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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
———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姜保忠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 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

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
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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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哈罗德 ·J． 伯尔曼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论述法律与宗教
的关系———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 本文即基于此种意义上的讨论 ） 。 法律信仰不是什么新
话题，尽管如此，法律信仰并没有成为法律人普遍的精神追求 ，一个典型的表现： 当前司法人员职务犯罪
频繁发生，法律正在失去其应有的权威性。反观国外，身为法官而犯罪者极为罕见。是什么原因导致中
外法官在职业伦理上的差异？ 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在面对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意识的西方法
治思想时要做出怎样的应对？ 所有这些在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一书中均可找到答案①。 但遗憾的
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法律与信仰的关系 ，并没有完全读懂伯尔曼的良苦用心 。
一、法律与宗教的涵义
提及宗教，
首先想到的是迷信，
但这样的“宗教”只是“狂信”，倘若在此意义上讨论“宗教”，则失去了
法律与宗教的关联和深入研究的必要，
这正是伯尔曼所要批驳的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二元思维模式”。
“二元思维模式”体现在对法律和宗教定义的褊狭上： “法律被认为是政治机构为控制和调整社会行为而制
［1］
”
宗教则被认为是关乎上帝、
灵魂拯救以及人格道德的个人信仰。
针对当前法律与宗教普遍分
定的规则，

以及将法律与宗教间的关联过于简单化的境况，
伯尔曼重新界定了法律和宗教的涵义。
离，
( 一) 法律的涵义
主流观点认为，法律是一套世俗、理性和带有功利性的制度，是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治理的一套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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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过去十年的法律译著当中，《法律与宗教》是读者最众和被引用最多的一种。该书与《法律与革命》一起奠定了伯尔
曼当代法学巨擘的地位。《法律与宗教》一书的重要价值受到中西方学术界的一致肯定，“这是一本头等重要的著作，每个法律家都应该
①

研读它……该著文理清晰、结构严谨，堪称学术极品”。参见何勤华主编： 《二十世纪百位法律家》，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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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其作为贯彻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法律与人的情感、信念和终极价值思考无关，法律不
具有神圣性，只是人们立法、裁判和执法的活动。 霍姆斯大法官即宣称： “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
［2］

测，而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所说的法律。” 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卢埃林和弗兰克则将法的不确定性
推向了极致。卢埃林将法律解释为法官解决争端的行为： “那些负责法律事务的人们 …… 所做的有关
［3］
争端的事，就是法律本身。” 弗兰克则指出，法官的生理或者情绪状态有时会对案件审理有显著的影
响： “从我个人作为初审法官的经验来看 ，我可以证明，一个初审法官因为中午吃得太多，在下午开庭时
［4］

可能昏昏欲睡，以至于他可能没有听到证词中的某个重要内容 ，并且可能在判决案件时疏忽它。”
针对法律的不确定性甚嚣尘上、法律的权威性丧失殆尽的现状，伯尔曼产生“厄运将至 ”的预感，认
为这将导致维系社会存在的价值体系的解体 ，无助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我们的全部文化
似乎正面临一种精神崩溃的可能 。这种业已临近崩溃之意者的主要征兆，乃是对于法律信仰的严重丧
［5］
失———不仅遵守法律的民众如此，立法者和司法者亦如此。” 为树立法律的神圣地位，伯尔曼指出，首
先，法律不仅仅是制定好的规则，而是活生生的社会过程。“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

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 它是分配权利和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 生 生 的 程
［6］
序。” 法律的社会性特征意味着法律由一个个有血有肉 、富有理性和意志、具有情感与信仰的人参与
完成，在此过程中必然加入了个人对生活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思考 。
其次，法律不仅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人们的心理现象。法律所确立并为之孜孜以求的各种观念，
包括社会秩序观念、正义观念、权利和义务观念等等，不仅仅是社会的公共规则体系，同时是每一社会成
员的内心感受。这些感受增强了人们对法律的信赖程度 ，帮助人们树立为法律献身的勇气 、对未来的憧
憬和自豪感，激励人们为实现法治的目标而努力 。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因为正是这种对法律的情感和公
正价值的向往，促使鲁道夫·冯·耶林发出“为权利而斗争”的抗争和呐喊： “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
［7］

即主张权利。若无权利，人将归于家畜。” 同样是对法律的情感和信仰使得苏格拉底放弃逃生慷慨就
义带有殉道者的悲壮： “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这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头
［8］

