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共同体 ?小共同体 ?
———评秦晖的“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市民社会”

任志安　林国荣

　　Abstract:Just as Professor Qin Hui pointed out that , in tradi tional China , the state

had been coming into being as the supreme value ,how ever , the clannish ethical principles

implied within Confucianism had all the time been the fundamental const ructing material

for public sphere.The nationalistic appeal implied in this communitarian ethic w hich had

been originated f rom the rationalization of nationalistic historical narration had rendered

the universal and transcendent appeal inherent in natural law tradition obsolete.Failing

of protection of this transcendent value , liberty ,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right , etc.,

would be doomed ineffective by assorted secular values.Therefo re , the ethic of “Big”

communi ty and “Small” community is necessarily challenge confronted by the develop-

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oday.

本评论是针对秦晖教授的一次讲座而写的。讲座的主题为:大共同体本位与中国传统社

会。秦晖这次讲座的文本依据是他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 ,题为:《“大共同体本

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以下简称“奏文”)。根据我个人的理解 ,秦文所谓的“大共同体”指称的

是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共同体 ,而非人们谈及中国传统伦理时通常所指的家族这一小共同

体。在近现代 ,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价值诉求则在救亡意识的驱使下 ,以国家主义的面相传

承至今。

秦晖在讲座中透露了这样一种思想主旨 ,即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国家

价值诉求 ,这一价值诉求在近代社会转型期以国家主义的面相出现 ,国家主义使得人们在思考

和行动时往往不自觉地以国家为最高价值 ,从而取消以公民个体性为价值根基的现代市民社

会生长的可能性 。这一见解是极富见地的。在传统中国 ,国家一直或彰或隐地作为最高价值

存在着。尽管有道统和政统的区分 ,而所谓的道统只是政统的辅助性工具 ,以促进政统的调节

和改良 ,这与西方的自然法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自然法以抽象的自然理则为价值依归 ,这

种自然理则是超越于民族-国家世俗政体之上 ,代表着一种超越价值。这一超越价值来自一

个超验世界 ,它或者是柏拉图的绝对理念 ,或者是基督教的神性的绝对存在 。它是与俗世绝然

分离的另一世界 。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超验世界 ,虽然道德 、伦理和法律

的根据被托附在道 、天 、理等具有本体意味的存在之上 ,但天 、道并不意味着超验的 、与俗世绝

然分离的另一世界。天道 、人伦其实是融构于一体的。这种一体关系可以追溯至周制政教伦

理中“以德配天”的原始观念。在随后历代儒教伦理的民族性累积中 ,以“天人合一”的完整形

态传承下来。韦伯敏锐地看出:古希腊 、罗马(尤其是斯多亚学派)以及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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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根源于哲学或宗教上的基本预设与俗世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从价值的观点将超感世界

和感官世界分别看作神的完美和尘世的卑贱 ,这种使两个世界作如此分离的世界观是构成正

统希腊时期 、希腊化时代以及基督教时代整个哲学 ———宗教运动发展的共同基础 ,这种观点实

际上毕达哥拉斯已经提出 ,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予以坚持 ,而在柏拉图形而上学中得到最有力的

详尽阐述 ,正是这后一体系形成了对于古代的宗教发展的支配性核心。此种意义上的自然法

在儒教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因为这种紧张是为儒教所不知的 。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 ,

是俗世内部的俗人道德 ,它所要求的是对已有宗法伦理 、习俗的适应 ,“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

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 。”(韦伯 , 1997)因此 ,超越价值维度的缺失使得

“国”这一世俗政治体以儒家民族性伦理资源为支撑 ,成为最高的价值诉求。中国传统中所固

有的这种民族-国家诉求是深厚的 ,即使在反传统最甚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 ,虽然取消

了传统的儒家“小共同体”型的家庭伦理 ,但始终却未能消解这种民族 —国家价值诉求 ,它反而

以国家主义的形态支配了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五四运动虽直承新文化运动 ,但是其直接导

因却是巴黎和会上在民族共同体国际生存比较中 ,中国所处的不利局面。民族焦虑和紧迫感 ,

使缺乏个人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继学生运动之后投入寻求迅速 、彻底解决富强问题的道

路 ,而这一问题正是严复所明确地摆在人们面前的 。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支配下 ,杜威 、罗素等

当代大哲被请来宣讲他们的学说 ,但听者在救亡意识的驱使下需要他们为中国的改造提供直

接了当的药方。人们对那些看来旷日持久的改造理论已失去了耐心 。在那场著名的“问题”与

“主义”之争中 ,胡适呼吁用实验主义的态度一点一滴地求得进步 。而社会主义者相信根本改

造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为“一揽子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李大钊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

赤旗的世界 !至此 ,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超国家诉求已逐渐为民族-国家的救亡诉求所取

代 ,越来越多的人在强国意识支配下依靠自己服膺的主义开始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五四运动

