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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

以《秋菊打官司》引发的  
法学思考为例      

强世功*

摘 要 不同于流行的“法律与文学”视角,从批判法律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学界围绕

《秋菊打官司》电影展开的讨论,能考察批判法律理论在中国的内在谱系。苏力从“秋菊的困

惑”入手,秉持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和功能主义法治观对主流的西方普适主义权利法治观展开批

判,从而希望建构一种吸纳中国本土资源的法治。此后,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形成两个批判

法律的理论高峰。一个是冯象从基督教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左翼立场出发对法治实践趋向

于全球资本帝国“法治行省”的批判,另一个是赵晓力试图从中国古典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出

发对现代法治将人的生命意义压缩为资本-劳动力的批判。对此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提供一个

思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另一方面也希望推动中国探索新的法治发

展道路和构建理想的法治秩序。

关 键 词 法律多元主义 法治 批判法学理论

1995年,苏力发表了“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1〕1996年又接着发表了“秋

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下称“秋菊的困惑”)。〔2〕这两篇文章对当时法学界居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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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陈颀和邵六益帮助提供了相关文献,段育科协助修订了注

释文献,匿名评审人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特此致谢。文章可能的错误由作者承担。
参见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第1-9页。该文后以“变

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为题收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参见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东方》1996年第3期。该文后收入苏力:《法治及其本

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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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以法律现代化理论和西方普适价值观为支撑的“权利法治论”展开了激烈批判。这标

志着伴随改革开放和现代法治兴起而成长起来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进入了第二波,而这一波法

律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思想乃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批判法学运动。〔3〕其中第一篇文章成为苏力

的成名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书名,以至于苏力常常被看作是“本土资源派”。〔4〕而第二

篇文章则因为率先讨论《秋菊打官司》引发学界(主要是法学界)对这部电影的持续关注,从而

形成了一个法学理论的解释传统。〔5〕这两篇文章虽然理论视角有所不同,但都构成对主流

法治理论的批判。如果从改革开放之后法学理论的发展看,围绕法律现代化理论或权利法治

论展开的赞成与批判,似乎构成了法学理论的核心命题,只是这种赞成与批判据以展开的理论

和准绳有所不同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理论正是在这样

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批判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比如说苏力对权利法治论展开了批判,季

卫东则对苏力的后现代思想方法展开了批判,而苏力又对季卫东的批判进行了回应。〔6〕不

过,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始终以大规模学习和吸收西方法治经验作为发展

路径,因此,我这里所说的“批判法律理论”专门指法学理论中一股强劲的对法律现代化理论和

权利法治论以及由此推动的大规模法律移植实践展开的法理学批判。这些批判法律理论的路

径有所不同,但都共同指向了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法律移植特性。因此,梳理并检讨这场批判法

律运动,对于中国法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7〕

本文仅仅以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展开相关讨论的三篇核心文本作为分析对

象,以此来考察批判法律理论的内在谱系。展开这项研究首先就要矫正目前法学界主流的、以

“法律与文学”视角对《秋菊打官司》展开的研究,这构成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本

文第二部分分析苏力的文本,指出苏力的批判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法律多元主义来批

判一种源于西方普适主义的“法治理论”,而他秉持的是一种功能主义法治观。苏力的批判法

律理论在现代主义的法治与后现代主义的法治理论之间构成了巨大张力,而这种张力无疑会

削弱其理论批判的锋芒,因而其理论始终保持着理论的实用性和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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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论述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第114-
120页。

对“本土资源派”的有关论述,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

论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13-220页。
参见陈颀:“秋菊二十年:反思法律与文学”,《读书》2016年第9期,第160-168页;陈颀、强世功

(编):《“秋菊的困惑”:法律与文学二十年》,三联书店2019年版(即出)。
参见季卫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参加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31届学术大会之后的思

考”,《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104-113页。苏力:“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兼与季卫东

先生商榷”,《法学》1997年第3期,第11-19页。
在这方面,邓正来无疑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率先展开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和梁治平的

“文化阐释论”的细致梳理和理论批判,而这样的梳理和批判为他建构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奠定了理论基础。
相关论述可以参见,邓正来,见前注〔4〕,第139-264页;邓正来:《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 开放性全球化