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我坚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 二) 宗教的涵义

对多数宗教派别而言，其所应具有的社会性正逐渐失去，慢慢退回私人生活中去，信徒追求灵命的
成长和生活的圣洁，对于世俗的法律一般持排斥态度。 伯尔曼将此种现象称之为宗教信仰的幻灭 ：
“……它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于基本的宗教价值和法律价值的信任 ，意味着对使生活变得有
意义的超验实体的信仰和委身意识逐渐消失 ，以及，对于带来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的任何一种结构和程
序的信赖和归属感的式微。对于过去维系着我们的那些价值实体的怀疑令我们痛苦不安 ，我们开始面
［9］

对毁灭的前景。”

为避免将宗教仅仅视为一种与自然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制度 ，伯尔曼首先指明了宗教所具有的社
会性，即宗教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或心理现象 ，还应将其看作社会现象，宗教其实关涉社会对于超验价
值的集体关切，“宗教不仅仅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
［10］
切———它是一种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现身 ” 。其次，为统一不同意识形态对待宗教的态度 ，伯
尔曼坚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一词，即在信仰对象上避开“神”或“诸神”的表述，把这样一些
信仰和实践都视为宗教———将传统宗教中人们献给上帝或众神的那种奉献和权力赋予任何人 、任何事
物或者力量———不管他们是不是被明白认为是神圣的 。伯尔曼举例说，当苏联儿童说“列宁过去、现在
和将来永远活着”时就是宗教信仰。可见，在伯尔曼那里，“宗教”基本上可与“信仰”划等号。
二、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伯尔曼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法律的宗教性 ，即在人类所有文化领域都存在法律和宗教 （ 信仰 ） 的
相互作用。人类不得不面对充满未知的将来 ，因此需要超越自身生活状态的信仰作为其精神动力 ，否则
社会将式微和衰朽，陷入永劫不复； 同时，社会生活遍布矛盾和冲突，人类需要法律制度以维持其秩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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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社会将解体并分崩离析，事实情况是，人类生活的一切都是宗教，一切又都是法律。 伯尔曼详细论
述了法律与宗教所共同具有的要素 ：
( 一) 仪式
几乎所有宗教都设立了某种仪式要求信徒遵行 ，以基督教为例，主要的仪式有洗礼 （ 表明人借着信
基督而得新生命） 和圣餐礼（ 为纪念最后的晚餐而设立，门徒聚集在一起吃饼喝杯，饼和杯象征耶稣的
身体） ； 门徒聚会时共同宣告“使徒信经”； 每年要守固定的节期，如逾越节（ 纪念神保全祖先的生命 ） 、无
酵节（ 纪念祖先逃离埃及） 、安息日 （ 纪念神创造天地的伟大 ） 等等。 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的仪
式，保留到今天的譬如法官的袍服、法庭的布置、庭审和宣判的程式，以及证人作证前被要求手按圣经宣
誓等等，所有这些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西方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概念和价值都有其 11 和
12 世纪的宗教仪式、圣礼以及学说方面的渊源，反映着对于死亡、罪、惩罚、宽恕和拯救的态度，以及关
［11］
于神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设想。” 法律仪式绝非只具有表演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
对法律的情感和信仰，这些仪式一旦被终止或遭戏谑，法律的生命力便丧失殆尽。

( 二) 传统和权威
宗教对人心理产生的强大影响源自其传统和权威 ，宗教的权威来自对敬拜对象深深的敬畏，“我耶
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
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申命记》5： 9—10） 。宗教的传统表现为信仰穿越时空的限制 ，代表人们对人生
目的和终极价值的思考。同样，世界各国的法律无不表现出历史的延续性 ，是对各国政治、文化等传统
［12］