本为一场民间运动 ,多种民间力量组成各种团体表述自己的意愿 ,在众声喧哗中初步形成了狭

小的市民社会空间 ,然而随着对政治斗争的直接介入 ,这些力量也由非政治的民间性力量转化

为政治性的力量 ,从而为国家主义吸纳和同化 ,市民社会空间随之消解。救亡的口号获得了全

国性的广泛响应 ,独立思考的知识人已属罕见 ,代之而起的是借用自西方的各式各样的“主义”

狂潮 ,诸如无政府主义 、工读主义 、民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主义”就其本身义理而言大

异其趣 ,但在根本性的一点上是共通的 ,即都试图以一种急进的 、情绪化的方式为中国在不利

的国际生存环境中提供一套一次性的强国方案 ,人们的心态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担华夏之道

的心态并无二致 ,其最终的价值诉求落定在民族-国家之上 ,仅举一例即可突显当时人们心绪

之激奋 ,著名的少年中国会在动荡的“主义”狂潮中走向不可避免的分裂 ,以不同的路径切入政

治斗争 ,会员邓中夏紧握着左舜生的手动情地说:“好吧 ,让我们在战场上再见!”正是少年中国

学会的一个分支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托克维尔在其天才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论及法学家精神

时 ,有如下陈述:“500多年以来 ,法学家在欧洲一直参与政界的各种运动 。他们时而被政权用

作工具 ,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 ,在中世纪 ,他们为王权的扩大效犬马之劳;从那以后 ,他

们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限制这个权力。在英国 ,他们同贵族成了亲密联盟 。在法国 ,他们以贵

族的最危险的敌人的面目出现” 。那么 ,法学家是不是被偶然的和暂时冲动左右过呢 ?”托克维

尔提供的答案是:“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 ,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 ,对观念之间的

有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这一切 ,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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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 ,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 ,生性喜欢按部就

班 ,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 ,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 ,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

法学家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 ,而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则是权威 。另外 ,也不应当忘记 ,

即使法学家重视自由 ,他们一般也把法治置于自由之上” 。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法学家精神

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 ,但已逐渐走出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 ,深入到最低阶层 ,使全体

人民沾染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好。 ……(它)在暗中推动社会 ,默默地影响社会 ,最后按自

己的意愿塑造社会”(托克维尔 ,1997)。今天 ,罗尔斯所称谓的公共理性和交叉共识主要地正

是导源于这种法学家精神 。显然 ,法学家对规范有一种本能偏爱 ,他们是冷静和理智反思的代

表者 ,这使他们与激情和亢奋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 。因此 ,在强烈国家主义支配下的激情和斗

争中 ,法学家精神是无法想象的 。而法学家精神及其支撑下的法律和法治传统在现代市民社

会的成长和维系中负有基本和首要的使命。

更为根本的是:西方语境中的法律及法治传统的形成全赖一个超越价值维度的存在 。正

如爱德华·考文所言:“美国人对其宪法的尊崇经常到了偶象崇拜的地步 ,这可以根据许多不同

的理由予以解释 。 ……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 ,将此归于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 ———

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它 ,是不完美的人最为完美地复制了布莱克斯通所至尊为`区分善恶

的 、永恒不变的法' ,这种法连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 ,而且只要这

种法有必要来指导人类行为 ,那么造物主就使人类理性能够发现它 。几乎从宪法提交制宪会

议讨论的那一天起 ,这种信念就对美国宪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考文 ,1998)。这种对具有普

遍性担当 、不沾染俗世偏见的超越价值的信奉和追求 ,一直是西方思想 ,尤其是法律思想的一

条轴线。苏格拉底对于每一事物都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 ,究其一生都在追问正义“是什

么”直至为此付出生命。柏拉图更是对“理念”的天国坚信不疑 ,他认为:一个有修养的哲学家

真正想做的事情是独自到理念天国中去放牧 ,若要使他担起国家的任务 ,就相当于要求他回到

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的山洞中去一样。虽然出于对城邦培养的报答之心 ,这并没什么不可 ,但

哲学活动本身则仅仅是只关注哲学本身 ,是纯粹的一种爱智行为 。对此 ,列奥·施特劳斯写道:

“ ……事物的正则现在已不再为权威所佑护 ,它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追问的对象。原始的善与祖

法伦理的同一为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分所取代;对第一事物或正则的追问即是对善的追问 ,这

种善迥异于祖法伦理 。它将最终成为对基于自然的善的追问而与仅仅基于习俗的善判然有

别”(Leo-Strauss , 1993)。在此 ,自然与习俗以对抗的格式出现 ,习俗是城邦世俗生活伦理准则

的习惯性衍生物 ,而自然则超越城邦 ,代表一种超越价值的普遍性诉求。继之而起的斯多亚学

派同样对自然理则即 Logos的存在坚信不移。西塞罗阐述其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是:真正的法

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理性 ,这一陈述正式从学理上开启了西方传承至今仍生生不息的自然法

传统 ,自然法高于实证法 ,实证法不得违背自然法 。以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更加