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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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力的基础上,批判法律理论分别走向两个理论传统,形成了批判法律理论的两个高

峰。其一是冯象代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二是赵晓力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本文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集中分析这两种批判法律理论的不同走向。冯象将苏力的批判法律理论

矛头从某种法治理论转向现代法治本身,从而对现代法治作为全球资本帝国“法治行省”的本

质展开批判,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复活。而赵晓力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视角展开其

批判法律理论,将梁治平开辟的法律文化解释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此之后,批判法律理论

逐渐从批判走向调和与综合,然而这与其说预示着批判法律理论的衰落,不如说这种调和与综

合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激活了批判法律理论的思考,即如何从整全世界秩序建构角度重新思考

现代法治,而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中国的批判法律运动所处的国际场域和知识场

域。〔8〕这就意味着法学理论需要从法律社会学的外部研究转向法哲学的内在研究,从中国

文明复兴的角度来思考整全世界秩序的建构,并以此来重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

如果从1979年中国法学界展开“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开始算起,〔9〕中国法学发展刚

好走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其中批判法律理论或批判法律运动构成了中国法学发展中最具有思

想活力的理论思潮。本文通过一个学术研究的个案初步梳理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一方面可

以看作是对中国法学发展四十周年的纪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时代重新激活

法律批判理论,从而开辟新的现代法治发展道路,并期待建构新的法治发展模式。

一、哪一种“法律与文学”?

围绕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展开的法律问题讨论被纳入到“法律与文学”的学术传统中不无

道理,毕竟《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电影,而苏力在这篇文章后面特别加上一小段附录:“从文学艺

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苏力后来更是专门写了一本《法律与文学》的专著,探讨中国传

统经典戏剧中的法律问题,〔10〕这或许是受到了他所心仪的波斯纳大法官所撰写的《法律与文

学》的启发或感召。〔11〕然而,法律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不同的关系后有不同的理

论阐释倾向。苏力在“秋菊的困惑”中所开辟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其实与“文学”本身没有什么

关系,反而是一项法律社会学研究。

(一)从古典到现代:法律与文学的四种关系

法律与文学乃是一个古老话题。文学教化与法律强制互为表里,共同承担起政治秩序的

建构任务。孔子就曾经专门删诗书,正雅颂。《诗经》也由此被置于中国古典“五经”之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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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从批判走向综合:从《秋菊打官司》看批判法律理论的场域”(未
刊稿)中加以讨论。

相关讨论文章,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编辑组:《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0
年版。

参见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版。
参见(美)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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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化先行,刑赏治理其后,中国古典的礼法秩序无疑强化了法律与文学的内在关联。同样,

柏拉图在其构建的“理想国”中,首先就从儿童的诗教和乐教入手,让文学作品承担起塑人心、

正风俗的功能。〔12〕即使在其建构的现实法治国家中,也需要一个类似音乐的“序曲”,将观

念、道德乃至于理想通过这个“序曲”导入到法律之中。〔13〕因此,法律与文学的这种关系往往

被理解为理性与感性、法律与道德、法律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关系,分别服务于人性的两个方面,

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不仅塑造完整的人格,而且塑造一个文明的政教秩序。而在这种政教秩

序中,文学对于社会风尚的引导和人心向善的塑造作用远远高于法律,法律始终处于从属的地

位。正因为如此,现代理论家们通常将古典的法律秩序看作是宗教法或道德法统治的时代,而

文学乃是宗教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理性化的法律处于受压抑的地位。〔14〕

然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也意味着现代的形式理性法的兴起,古典礼法秩序中建立起

来的法律与文学关系走向分离甚至颠倒。法律在公共生活领域中获得了绝对权威地位,而文

学逐渐从公共领域中隐退进入到私人生活,文学成为私人化阅读的审美艺术部分。在这种处

境下,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一种理解以努斯鲍姆的主张为代表,她希望恢复文学

的公共政治功能,从而通过文学的力量来矫正理性化的“铁牢笼”带来的人的“物化”或“异化”

的弊端,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法律理性化所推动的“程序正义”基础上,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探求