的继承，甚至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风俗等因素也对法律产生影响 。 萨维尼将法律看作“民族的共
［13］
同意识”，认为法律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即“民族精神 ”决定的 。 法律的权威表现为对一致性 （ 同样
情况同样处理） 的追求。可见，法律与宗教分享同样的“秉承”观念、同样的尊崇、同样的“必得服从 ”，法
律一旦失去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则变成“一枝过于孱弱的芦苇”，无法承受加于其上的使命。
( 三) 普遍性
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法律所固有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与宗教对人的劝勉和训诫不谋而合。 以
著名的“摩西十诫”为例，其后六诫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
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这些教条在所有社会中均有体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的法律能容忍杀人、奸淫等现象的存在。实际上，圣经对人的要求比法律更高，因为法律只规范人的行
为，圣经规范人的动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法律的普遍性不仅要求从理智上认可道德规范 ，
而且要求将其视为终生的信仰，“正是靠了宗教激情、信仰的一跃，我们才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了
［14］
普遍性” 。
伯尔曼通过对法律和宗教共同要素的分析 ，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法律和宗教构成了社会经
验的两个向度，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同时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宗教信仰。“没有宗教的法律
［15］

会退化成机械的法条主义； 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 。” 其次，法律与宗教相互渗透，彼
此促进。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性，宗教则保证法律具有神圣性，一旦法律与宗教相分离，“法律很容易
［16］
退化成僵死的信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 。伯尔曼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法律与宗教相互融合的整体
价值观，“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乃是一个综合的时代。 借由将法律与宗教的价值融合于一体的各种友
［17］
爱团体的经验，旧的二元论的死亡将换来新生” 。

三、法律信仰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法律与宗教（ 信仰） 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对现代司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今日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
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者宗教的过度法律化； 不是它们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毋宁说是它们过于分
［18］

裂破碎的危机。” 伯尔曼所告诫的法律与信仰彼此脱离的危机在我国同样存在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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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频发、法律权威性日渐丧失的现状，提醒我们重塑司法人员的法律信仰尤为紧
迫。在这方面，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
( 一) 保持司法忧患意识
通读《法律与宗教》，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表露出的“忧患意识 ”，即对西方社会中法律与宗教彼
此分离的担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感 。当作为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法律与宗教———之间联系的
纽带断裂的时候，社会便陷于混乱，全部人类文化有面临精神崩溃的可能。“现存的制度结构和程序失
却其神圣性，反过来，社会建基其上的神圣价值被视为纯粹的伪善 。 最终，这种混乱状况可能让位于主
［19］
张彻底社会变革的广泛要求。这正是 …… 美国 （ 不仅是美国 ） 所处的境况。” 伯尔曼指出，通向未来
之路的希望在于“综合的新时代”，即克服法律与宗教截然分离的二元论 ，走向二者彼此融合的整体性，
从而“超越法律，超越宗教”，使法律和宗教获得新生、再生。“无论在哪里，综合———二元论的克服———
［20］
都是开启新时代思维的钥匙； 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 。”
伯尔曼的整体性（ 综合性） 法学观对现代司法最大的借鉴，就是告诫我们———司法过程必须有法律

信仰相伴，否则司法将失去方向和权威。 我国正在经历伯尔曼所谓的法律信仰危机期，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国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频繁发生且有愈演愈烈趋势 ： 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贪腐轰然倒台，到广
东、广西、辽宁、海南、宁夏等数个高级法院院长锒铛入狱 ，再到沈阳、深圳、武汉、阜阳、青岛等十几个中
级法院的腐败窝案，特别是肩负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 ，近年却曝出江西、天津、湖南、重庆、河南等地
检察机关主要领导被判以重刑，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司法系统，本应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却沦为腐败
犯罪的重灾区； 法官，受人尊崇的“法律帝国的王侯 ”，已成为高危犯罪群体； 检察官，法律的监督者，却
2008 年全
成为亟待监督的对象。官方公布的数据更能说明事态的严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
国各级法院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 712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 105 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2008 年检察机关共查处 13000 多人贿赂犯罪，其中司法机关 2620 人，占全国贿赂犯罪的 1 /5； 而这 2620
［21］
。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数字表明 ，法律信仰正从司法人员
人中，法官占了 32%
的职业伦理中快速隐退，法律正沦为任意操作和谋取私利的工具 。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是“要命的 ”，因为不公正的裁判与犯罪乃是“源与流 ”的关
系，“一次不公的（ 司法） 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
［22］
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如果崩溃的话，社会的正义和诚信将
荡然无存，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信仰危机 ，更遑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了。现代社会中法律和信仰相互
［23］
依存、同生共栖，“正义是神圣的，否则就不是正义的。神圣是正义的，否则就不是神圣的 ” 。 在此目
标之下，保持司法忧患意识，巩固司法人员的法律信仰，对法制建设至关重要。“除非人们信赖法律，除
非他们赋予法律以普遍和终极的意义 ，除非他们依据一种超验真理来看待和判定法律 …… 法律将形同
［24］
虚设，它将是‘死法’” 。
( 二) 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