确定了神法 、永恒法及自然法对于人为法的优先地位 ,它在制度层面体现为:教权与王权的对

抗以及教会法对于世俗法所具有的先在权和指导地位。教权与王权之间所发生的关于“两把

剑”的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冲突 ,人们只是作为关于过去的历史事件重新提起。在近现代 ,

这些已发生过的情形所提示的原则也适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冲突 ,不同之处在于:教士是为

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教规辩护 ,往往出现的情况是:良心可能被当作上帝在内心的呼声 ,而求

助于外部的教义会使这种呼声增强 。上帝退隐之后 ,良心更多地涵有主观的成分 ,也有各种各

样的不同解释。当个人主义的时代到来时 ,它就成为对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确定性看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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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基础 ,自然法也从中世纪走入近现代 ,经历了一个由对上帝创造的理性秩序的遵从到对个

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的平行发展过程。这对西方的宪政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H.J.伯尔曼

这样写道:“从 12到 16世纪 ,教会法院与王室法院抗争之根由在于限制各方的司法管辖权 ,教

皇和国王均未完全赢得任何臣民的完全效忠 。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是为这样一个原则而

死的 ,即王室的司法管辖权不能不受限制 ,而且世俗权威不能自行决定其应有的界限 。三个半

世纪以来 ,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前往坎特伯雷 ,纪念这个人物的坚贞 ,赞成他抵抗王权

的信念”(伯尔曼 ,1993)。从贝克特主教所为之献身的事业中体现出这样一种传承至今的信

念:如果国家确立的法律界线与一种更高级的法律相冲突 ,那么 ,就有一种去违抗它们的权利

和义务。这一信念 ,如上文所述 ,乃是西方宪政传统的根之所系 。

降至近代 ,以霍布斯 、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理论家则设定了一个原初的自然状态 ,作为自

然法理论体系演绎的基点 ,以此推定人的自由 、生命和财产权利的不可侵夺性 ,成为现代个人

主义宪政思想的根基 。这种超越国家之上的价值诉求使得世俗政治体无法成为法律的价值基

础 ,并催生了人们对之的不信任态度。在古希腊 ,有苏格拉底的舍生取义 ,在中世纪有教权与

王权的斗争 ,到近代则为信仰自由 、思想自由展开了针对王权的社会性抗争运动 ,如宪章运动

等等。总之 ,以超越价值为根基的法律至高无上 ,而国家即使强大如霍布斯的“利维坦” ,也只

具有工具性的意涵 ,它不能损及而只能服务于人们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

有趣的是 ,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列奥·施特劳斯语)的国家 ,自然法传统被

消解 ,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命令顺理成章地成为法律的最高源泉 ,希特勒恰好在这个国家施行自

己的纳粹统治。H.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对二者之间必然性关联作了有力论证 。

的确 ,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一旦取代自然法传统的超越价值成为法律的最高源泉 ,个

体将无法对抗以法律名义出现的暴政。施特劳斯从苏格拉底的追问中看出了超越价值的诞

生 ,而海德格尔却从中看出了对“存在”的遗忘和遮蔽 ,施密特与海德格尔分享着同一理念 ,即

以德意志的民族神话来对抗西欧的自由主义宪政 ,这在根本上乃是一场源于民族与自然之间

的对抗 。现在 ,在重新反思卡尔·施密特(此人被称为纳粹的皇冠法学家)的法律思想时 ,更加

确证了上述观念 ,即:自然法的消解中会使国家成为目的 ,而法律沦为工具。中国清末新政以

来的法律建构史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所谓的法律 、宪政只是救亡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五四运动中 ,在国家主义之下沦为工具的不仅仅是法律 ,值得提及的至少还有民主这一超

越价值本身。在救国心态驱使下 ,人们对民主也反客为主 ,作了国家主义的偏解 。在这一解读

中 ,关键之处并非像一般的观点认为的那样 ,国人接纳了卢梭式的人民民主观 ,而忽略了洛克

式自由民主观。事实上 ,对卢梭“公意”理论的解读存在二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一条确如一般

认为的那样 ,侧重作为人民集合之抽象总体的权力 ,而不是作为每一个具体个人的人民的权

利。另一条则是由卢梭至康德 ,经由康德降至当代罗尔斯的思想路向。如果说在卢梭的“公

意”中确有某种实质性诉求的话(比如他宣称:如果某某人不自由 ,那么我们将迫使他自由 ,主

权即是公意的运用等等),那么在康德 ,形式的伦理原则无疑将这种实质性的模糊存在取消 ,而

成为道德律令的纯粹载体 。罗尔斯将康德的伦理原则由道德领域化入政治领域 ,至此 ,导源于

卢梭的“公意”与交叉共识和公共理性取得了自然的和解和融构。事实上 ,即使在卢梭那里 ,

“公意”的产生过程如下:“如果当人们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 ,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

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 ,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卢梭 ,1996)。

显然 ,经由这一过程产生的“公意”与罗尔斯所谓的经由自由 、理性公共讨论而成就的交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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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二致。卢梭之所以反对代议制 ,主张直接民主 ,其解释如下:“但是当形成了派别时 ,形成

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体时 ,每一个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 ,而对国家