一种更符合人的情感想象的“诗性正义”。〔15〕

另一种理解则是以波斯纳的主张为代表,他用更为超然和理性化的眼光来看待法律与文

学的关系。法律与文学的关系需要放在四种不同的问题域中加以讨论:“法律中的(in)文学、

作为(as)文学的法律、通过(through)文学的法律以及有关(of)文学的法律。”〔16〕在这四个不

同的问题域中,法律与文学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波斯纳对这四种关系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比如“作为(as)文学的法律”尤其体现在司法判决的书写中如何将文学要素带进来,让司法判

决不只是一种纯粹法律概念的逻辑推理,而同时成为一种直接诉诸人心、打动人心的情感表

达,从而让司法判决更具有公共说服力,更能被当事人和公众所接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马

歇尔大法官、霍姆斯大法官和卡多佐大法官就是在这方面处理法律与文学的典范。而在波斯

纳看来,努斯鲍姆提出的重建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域“通过(through)

文学的法律”,即对法律人进行文学教育,让法律人拥有细腻的、丰富的情感,从而在司法过程

中平衡冰冷理性化的力量,增加情感和诗性的成分。然而,波斯纳对文学的这种功能表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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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2-131页。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34页。
韦伯用法律类型学的方式将古代的道德、宗教为主法划分为“实质非理性”或“形式非理性”的法

律。参见(德)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259页。相关讨

论亦见(德)施路赫特:《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韦伯西方发展史之分析》,林瑞译,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
年版,第三章,第77-96页。

参见(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苏力:“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法律与文学》代译序”,载波斯纳,见前注〔11〕,第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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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毕竟文学在告诉你善的同时也在教育你恶,文学带来的心理学效果不能混同为道德效

果。〔17〕

如果我们以波斯纳提供的上述四种法律与文学的问题域来看,那么苏力通过《秋菊打官

司》所开辟的“法律与文学”究竟属于哪个领域呢? 毫无疑问,属于第一个问题域中的“文学中

的法律”(lawinliterature),〔18〕用波斯纳的话说,就是“作为法律文本的文学文本”。在这种

法律与文学的关系中,文学不过是作为一个文本承载着法律的故事。这种关于法律的文学故

事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让我们在一个具体虚拟的整体生活场景中理解法律在整个生活世界中

是如何运作,法律的运作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可以说,围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的法律问题

讨论基本上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法律与文学的关系的。

(二)《秋菊打官司》:文学中的法理思考

如果从“文学中的法律”这个路径进入法律与文学的讨论,那么文学文本仅仅是一大堆经

验材料,需要有法律理论来分析和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并不重要,它和

历史档案中记载的故事、司法案卷中记载的故事、人类学或社会学田野调查中记录的故事并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苏力可以用同样的理解来分析《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也可以用同样的理

论分析他在乡村司法调查中遇到的案件故事。正如赵晓力可以将司法调查中遇到的一起贷款

案中当事人的故事与吉尔兹在田野调查中记录的雷格瑞的命运毫无困难地联系在一起。〔19〕

在法学家们看来,文学体裁、档案记载和田野调查中讲述的法律故事不过是一堆有待法律理论

来照亮的材料,重要的是法律,甚至是法律理论,而载体本身的特性并不重要。正因为如此,法

学界从“法律与文学”的视角讨论《秋菊打官司》让文学界的学者们感到疑惑:“文学比起真实的

历史(社会)材料有什么优势?”或者“法律人在做‘法律与文学’? 如何能让我们研究文学的人

也有所收获?”〔20〕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从法学理论的要求看,文学故事是虚构的,但

比起真实的历史(社会)材料有时候更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就是更符合能够证明法律理论

逻辑正确所需要的那种真实! 研究文学的人如果想从法律人在这个问题领域中所研究的“法

律与文学”中有所收获,需要克服的最大误解莫过于认为“法律与文学”是平等的、相互关联的,

而忽略了在这里“法律与文学”的真实含义其实是“文学中的法律”。文学在此不过是法律人需

要用法律理论的解剖刀进行解剖的对象,文学故事反而变成了缺乏鲜活生命力量的被动材料。

因此,从苏力的“秋菊的困惑”开始,中国学界,尤其法学家围绕《秋菊打官司》展开的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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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波斯纳,见前注〔11〕,第337-459页。
苏力并没有注明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这四种关系概括源于何处。就这四种内在关系的理论逻辑

