “对于作为社会美的一部分的法律美的欣赏而言 ，当包含着更多的
［31］

理解或理性的因素。” 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美不仅包含着理解或理性的因素，而且其所包含的理解或
理性因素似乎较民法之美等更多 ，这是由刑法的“后盾之法”和“宽容之法”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 刑
法之美的“丰满人格”意义依然可以放到刑法之美之法治意义和社会和谐营造意义中加以解释 ，即前者
103

2013 年第 1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可为后者所包含。法是文化构体中最为僵化的一种 ，而艺术（ 美 ） 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
［32］
式，但是法的世界和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带来深刻影响 。这是拉德布鲁赫注意到
的一个矛盾现象。其实，如果我们即刑法者、司法者和行刑者能够在法包括刑法中铸入美，则这一矛盾
是可以消除的，即人类的“心性”是可以得到濡润乃至得到“丰满 ”的。 国内有学者说： “和善的问题一
［33］
样，美的最大难题在于： 美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虚体。美的虚体性通向形而上关怀。” 其言“形而
上关怀”和“丰满人格”是相通的。国内有学者指出： “从主体关系这样一个短语，我们又可看到法律主

体本身的人格之美。……要适应现代法治之需，要使法律真正得以有效运转，就必须拥有主体性人格的
公民。……正是在这种人性中的幽微灵妙和雄奇壮伟 ，使得法律主体能够给法律以道义上的担当 ，信仰
［34］

上的承诺； 倘无此人性人格的支撑，法律便无法顺利运作。”

由此，我们可以悟出： 刑法之美之丰满人
格之意义还是最终能够回过头来促进公民主体法意识的法治意义 ，或曰刑法之美之公民主体法意识之
法治意义将在刑法之美之丰满人格意义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强化 。
( 二) 刑法之美之于刑法本身之意义
［35］
国外有学者指出： “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 （ 完善的感性认识 ） ，而这完善就是美。”
在国内有学者看来，美是“通过主体的感觉器官来和现实建立关系 ，而它把握的对象也具有感性的形象

性与直觉性”。这些论断似乎意味着美只是对对象物的单方面的感受或“反映 ”，或只是机械地、被动地
“影射”对象物的美的性状而在对象物面前“无所作为”。但是，美是可以被用来塑造乃至再造被我们称
之为美的事物包括刑法自身，从而使得不美的事物变得美，或使已经美的事物变得更美。如国内有学者
说： “与日常的情感不同，审美情感需要经过超越性的反思和判断，因而具有更多的理性因素和社会色
［36］
彩。” 其言“超越性的反思和判断”便意味着对不足或缺陷作出弥补或完善 。 又如有学者说： “美学作
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性质看，其核心方法是哲学感性认识方法 ，主要包括观察、了解、分析、体

验、感悟、追问、对话、交流、解释等。显然，较形而上的理性思辨而言，这些方法属于较为典型的形而下
［37］
的运思模式。” 其言“形而下的运思”意味着美学的观念或思维可以塑变刑法的形象 。美学思维靠什
么来塑变刑法的形象？ “从感性认识（ 感受和情感） 切入，展开刑法学研究的美学进路，意旨通过直观的
认识来发现刑事法律内在的美的秩序 ，探求这种秩序形成的审美动因，并为刑法的构建提供某种可以参
［38］
照的美学标准和原则。” 这里的美学标准和原则便可以变成美学思维塑变刑法形象的依凭。 国内有
学者指出： “长期以来，刑法给人的印象常与刀把子、狰狞、打击、冷漠、法不容情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但

这不是刑法的现代形象，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形象不是刑法的本来面目 。现代意义的法治只不过是人类
关怀自己的一种方式，法治关怀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尊严和生存的关怀 。 对刑法文本和刑法形象进行审
美观照，就是旨在通过法律践行者的‘妙手仁心’和刑事法治旁观者的‘冲和静观 ’，秀出‘刚柔相济 ’的
［39］
现代刑法形象。” 其言审美观照对“刑法文本和刑法形象 ”的正面直接宣喻着刑法之美之于刑法本身
的意义，但要强调的是，审美观照对刑法本身的意义即对刑法正面形象的塑造不是只停留在静态的文本
上，而且或曰更是发生在刑法的动态运作之中 。陈兴良教授提出这样的主张，即“对刑法进行超法条的
［40］

思考，开创‘没有法条的刑法学’的研究范式 ” 。 那么，美学思维可以被看成是对刑法进行超法条思
考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考却可以通过改变法条的模样而给刑法以新的形象架构 。
［41］
美学被称为感性学、感觉学或知觉学科，而感性认识和情感经验的规律性是美学研究的中心 。
对感性认识，美学之父鲍姆加通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联结在一个最为和谐的整体之中 ，却往往

被视为完全相反的东西。感性认识不应被轻视，感性认识也能导出明确的理性原则 。他还进一步指出，
逻辑引导我们达到的完善是概念 、命题及互相联系的一致性，而感性所展示的完善是感性表象的明晰、
［42］