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最后 ,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 ,以致于超过了其它一切集

团的时候 ,那么结果就不再有许多的分歧的总和 ,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 ,就不再有公

意 ,而占优势的意见便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因此 ,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 ,最重要的是国家

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 ,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卢梭 , 1996)。显然 ,中间团体 、

派别的取消是为了去除个人的团体性偏见 ,使之参与公共讨论禀有自由和理性 。问题的关键

之处显然在于:意志是自由的 ,而在群体生活当中如何将这种自由意志恰当地表达出来 ,使之

制度化和形式化 。罗尔斯在其论述“community”一节中也同样强调:我们首先是人 ,而后才是

某个群体的成员 。同时 ,卢梭在随后“论人民”的章节中 ,对人民作为一个总体具有的秉性有着

深刻的洞见 ,因而保持着高度的不信任和警惕 , “一般说来 ,一个被长期的奴役及其所伴随的罪

恶而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民族 ,会同时丧失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幸福的情操的;他们只

是想象环境不可能更好而聊以自慰;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没有任何真正的联合……他们再没有

什么可丧失的 ,他们也再没有什么能获得的 ,由于受了奴隶制的蒙蔽 ,所以他们看不起他们所

不能认识的那些财富”(卢梭 ,1996)。“当风俗一旦确立 ,偏见一旦生根 ,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

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 ,人民甚至于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要消灭缺点而碰一碰自己的缺点 ,正像

愚蠢而胆小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要发抖一样”(卢梭 , 1996)。另外 ,卢梭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

的那样与权力分立制衡原则决然分裂 ,在“论主权之不可分割 、转让”一节中 ,他写道:“权力可

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卢梭 , 1996)。很明显 ,所谓的不可分割 、不可转让主要是注重

意志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根基问题 ,而少有具体制度操作层面上的旨趣。总之 ,对卢梭民主观

的解读有两个不同路向 ,即法国大革命激情式解读 ,以人民总体权力为旨归;和康德 ———罗尔

斯式的冷静 、理智式解读 ,它与自由民主的个体权利诉求融为一体。五四运动中 ,在强烈的国

家认同感支配下 ,选择前者成为想当然的事:“公意”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展现的总体性诉求的强

大力度无疑迎合了当时人们救亡图强的急切心态。上面已指出 ,对于自由理性的冷静讨论人

们早已不耐心了 ,他们需要的是“一揽子解决”的救国良方。这种国家主义的情境定位 ,使得晚

清以来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将宪法 、民权 、法治等作了工具主义的解释 。无论宪

法 、民权还是法治不过是实现国家强大和民族独立的手段 ,它们本身不具有值得尊崇和信仰的

价值 。更何况它们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操作工具 ,与我们的情感认知 、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没

有任何关系。因此 ,宪法不可能确立神圣不可侵犯的`高级法' 尊严 ,任何统治者皆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志随意变更宪法和法律 。总之 ,正如秦晖认为的那样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由

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国家主义诉求使得如何重建国家权威如何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一直是人

们探讨和关注的核心问题 。直到今天 ,当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立法运动以实现以法治国时 ,依然

是在借用现代化的名义力图将国家权力渗透到民意社会。最终与此相伴的现象是:人们对法

治下的生存依然相当陌生 。对于托克维尔所言及的法学家精神 ,中国社会所表现的仍是一种

伦理取向的法律观 ,要寻求的是实质的公正 ,同时对形式法律持拒斥态度。这在宏观层面上提

出了一个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种力量 、两种知识体系 、两种权力技术 、两种

治理策略该怎样恰当地定位自身以形成一个充分的市民社会空间。这也是秦晖文章的中心论

题。

但是 ,秦晖极富见地之处恰恰也是其失误之处。众所周知 ,传统中国社会是家国一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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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逻辑所展示的那样 ,国这一“大共同体”是以“家”这一“小共同体”

为模板建构起来的。儒家的家庭伦理在家与国之间起着桥梁性的关键作用 ,是传统中国社会

公共领域的基本质料 。二者乃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秦文一方面强调国家这一“大共同体”的

本位诉求 ,另一方面则削弱了家在国的建构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秦晖在讲座中以对科举制

这一关键性考试建制的法家式分析作为支持论据并以罗马法 、拜占庭帝国的事例作为辅助性

论据 ,指出:儒生经过近乎智力游戏的呆板的科举考试成为官吏 ,经过了由儒入仕的根本性转

变 ,因此 ,是依赖于现实政治法则的法家式官吏而非遵从礼义之理的儒生把持着治理国家和社

会的权力和手段 ,最终的结果是:“国”为价值依归的法家形态的治理模式 ,而非儒家的“小共同

体”家族伦理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和整合中起着主要作用 ,因此 ,传统中国社会乃是以“国”

这一“大共同体”为本位的 。

事实上 ,尽管汉儒实际上已吸收了法家的思想 ,但儒家的治理模式仍然与法家相去基远 。

“儒家的正统路线认为 ,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道德 、社会和文化的秩序 ,以使天下和谐