而言,我怀疑这里所说的“法律中的(in)文学”,是对lawinliterature的误译。因此,在这里我用“文学中的

(in)法律”来取代苏力的“法律中的(in)文学”。由此可能带来的错误,由我承担。
参见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

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541页。赵晓力:“知识和雷格瑞的命运:B镇民事

调解的手记”,载李永新主编:《北大寻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8页。
陈颀:“秋菊的困惑与解惑:法律与文学在中国”,载陈颀等(编),见前注〔5〕,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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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实际上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理论借助这个电影文本的分析、讨论和对话而不断发展的历史。

在这个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中,苏力借助《秋菊打官司》开启了其批判法律理论,而在后来的

诸多解释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围绕其批判法律理论形成的一个解释、对话和不断发展的理

论传统。

二、对西方普适主义“法治理论”的批判

在1995年和1996年的两篇文章中,苏力用“本土资源”理论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法律现代

化理论和这种理论的各种变种、以及在这种理论支持下所推动的国家强行“变法”模式展开了

理论上的批判。〔21〕如果我们从学术角度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无论是文章结构安排,还是理

论阐述深度,“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都是一篇论理严谨、推理严密的学术论文典范,虽

然苏力的文笔一贯很轻松、很幽默,很有文学味道。相比之下,“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不过是一篇评论,文章结构比较松散,学理论述也并不严密,甚至有很多漏洞。〔22〕然而,在学

术界影响最大、争论最持久的反而是“秋菊的困惑”这篇评论,相比之下前面那篇文章虽然提出

了富有争议的“本土资源”的概念,但完全无法与“秋菊的困惑”引发的持久讨论相比。这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后面这篇文章充分利用了电影的文学效果。文章标题中用“秋菊的困惑”这个传

神的表达非常具有文学意味,完全不同于“变法”“法治”“本土资源”这些抽象的、理性化的学术

概念,而恰恰是文学所提供的整体性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感受。在这个意义上,“秋菊的困惑”这

篇文章虽然讨论的是“文学中的法律”,但显然具有“通过文学的法律”的效果,透过文学的整体

感受强化了法律批判的效果。而恰恰是电影文本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为后续的讨论和对话开

创了有效的空间。

(一)法律多元与“地方性知识”:“普适主义法治观”的批判

在“秋菊的困惑”中,苏力着力批判的是隐含在法律现代化理论中的普适主义的权利法治

观,即“一种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并可以毫无疑问地据此建立一个普适的法律制度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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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法律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是现代化理论在法学领域中的简单翻版,其基本主张就是中国应当全面

接受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和现代法律价值,从而实现法律现代化。这种理论的变种包括:主张全面移植西方现

代的法律制度、推进法律现代化的“法律移植论”;认为实现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影响,而要肃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就必须全面引入西方的法律文化来支撑现代法律制度的“法律

文化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强调义务本位,而西方法律强调人权保护和权利本位,要实现法律现代化就必

须确立“权利本位”的法律价值导向的“权利本位论”;当然还包括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就必须通过法律移植来

建立现代法律制度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论”等等。邓正来将上述理论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参见邓正来,
见前注〔4〕,第59-123页。

需要注意的是,“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中外法学》上,而“秋菊的困惑

和山杠爷的悲剧”发表在当时刚刚创办的公共评论期刊《东方》杂志上。这两种不同刊物的不同学术规范要求

决定了两篇文章的不同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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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这种权利。”〔23〕苏力并非是在抽象价值意义上反对所谓的普适权利,而是在法律技术化意

义上将权利理解为一种由概念和分类构成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法律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

权利分类集中在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领域,而这套权利分类的话语体系在中国乡村的生活

语境中找不到其对应物。同样,在乡村社会的习惯法秩序中,骂人断子绝孙就构成了侵权,但

在国家法秩序中却不认可这样的权利分类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权利话语体系分别服从于两个

不同生活世界的逻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因此“正式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

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24〕正是在对法律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苏力建构起“权利”所代表

的国家法与“说法”所代表的民间习惯法的法律多元主义,而这种理论恰恰与整个20世纪九十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中流行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相契合。