生动、丰满与主题的和谐 。那么，感性认识的如上作用即美学的作用。 而刑法之美的作用将体现为
使得刑法呈现一个“明晰”、“生动”、“丰满”与“和谐”的形象。这是刑法之美之于刑法本身意义的又一
视角。
国内有学者指出： “在法律文化中，法律的审美模式不像在一般文化结构中那样地位凸显、作用明
显，这是由这一领域文化主要是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 、判断善恶的价值标准的特点所决定的 ，但是，将审
［43］

美模式纳入视野，有助于对法律文化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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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有助于对法律文化的全面理解 ”可以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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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来理解刑法之美的意义所在，并且刑法之美的促进公民知法、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和“丰满人格 ”
的人格意义又可放到刑法之美“有助于对刑法文化的全面理解”中。而这里之所以说“全面理解 ”，是因
［44］
为毕竟“美感是感知、理解、意志、想象等多种心理过程以情感为中介的综合统一 ” 。

四、刑法之美之实质
美的本质是一个艰深的难题，就连柏拉图在生前都未得到答案，他只是用“美是难的 ”而将这一难
题留给后世。既然美的本质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则刑法之美的本质也便是一个艰深的难题。 但这里
还是要对此难题尝试着作出粗浅解答 ，因为这是刑法真善美问题必然要包含的内容。 答案的错误并不
影响问题本身的意义。从刑法之美之意义中，我们便可领悟刑法之美之本质。柏拉图曾指出： “先从人
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
形体，从两个美的形体到全体的美的形体 ； 再从美的形体到理想国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
［45］
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 ，彻悟美的本体。” 可见，
柏拉图明确提出制度之美这一概念 ，而刑法之美便是一种制度之美。但制度之美还未将刑法之美的本
［46］
质揭示出来。在实践美学看来，“美的规律，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规律 ” 。 而“无论自然美还
［47］
是社会美，都正是‘人化的自然’，这两种美都应该用马克思讲的‘自然的人化 ’来解释 ” 。 刑法之美

的本质便是刑法实践主体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乃至行刑者所代表的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富有美感的对象
化。刑法之美之本质可以从刑法之美之意义中得到闪现 。
五、刑法之美的刑法文化归结
国内有学者说： “我们拟将文化界定为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 ，历史积淀下来的、
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流变着的、普遍而恒常的集体性思维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模式和审美模式之
集合。换言之，文化是灌注和隐约于人的认识和实践中的集体性精神模式和精神指向 ，是真、善、美的统
一。思维模式，属于知识论范畴，其目标是求真； 价值模式，属于价值论范畴，目标是求善； 审美模式属于
美学范畴，目标是求美。其中思维模式是文化的框架； 价值模式是文化的灵魂； 审美模式是文化的‘化
境’，表征着人的终极关怀和圆满至境 。思维模式反映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结构，标志着文化力量、能量
的大小； 价值模式反映着人的生存意义，规定着文化结构的运作方向、指向； 审美模式反映着人对新事物
和未来的向往，呈现着文化丰盈、活泼的历史性美感评判尺度。但从基原性上考察，思维模式当为文化
［48］
结构的最高凝聚，它是整个文化的主体结构的设计者和创意者 。” 而“刑法文化、法律文化的‘化境 ’，
［49］
也当为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刑法、法律在求真、求善时也需要完美的形式” 。在笔者看来，在文化建

设的倡导中，法律文化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在相当程度上法律问题可以看成是社会问题的最终
“凝结”，从而社会文化会“汇聚性”地渗透到法律文化中来。 而在法律文化中，刑法文化又是极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这在根本上又是由刑法在法制体系中的“后盾之法 ”和“保障之法 ”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当“真、善、美三者的统一”是刑法文化的一种“化境”，则刑法之美的探讨便获得了刑法文化的提升或拔
高，从而刑法之美便融入为刑法文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并“升华 ”着同样作为刑法文化内容的刑
法之真和刑法之善。在倡导文化建设的当下，对于刑法真善美问题一直未予普遍重视的中国大陆刑法
学界应对刑法之美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是刑法之美问题的实际意义所决定和要求的。 刑法文化是
刑法知识和刑法学的最大包涵，而刑法之美则为其不可或缺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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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auty of Criminal Law
—A New Perspective of Culture of Criminal Law
Ma Rongchun
（ Law School of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9）
Abstract： Beauty of criminal law means the experience given by criminal law through its external appearance
and internal implication． Besides the division of external beauty and internal beauty，the division of gracefulness
and loftiness lies in beauty of criminal law． Gracefulness of criminal law directs to the appearance and form of
criminal law，while loftiness of criminal law is the highest express of internal beauty of criminal law． Beauty of
criminal law has not only the significance of legal ruling to make people to knowledge law，love law and advocate law and enrich personality but also the function of modeling frontally and directly the image of criminal
law itself． Beauty of criminal law is a kind of beauty of system，which constitutes a rather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culture of criminal law．
Key words： beauty of criminal law； significance of legal ruling； subjective significance； beauty of system； culture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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