太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要求统治阶级本身有德行 。一方面 ,统治阶级的道德 、礼义行

为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榜样作用 ,另一方面 ,通过相对节俭的实践 ,通过抑制外交政策中

的扩张野心 ,以及通过全面减轻民众的负担 ,统治阶级有可能使民众在和谐太平的气氛中只关

心自己的基本经济需要。这样 ,民众就能被引导(即使并不理解)去遵守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

(史华兹 , 1995)。因此 ,尽管国家对社会施行某种现实性的管理 ,如维护治安 、军事防御 、治水 、

登记人口等等 ,但这些手段仅仅是儒家道德作用的外围 ,而通常抑制在一个适可而止的程度

上。国家则主要通过儒家的意识形态将民间社会及公共领域予以整合 ,儒家“小共同体”伦理

原则一直是传统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建构质料 ,有判词为证:“阿张为朱四之妻 ,凡八年

矣 ,适人之道 ,一与之醮 ,终身不改 ,况历年矣 !此其外者乎! 纵使其夫有恶疾如蔡人 ,阿张亦

当如宋如曰:夫之不幸 ,乃妾之不幸 ,奈何去。今朱四目能视 ,耳能听 ,口能言 ,手能运 ,足能行 ,

初未尝有蔡人之疾也 ,阿张乃无故而谓之痴愚 ,欲相弃背 ,己失支去夫妇之义 ,又且以新台之

导 ,上讼其舅 ,何其悖之甚也。在礼 ,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悦 ,则出之。阿张既讼其夫 ,则不宜于

夫矣 ,既论其舅 ,则不悦于舅矣 ,事至于此 ,岂容强合。杖六十 ,听离 ,余人并放” 。这就是中国

传统社会中秦晖所谓的由儒入吏的官员所做典型判例 。全篇判词未引法条 ,只就礼义以申述 ,

末了“杖六十”云云 ,应该说自有所本 ,显见的依据却只是阿张有悖于礼义 。这里 ,法律不可能

提供正合适用的细节 ,量刑幅度取决于法官道义愤怒的程度 。违背礼义即是犯法 ,惩处悖义之

人不仅是司法官固有职责 ,而且是国家法条的精神所在 。法律完全从属于道德 ,法官以礼义之

精神解释法律 ,为直接道德目标来运用法律。清人汪辉祖尝言:“幕之为学 ,法律而已 ,其运用

之妙 ,尤在善体人情 。盖各处见俗往往不同 ,必须虚心体问 ,就其俗所宜随时调剂 ,然后传以律

令 ,则上下相协 ,官声得著名 ,幕望日隆 。若一味我行我法 ,或且怨集谤生;……” 。在这样的思

路里 ,法律本身决无可能以“法律体”(Body Law ,伯尔曼语)的形式出现 ,它只能是风俗习惯 、

伦理道德的混合物。最终 ,法家意义上的法条成为儒家伦理的辅助性工具 ,公共领域全赖儒家

“小共同体”伦理为质料建构起来。就科举制本身而言 ,不管它如何成为僵硬呆板的八股智力

游戏 ,不管其考试设计如何基于对人的性恶倾向的法家式认知 ,有一点不能否认 ,科举制承载

着大量吸纳民间人才 ,使之进入官吏系统的重大责任 ,如果没有一个硬性的甚至呆板的普遍性

考核建制是无法完成这一关键性任务的 。此前的“九品中正制” 、“举孝廉”等措施之所以失败

实出于上述因由 。因此 ,科举制之僵化为八股智力游戏是功利权衡的产物 ,并无思想义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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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先在必然性 。

因此 ,中国传统社会中 ,以儒家的“小共同体”家庭伦理为中介 ,个体 、家族与国家及社会秩

序构成互融不分的三位一体。不管是从主体人格的内心激发出来的礼的自觉(如孔子的以仁

释礼),还是从外在规范来要求强制心的自觉(如荀子)都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孔子的“克己

复礼为仁” ,如荀子的“君子行仁以义 ,然后仁也;行义以礼 ,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 ,然后礼

也。三者皆通 ,然后道也” ,都导致了个体 、家庭“小共同体”伦理与国家的同一。这种同一导致

的实际后果是相当有趣的:一方面个体因此而时时感觉到义不容辞的社会和国家的巨大责任 ,

自居为社会国家的历史命运 ,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大下之大道” ,这一担道心态在

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强烈回响。但另一方面 ,家族之礼为个体担道意志提供根据 ,同时也划定了

界限 ,即它必须是君王和国家意志之下的“孝莫大于严父 ,严父莫大于配天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 ,宋祀文王以配上帝” ,只有君王和他代表的国家才是无上大道的体现。如此一来 ,个体

的担道意志由家族伦理所激发 ,最终又经由家族伦理导向国家 、君王 ,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自

然就转化为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 ,国 、君成为最高目的本身 ,其他一切 ,个体也好 ,法条也好 ,均