在法律多元主义的建构中,苏力显然强调秋菊的“说法”的本土特征,似乎强调西方法律进

入本土必须接受“地方性知识”的考验。由此,这种法律多元主义的二元对立也很容易被理解

为普适主义与本土地方的对立。在此,我们需要澄清大多数中国学者援引吉尔兹的“地方性知

识”这个概念时普遍存在的误读,即认为只有前现代的、如巴厘岛的原始部落或中国乡村社会

的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相反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乃是普适性知识,由此形成普适主义和地

方性知识的对立。事实上,吉尔兹之所以采取“文化解释”的思路来理解人类生活,恰恰是因为

他坚持每一种文化都是地方性的,都具有地方性的“特色”(“口音”)。秋菊的“说法”植根于中

国乡村社会生活是地方性的,而所谓“普适性权利”根植于商业城市中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也

是地方性的。“权利”与“说法”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两种同样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的对

峙。当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或两种不同的权利话语体系遭遇的时候,为什么国家法中的权利

话语体系对习惯法中的权利话语体系构成了暴力压迫和征服? 凭什么国家法高于习惯法? 凭

什么权利就被“宣称为”普适的,而不是将“说法”看作是普遍正当的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

在,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文化阐释理论所无法回答的。

可见,问题不在于普适性与地方性的对峙,而是在于两种地方性的对峙中,为什么一种地

方性知识被上升为普适性的话语? 由此可见,重要的不是西方的权利概念宣称自己具有普适

性,而恰恰是由于西方权利背后隐含着的国家暴力使其具有了普适性。秋菊的“说法”之所以

面临着失败就在于她的“说法”没有获得国家暴力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通过后

现代思想中的“地方性知识”对形而上学的“普适性”话语逻辑展开批判,而是要将这种哲学的

批判变成政治的批判。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中,就看到布尔乔亚生活方式中的“法权”的

实质就是将“地方性知识”(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权利(国家意志)的过程,从而借助国家暴力

机器来推行特定利益集团的“地方性知识”。而马克思始终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批判国家法律

机器的暴力,批判一种地方性知识对其他地方性知识的暴力。

《秋菊打官司》发生于当代中国法治刚刚兴起之际,发生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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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苏力,见前注〔2〕,第26页。
苏力,见前注〔2〕,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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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复兴运动中。在这场运动所推动的法律现代化理论看来,和欧洲现代法治进程的历史相

比较,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运动无疑是一场迟到的“补课”(更为委婉的表达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不同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法治理念中对“布尔乔亚”阶层(市民

阶级与市民社会)毫不掩饰的赤裸裸赞美,在经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洗礼的中国,很

少有人敢公开基于“布尔乔亚”立场为中国法治发展进行辩护,而更多的是选用一套普适主义

话语体系来重新包装“布尔乔亚”的主张。尽管如此,苏力始终将自己的批判集中在理论的批

判而非实践的批判。他不是针对权利或法治背后特定地方性知识何以能僭取国家暴力的批

判,而是针对将国家暴力包装成普适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在距离马克思主义一步之

遥的地方停步了。

(二)功能主义法治观:“法治教条主义”的批判

尽管苏力在此建构起“权利”与“说法”的二元对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力试图用“说法”来

反对“权利”,或用传统乡村的“人治”来反对“法治”。他虽然借助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方法来

解构普适主义的权利法治观,但他最基本的理论主张乃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在

他看来,权利的话语体系,无论是西方普适的,还是本土经验的,不存在对错的问题。法治不是

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真理问题,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普遍价值,而是一种实践经验的

问题,是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法治说到底是解决社会纠纷、进行社会治理的工具或技术,法

治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术已经深深地镶嵌在国家治理之中。〔25〕法治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

题取决于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力与休谟、梅因、柏克这样的经验主义者,

或者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哈耶克这些自由主义者站在一个立场上,而他批判的对象虽然高举

自由主义的大旗,无论借用什么样的概念,都是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所批判的霍布斯、卢梭、百

科全书派乃至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同属于一个阵营。

因此,苏力批判的不是“法治”本身,而是一种理解权利和法治的思维方法,即从一种抽象

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坚持一套普遍真理以及作为“大写的真理”而存在的权利和法治。这种脱

离现实经验的唯理主义(唯心主义)的法治构造,如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法治

教条主义”。这种法治建设无视特殊历史经验,无视“地方性知识”或“本土资源”、完全照搬照

抄西方既定的法律制度,并借助普适主义话语和国家暴力强制推行。曾经,我们按照马列主义

教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付出了惨重代价,现在苏力则担心我们又陷入“法治教条主义”而付