西方的法律思想浸渍了基督教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审判制度建立在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
的法律文化基础之上。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指出： “西方宪法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
［25］
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之中。” 可以说，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价值观都建立在对上
帝的崇拜和敬畏之上，典型的例子是： 证人在作证之前被要求手按圣经宣誓“不作伪证 ”； 历任美国总统

都要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演说仪式上最常用的一句话是“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内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审判”，据统计整部《圣经 》中“审判 ”一词共
出现了 242 次（ 以下引用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圣经》） 。我国一位著名的诉讼法学家指出： 《圣经 》本
［26］
身就是“一部刑事诉讼法教科书 ”，整本《圣经 》就是“审判 ”，是神对人的审判 。《圣经 》中记载了一
个有关审判的故事： 有人把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 ，让耶稣治她的罪。当耶稣说出“你们
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之后，“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该故事的结局有两层含义： 第一，认同上帝是一位法官。“相信上帝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基督将降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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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为一位法官，这种信仰对于东西方教会的法律价值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这种观念对法治而
言意义重大，因为对上帝的敬拜、对审判的信仰把法官的地位神圣化了 ，法官的权能乃是来自神灵的启
示，因此法官必须具有神的品格。第二，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审判过程同时是对审判者道德水准的
拷问，审判者本身必须是洁净无罪的，否则没有资格审判别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
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真正的审判者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 “设立律法和
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树立“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 ”观念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一名对一个人进行审判的法
官，应当将自己置于被审判人的位置上 ，以便觉察他所了解的情况和通过巧妙地提问，从被审者那里获
［28］

悉他本想隐瞒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 这一观念对西方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虔诚的基督
［29］
徒法官丹宁勋爵把他的法律哲学概括为三条 ： “（ 1） 实现公正； （ 2） 法律下的自由； （ 3） 相信上帝。” 西
方国家身为法官而犯罪者极为罕见 ，据统计，德国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罪，美国自建国
以来总共只有 9 名联邦法官受到弹劾，其中只有 4 人最后被参议院判定有罪。在西方法官的意识之中，
法律是上帝所颁布的，法官是为上帝工作，法官在审判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接受上帝的审判。“你这人
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整个世界最终的审
判者是上帝，“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 正是法官内心对造物主深深的敬畏保证了审
判的公义，“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 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强调“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的理由之一，就是要提醒法官必须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每时
每刻都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如此才能保证审判的公正廉洁。正如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 》中所言： “有
［30］

三点不要忘记，人就不会陷入罪恶之中———有眼在看，有耳在听，你的一切行为都记录在案。” 思想家
康德曾说：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
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 ”
观念也与我国儒家文化中推崇的“慎独 ”品格不谋而合。“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
［31］

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刘少奇同志将“慎
独”作为共产党人必备的道德修养：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 …… 即使在他
［32］
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当前我国实
践中出现的法官职务犯罪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法官放弃了对法律的信仰和对职业道德的坚守 ，导致司法

过程缺乏有力的精神力量作为约束 。
信仰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最可悲、最可怕的民族。孔子
［33］
在回答学生“问政”时仅用了八个字： “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可见信仰在儒家思想中所处的地位 。
马克思指出，法律信仰构成法官职业伦理的最高境界，“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
［34］
上司” 。孟德斯鸠在论述信仰宗教对君主的用处时说道： “一个完全不信仰宗教的君主，就好比是一
只可怕的动物……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 ，君主就像狂奔无羁、汗沫飞溅的
［35］
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 。” 孟德斯鸠这番话虽是对古代君主说的，但对今天的司法人
员同样适用。法官手中的审判权同样需要法律信仰这条“缰绳 ”加以约束，否则，失去法律信仰的法官
迟早会变成一匹“狂奔无羁的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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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n of Law and the Law of Religion
—Berman’s Concept on Law and Religion and It’s Reference to Modern Justice
Jiang Baozhong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A perfect society must has perfect law and perfect religion． The connot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should be explored on broadest sense in modern society． Law and religion constitute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experience，with both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Law and religion have common elements，thus laws have to be
believed in，otherwise it will be nominal． Establishing the law faith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justice．
Key words： law； faith； religio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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