成为实现君 、国意志的手段(那么 ,人们又用什么来确保君王和国家肯定是人们幸福和理想的

绝对根据呢 ?)总之 , “家”和“国”是一体且并重的 。“国”以“家”为基本的和首要的建构质料 ,

“家”则为“国”的无上性提供了基本的和首要的支持。汉代公羊家提出的大一统伦理的夷夏之

辨 ,并非种族或民族之辨 ,而实是文化之辨:只要归化周制文教伦理 ,夷狄可进为中国 ,若中国

丧失周制文教伦理 ,亦会退为夷狄 。因而 ,有理由认为 , “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固有的价值

诉求是今天市民社会成长过程中所必须应对的双重难题。

从上述思路来看 ,秦晖对罗马法的阐述也是有失偏颇的。法律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治理

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工具 ,这与中国的道德治国取向形成鲜明对此 。因此 ,罗马法在西方人生活

经验和生命体验中的地位之高自不待言 。秦晖以一种实证的态度对罗马法尤其是早期罗马法

典作了历史文献性的解读 ,认为罗马法和其他民族或地域产生的古代法典一样 ,同样有着共同

体本位的家庭诉求。作为一部历史文献 ,不能否认秦晖的这一论证取向。的确 ,“十二铜表法”

以及类似的法律赋予有关社会的好处 ,主要是保护这些社会使它们不受特权寡头政治的欺诈 ,

使国家制度不致自发地腐化和败坏。罗马法典因此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达于文字当

中。正如登特路夫所言:在罗马法中 ,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经验的代名词 。它公布的时候 ,罗

马社会还没有从政治和宗教义务的相互混杂中挣脱出来。“罗马法学中有这样一个格言 , `家

父权' 并不触及`公法' 。父和子在城中一同选举 ,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真的 ,当子成为将军时 ,

可能会指挥其父 ,成为高级官吏时 ,要审判其父的契约案件和惩罚其父的失职行为 。但在`私

法' 所创造的一切关系中 ,子就必须生活在一家庭专制之下 ,这种家庭专制直到最后还保持着

其严酷性 ,并延续了数个世纪”(梅因 ,1996)。

但是 ,对任何一部法典仅仅对其实证法条采用一种历史文献式的解读是远远不够 ,甚至是

舍本逐未的。秦晖恰好忽略了罗马法的超越价值根源 。罗马帝国的世界伦理的基石是自然理

性的逻各斯 ,而不是大一统的民族性伦理。这是直承自斯多亚学派 ,而它诞生的思想背景则是

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哲人对超验正则的理智追问 。这种观念 ,通过西塞罗 ,

成为制定的罗马法理学的原则 。在西塞罗对希腊几乎所有伟大哲学家的折衷主义的依恋中 ,

他全力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道德世界秩序 ,以普遍有效性决定理性动物彼此间关系。理性命令

是一切人固有的(innate)。这种普遍有效的自然律超越所有人间的反复无常 ,超越历史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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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流变 ,从这种自然律中既发展了一般的道德命令 ,又发展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命令 ,即自然

法。“法学家与斯多亚派哲学家的联盟 ,延续到数个世纪之久 。在一系列的著名法学专家中 ,

其最早的几个人都同斯多亚派有联系 ,最后 ,一般公认罗马法的黄金时代是在安托安·凯撒的

时代 ,而他们就是从这派哲学中取得一种生活规则的最著名门徒。 ……最明显的表现于斯多

亚哲学上的希腊理论对法律学上的影响 ,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给罗马法的特殊论点的数量 ,而在

于他们给予它的单一基本假设”(梅因 , 1996)。这一基本假设就是西塞罗的格言:真正的法律

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从整体来讲 ,罗马人在法律改进方面 ,当受到`自然法' 理论的