出原本可以避免的代价,而“秋菊的困惑”恰恰展现出这种“代价”。因此,苏力的批判就从追问

“谁的法治”开始,从而主张一种经验的、历史的或社会的理论立场,将关于权利界定和分类的

体系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因此,苏力无疑在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意义上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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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术”的讨论,参见赵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

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120-132页;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

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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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法律多元主义的背后说到底是“工商业社会”与“乡村社会”、“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

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关系问题。他希望在前者必然取代后者的“道路通向城市”的历史进程中,

让二者尽可能地达成和解。〔26〕为此,他主张一种基于中国人生活经验的、不断试错总结经验

的、充分吸纳中国本土生活经验和概念分类体系的法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力是法

治的“中国派”,他反对的是法治的“西化派”。

(三)批判理论的妥协性:苏力的两个理论面向

可见,苏力对法律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是非常温和的、有节制的。苏力之所以对法律现代化

持一种温和的批判态度,是因为他所批判的乃是“某一种”法治理论,即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观

念。他从“秋菊的困惑”中读出“谁的法治”并不意味着他假定“法治”本身是美好的,但他显然

强调要实行“我们的法治”,也就是一种中国人的法律现代化。这是体现中国人生活经验和情

感认同的法治,这种法治镶嵌在中国人的历史生活经验中,是中国人在“道路通向城市”的现代

化进程中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像他所批判的那种法治理论一样,主张自上而下将西方

的法治理念和制度简单粗暴地强加在乡村社会、强加在“秋菊”的身上。由此,我们看到苏力具

有两个独特的面向:他在理论方法上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在价值立场上是一个坚定的现代

主义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的西方法律现代化理论的坚定批判者,但却是中国法律现代化

理论的坚定拥护者。正如他与季卫东在关于中国法治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所宣称的:

“当代中国的这一代法学家包括我自己都是现代主义者。”〔27〕

由此,我们可以澄清种种对苏力理论的误解,苏力既不是一个基于弱者立场(或“社会”立

场)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基于乡愁的浪漫主义者。他实际上和他批判的法治论者一

样,都是法治现代化的支持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支持态度。如果说有不

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所批判的法治论者是从价值层面上廉价地拥护现代法治,将现代法治等

同于“进步”“文明”和“美好”等抽象价值。而在苏力看来,普通百姓可以对现代充满羡慕,而知

识分子或者立法者采取这种廉价的赞美只能证明智识的浅薄甚至无知。如果说知识分子比普

通百姓看得更为深远,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法治背后的更深的生活方式。正是借助福柯的“知

识-权力”这个概念,苏力将法治理论看作是“知识”,看作对社会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表达,

而他所理解的“权力”也就不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暴力”的意味,而变成一个以毛细血管的方

式呈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一种现代工商业社会或陌生人社会的生活方

式。因此,“道路通向城市”并不意味着城市比乡村更“美好”,而是技术化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

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挤压并淘汰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苏力对法治的立场和态度或

许更像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法治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推动的不可避免的

生活方式选择,那么我们如何尽可能享受法治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为法治可能的破坏性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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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参见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苏力:“可别成了‘等待戈多’:关于中国‘后现代主义法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或提醒”,《南京大学法

律评论》2000年第2期,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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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代价呢? 〔28〕

苏力之所以能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矛盾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在于他的心目中潜

藏着西方与中国的对立,用后现代理论来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理论,从而捍卫中国

法治道路的正当性。然而,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和批判效果可以针对任何价值理论展

开,因此,一旦坚持这种后现代理论就不仅可以有效地解构西方文化价值的普遍主义,也必然

会解构中国文化价值的普遍主义。由此,一旦将这种后现代理论方法贯彻到底,苏力就不免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无论是古典传统还是社会主义传统)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只不过他在话

语策略上激烈地批判西方普适主义的权利法治观而备受关注,而他对中国传统礼法秩序及其

文化价值的解构和批判只是在语言修辞上更为温和中立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而已。比

如在《法律与文学》中,他娴熟地运用法律经济学理论、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后现代解构主

义等方法,对中国戏曲中的法律故事进行细致的分析,其结果在不经意间解构了这些古典戏曲

在传统解读中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这样的解构和批判实际上非常类似于波斯纳对

努斯鲍姆的批判。正是基于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之类的经济学和社会

学的理论,苏力特别看重费孝通、瞿同祖用社会学理论揭示出中国古代儒家礼法秩序背后潜藏

的经济社会功能。〔29〕事实上,正是在这个社会学理论传统上,苏力写作了《大国宪制》,试图

用后现代理论来解构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理想,用这些经济社会学理论来解释儒家“齐家、治

国、平天下”理念所承载的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功能。按照同样的逻辑,“皇帝”和儒家信奉

的“天道”思想、“生民”理论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承载着特定政治社会功能的“制度”而

已。〔30〕

这种对价值的解构和对实用主义功能的强调,实际上来源于他经常援引的福柯和维特根

斯坦关于“词”与“物”分离的理解,由此“价值”“理念”“精神”要么被解构为“知识-权力”,要么

被还原为表达的“词”。苏力借助这些理论原本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物”,然而如果这种对后现

代思想的运用缺乏必要的反省、限定和节制,过分强调“词”与“物”的分离,反而凸显了“词”的

独立性和重要性。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危险恰恰是将中国法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无论是“不公

正的司法解释”,〔31〕还是死刑废除问题,〔32〕还是“琼花”变成“秋菊”的困境,〔33〕统统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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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迈向民主这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那么面对民主这

种历史的天命,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如何享受民主带来的好处而同时避免民主带来的弊害。参见(法)托克维

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8页。
参见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第32-48页。苏力:“在学

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法学》2008年第12期,第85-92页。
参见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参见苏力:“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

《法学》2003年第8期,第3-29页。
参见武孝武:“朱苏力谈死刑存废问题”,《上海国资》2011年第7期,第101-103页。
参见苏力:“昔日‘琼花’,今日‘秋菊’———关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产权争议的一个法理分析”,

《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第99-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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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问题,即归结为他所批判的来自西方普适主义权利法治观带来的结果,甚至以为坚持一

种实用主义或者功能主义的立场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这种主张事实上恰恰夸大了“词”的功

能,很容易陷入到他本来要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观念论中,忽略这种“词”的背后实际依然是

“物”,即权利法治观的背后乃是特定阶层获取国家权力之后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上升为普遍的

法律的过程,这种权利主义法治观之所以以普适主义的面目出现恰恰是为了隐蔽特定阶层的

特殊利益。唯有如此深入到 “词”背后的“物”,才能真正揭示为什么“词”与“物”出现分离,这

种分离与“词”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背后的“物”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西方文化左派的实质。二十世纪类似福柯这样的西方左派思想家以一种后现代的立场创造出

一堆又一堆玄妙的概念和理论,但最终都集中在“词”的世界,而忽略了“物”,从而真正远离了

马克思所关注的现实政治生活,变成了书斋中的文化左派。从此,他们不再关心经济不平等的

阶级问题,而陷入到性别、族性和认同之类的文化问题。〔34〕由此,批判法律理论就会陷入到

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斗争的虚假批判之中,关注“批判的武器”而忽略“武器的批判”。这

无疑是西方左派文化批判理论影响下美国的批判法律运动本身所面临的困境。〔35〕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后现代理论在有效地解构西方普遍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会自觉

不自觉地转向解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普遍主义价值观。由此,我们所关心的“中国”就只剩下

“物”“实践”“经验”“制度”,而不可能有任何关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由此法律多元主义背后的

“西方”与“中国”“现代”与“本土”的对峙也就丧失了文化价值层面的意义,一切都还原为赤裸

裸的“权力”或“实力”。这不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尼采式

的虚无主义立场。这种理论的潜在倾向才会让我们真正关注什么才是“根本的根本”。正是由

于苏力所采用的后现代理论本身面临内在难题,我们才能理解在苏力理论基础上,冯象和赵晓

力后来发展出来的批判理论路向。冯象的批判法律理论恰恰针对苏力所面临的“词”与“物”的

分离,而赵晓力的批判法律理论则针对的是有可能被解构掉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问题。

三、对“法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政法传统的遗产

和苏力一样,冯象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也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中的法律问题。〔36〕