刺激时 ,就发生了惊人迅速的进步 。单纯化和概括化的观念 ,是常常和`自然'这个概念联系着

的 ,因此 ,单纯匀称和通晓易懂就被认为一个好的制度的特点 ,过去对于复杂语 ,繁缛仪式和不

必要的困难的好尚 ,便完全消除”(梅因 , 1996)。当然 ,即使在“国家应该是什么”的理论发展

中 ,西塞罗结合了“当时国家是什么“的研究。国家并不是起源于个人的理性思考或选择 ,而是

历史调校的产物 。因此 ,政治生活的结构中 ,自然律的永恒有效原则混合着成文法历史上的法

令和制度 。这种成文法发展为市民法和万民法两种形式。它们在伦理内容方面很大程度上与

自然法保持一致 ,同时它们也用大量的在成文法中行之有效的历史实在因素补充自然法 。这

就为在长远的发展进程中法从宗教 、哲学中分离出来奠立了实质性的基础 。实际上 ,当后世的

教会法学家运用辩证逻辑对罗马法进行重构时 ,自然法所昭示的理念(Logos)抽象理则自始至

终指导着这些法学家的工作意向 ,再后的世俗法体系则以教会法为模板予以建构。如此一来 ,

实证法以一种单纯 、匀称 、精巧的法典面相出现 ,法律本身则成为“法律体” ,不再与风俗习惯 、

宗法伦理 、道德好尚混杂不分 。秦晖对罗马法的阐述赋予我们一种宏阔的比较视域 ,在这一视

线中不难看到这样一种不同思想传统间的对此:任何思想都诞生自特定的地域 ,特定的人群 ,

都是其民族 ———地域性 ,但不是任何思想都是民族历史性思想。民族性思想也不等于文化民

族主义 ,前者是一种思想阐述 ,后者是一种主义论说;前者是苏格拉底指的理念和形式 ,后者则

是民族的宗法习惯。儒家六经中的《春秋》与犹太教的经典《旧约》是民族历史与宗法义理的一

体化 ,民族历史的叙述经过所谓的“微言大义”成为思想的基本质料。在谈到犹太教时 ,施特劳

斯曾这样写到:“只要`自然' 的理念还不为人们所知 ,自然权利的理念也将不会有所彰显 。`自

然' 的发现是哲学的工作 。没有哲学也就没有诸如此类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认知。《旧约》因其

基本前提潜隐着对哲学的拒斥 ,所以并不知晓“自然”的概念 ,希伯来语关于自然的术语并不为

希伯来圣经所知道。自不待言 ,例如`天和地' 与`自然' 并不是同一指称。所以《旧约》中没有

对于自然权利的知识”(Leo-Strauss ,1993)。施特劳斯此处所谓的哲学正是上文所述的苏格拉

底的认知方式 ,即通过概念 、命题对万物自然理则所进行的理智追问 。这种追问方式以抽象概

念 、命题为出发点 ,排除了以义解经 、微言大义的可能性 ,进而抽空了民族历史叙述义理化的根

基 ,使民族历史 、政治法理 、道德教化难以进行一体化的融构 ,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思想理论 ,

而非民族性主义论说 ,具有了超民族的普遍担当 。与此相反 , 《旧约》与《春秋》一样 ,将民族历

史叙述理性化 ,史与经合为一体 ,以义解史 、微言大义的认知方式取消了哲学追问的可能性 ,共

同体伦理的民族性诉求取消了自然理则的普遍性诉求。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 、《旧约》与《新

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断裂。《旧约》作为一种民族性宗教的经典 ,是犹太民族历史叙述的义理

化 , 《新约》则开篇即言:太初有道。此处的“道” ,即是导源于斯多亚学派的理念 。因此 , 《新约》

一开始便以抽象理则的理念取代了《旧约》中义理化的历史叙述 ,而以希腊思想为底蕴 。如此

一来 ,哲学的知识原则就与宗教原则基本等同了 ,宗教内容本身的概念变得非常理性化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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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哲学问题时 ,基督徒一开始就比犹太教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 。与犹太教不同 ,基督教并不

把哲学当作异己加以排斥 ,或仅仅是容忍它 ,而是努力谋求哲学的支持 ,使哲学继续繁荣发展 ,

当后来的阿伯拉尔超越奥古斯丁及其追随者安瑟伦 ,进一步要求辩证法拥有批判的决定权力 ,

认知理性可以以法官的姿态裁决各种宗教时 ,人们即使认为基督教义是平民化的希腊哲学也

不算太过分了。基督教也因此得以超脱民族性诉求 ,成为普世性的宗教。总之 ,民族性思想以

民族历史作为思想资源 ,思想行为与民族国家的经历分不开。儒家的周制政教伦理即是以先

秦古民族的经历为原料 ,经由义理化加工而成的。希腊 、罗马思想 、道教 、佛教的思想质料则是

思辩性的教理 ,最终依据的是可脱离具体民族性历史来理解的道理。在儒教 ,对于这些超越民

族性的道理是完全陌生 ,甚至反感的 ,儒教完全排斥佛教与道教的那种冥思 。“ ……儒教伦理

中完全没有拯救的观念。儒教徒并不渴望得到拯救 ,不管是从灵魂的转世 ,还是从彼岸的惩罚

中得到拯救。这两个观念都为儒教所不知。儒教徒并不希望弃绝生命而获得拯救 ,因为生命

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实的救赎 ,因为社会现世是既有的 。儒教徒只想通过自己机

智地掌握住此世的种种机遇。他没有从恶或原罪(他对此一无所知)中被拯救出来的渴望 。他

唯一希望的是能摆脱社会上的无礼貌的现象和有失尊严的行为”(韦伯 ,1997)。这一切都要求

人们做到自制 、谨慎 、文雅 、威严 、彬彬有礼 ,他的完美形态则体现于韦伯所谓的“君子理想”当

中。这一切都在社会礼仪的限度内 ,要求对既有的伦理习惯礼仪秩序充分的适应和尊崇 。很

明显 ,这为儒家民族性伦理原则提供丰沛的生存和传承 、累积环境。

正如施特劳斯指出的那样:自然权利的发现依赖于“自然”的发现 ,“自然”的发现是哲学对

自然理则理智追问的结果 。相反 ,民族性历史叙述的义理化以民族性的共同体伦理取代了关

于“自然”的哲学思辨 ,最终也取消了自然权利产生的可能性。古希腊自然与祖法伦理的对抗

和儒家经史合一的思想脉络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上述观念 。

因此 ,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在走向以个体权利为价值依托的现代市民社会时 ,

必须面对的不仅仅是“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 ,同时在相应的程度上还得面对“小共同体”

的家族伦理。事实上 ,二者是互溶不分的连生体。秦晖针对国家主义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依

赖公民现实行为 。此处所谓的现实显然具有与国家政治权力相对的意涵 ,今天它所以具有现

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契约性市场经济秩序的引进所带来的对个体利益的确认 。正所谓 ,

有恒产者有恒心 ,以自身利益为依托的公民行为显然会不同于国家主义认同意识驱使下的盲

从的群众运动。

但是 ,考虑到家族式“小共同体”伦理的一面 ,情形就不会如此简单了 。在近代西方 ,人们

在争取自由和权利时 ,所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国家或王权 ,在这一历史时段的较早部分 ,他们

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得面对教会伦理 。宗教改革以天经地义的《圣经》取代了一贯正确的教皇 ,

文艺复兴则通过向前于中世纪的古希腊的回归确立了人文主义的传统 ,这实际上是将自己晚

近的针对教会伦理的创造归于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 ,以此与教会对抗。它们与紧接其后的启

蒙运动一起构成了对教会伦理的整体性对抗以争取个人自由 ,而所谓的自由正是从信仰自由

开始逐步推进的: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等等。事实上 ,他们为此不惜与王权结成同盟。当洛克

致力于以终极性的个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权利限制王权和政府 、最终美国独立宣言以一纸宪

法取代王权时 ,西方已跨入另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是以前一时期的抗争为先导和基础的 ,根本

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认知和追求 ,很难想象人们将如何走出教会和王权的

藩篱。而在此 ,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与中国近代以为相反的情形:自由 、民主 、法治成为目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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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王权仅成为暂时性的工具 。因此 ,单单公民的现实行为并不足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

空间 。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涵容丰富的有机体 ,除开契约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外 ,更包括有关制

度和理念的要素在内 ,如法治和宪政 、民主化的政治操作 ,对权利的制度化保障等等 。早先 ,托

克维尔就从中洞见到法学家精神意蕴 ,韦伯也从中分辨出新教徒的生活意向 。正如秦晖在讲

座中所言:公民与任何团体 、力量的结盟都是危险的 。问题却恰恰在于:如果没有超越价值的

维系 ,公民的现实行为将没有保证会从大 、小“共同体”的既成束缚中超脱出来 ,也没有保证不

会被以后的种种世俗价值所同化 、扭曲 。中国历史传承中 ,只见王朝更迭的轮回宿命 ,却罕有

社会演进的新鲜事例 ,已是明证。降至近代 ,肇始于清末新政的法律建构运动 ,随后的历次改

良 、革命之举 ,包括五四运动在内 ,都仍未超脱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本位”诉求 ,而儒家“小共

同体”伦理更是起着基质性的支配作用 。

相反 ,在功利派密尔写作的时代 ,英国市民社会空间已在其强大法律体系的佑护下根深蒂

固了 ,然而 ,“ ……英国人的心理往往有一种优柔虚弱的状态 ,当自己实已不复坏到要实行一条

坏原则时 ,却反常地以主张那条原则为乐 , ……,不幸之处则在于 ,停顿已近一代之久的更坏形

式之下的法律迫害能否继续停顿下去 ,这在公众心理状态中并没有什么保证 。在现在这个年

代 ,日常事物平静的表面常会为复活旧罪恶的尝试所搅动 ,正像为倡导新惠益的尝试所搅动一

样”(密尔 ,1996)。梅因对边沁-密尔背景中的功利原则评论如下:“一个国家或一个职业在力

求改进时 ,如果能有一个明显的要达到的目标 ,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在过去三十年间 ,边

沁之所以能在英国产生巨大影响 ,其秘密在于他能够成功地把这样一个目的展示给英国人 。

他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改良规则 。前一世纪中的英国法学家是敏锐的 ,当然不致于被这样一个

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蒙蔽 ,以为英国法律是人类完美的理想 ,但是由于缺乏任何其它原则可资依

据 ,它们在行动上似乎就相信着这样一个说法 。边沁提出社会幸福 ,把它界定成先于其他一切

的首要目的 ,这样就使一个长期以来正在寻找出路的洪流 ,得到了发泄”(梅因 , 1996)。

这并不是说要确立一个有关“社会幸福”的原则作为改进的目标。长久以来 ,已经有了太

多的关于如何使人民甚至人类幸福的探讨和实验 。所缺乏的恰恰是关于人的自由与权利的理

智追问 。边沁指出:应让公众与某种明智目标建立联系 ,而我们需要的恰恰也是这样一种联

系 ,即公民现实行为与个体自由与权利之间的联系 。最终 ,我们今天所要认真加以面对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严复的关于如何富强的问题 ,而是韦伯的问题 ,即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

秩序能否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富强 ,或者说 ,经济上的富强能否与政治上的成熟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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