但是,冯象与苏力的理论主张和写作风格有很大的差异。如果用伯林关于思想和写作风格中

“狐狸”和“刺猬”的比喻,〔37〕苏力无疑属于“狐狸”类型。他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采用各种不同

的理论、概念和修辞进行全面而丰富的论证,而这种论证具有明显的法律人的职业特征,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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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参见(美)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关于美国的批判法律运动,参见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见(英)伯林:“刺猬与狐狸”,载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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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反驳为目的,而不是以理论建构为目的。比较而言,冯象同样受过美国法学院的职业化训

练,甚至专门从事商业律师事务,但如果不是写作相关的专业的具体法律问题,冯象的写作风

格中看不出美国法律人的论辩特征,他更像伯林意义上的“刺猬”,文章短小精悍,理论也非常

简单纯粹,关键时刻往往一剑封喉。然而,在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中,他们两人的差异不是这

种写作风格上的差异,而是理论主张中的根本性差异。冯象在苏力理论的基础上更向前迈进

一步,将批判法律理论推向一个高峰。

(一)对资本帝国“法治行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复活

苏力的批判法律理论仅仅指向“一种法治理论”,即一种西方化的普适主义的权利法治论,

但苏力对“法治”本身并没有批判。相反,他试图建构一种理想的中国法治,一种吸纳本土资源

或中国人生活经验的中国法治。而冯象在苏力的文章中恰恰看到了这种对“中国法治”的乌托

邦幻想。这种幻想首先就体现在苏力着眼于秋菊的“困惑”,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的习惯法想

象为自成一体的法律体系,它有自己的权利界定和话语体系,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方式,从而与

国家法体系一样,构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格局。冯象敏锐地意识到,秋菊要一个“说法”就表明

乡村习惯法无法解决秋菊面临的问题,以至于秋菊才不得不诉诸更高的法,也就是国家法。因

此,秋菊挑战的不是国家法,而恰恰是在挑战乡村习惯法,恰恰是习惯法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

失效才使得秋菊走向了打官司的道路。如果说苏力关注秋菊的“困惑”,冯象则更关注秋菊所

要的“说法”。事实上,众多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从“说法”的角度重

新解读。〔38〕

然而,冯象对这种乡村习惯法“乌托邦”想象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冯象就是站在苏力对立面

的那个为了“说法”而斗争的权利法治论者。〔39〕相反,冯象对隐含在苏力理论中的那个“法

治”,无论“秋菊的法治”还是“中国的法治”都展开了批判。表面上看,冯象使用的理论都是苏

力所采用的,比如他们都会借助福柯理论中的“词”(法治的话语构造)与“物”(法治的实践运

作)的分离。但是,他们用这些理论的批判指向却有所不同。苏力借助福柯的理论强调“西方”

权利法治论的“词”与“中国本土”现实法治的“物”之间的分离,从而突出“西方法治话语”与“中

国本土经验”的对立,并以此来批判西方权利法治论。这种批判理论的论证策略实际上假定法

治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就会出现“词”与“物”的一致性,因此中国法治也同样可以实现“词”与

“物”的一致性。

然而,冯象却认为,苏力假定的法治的“词”与“物”的一致性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的幻

想。现代法治原本就是“一个人为的矛盾的统一体。它之所以能标榜自己比以往任何样式的

法治更加‘理性’、更可预期、更‘不坏’,无非是因为它把不懂得预期它的干预、没办法认可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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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除了本文后面将详细讨论的论文,还可以参见陈柏峰:“秋菊的‘气’与村长的‘面子’:《秋菊打官

司》再解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46-53页。
事实上,在大多数普适主义的权利法治论的主张者那里,秋菊往往被解读为一个“为权利而斗争”

的法治新时代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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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断的秋菊们放逐到了‘法律意识’或‘权利意识’之外。秋菊的困惑,其实正是法治得以‘现代

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40〕因此,当苏力试图建构一种能够让秋菊不那么困惑的、且能

欣然接受的“理想”法治时,冯象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苏力所设想的“理想”法治只能是一种语词

上的、理论中的理想,那是一种“法治乌托邦”的想象,而真实的法治恰恰是要生产出“法盲”,并

以“法盲”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

法治现代化作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文字化、科层化、职业化的意志、手段和说教)

的首要任务,便是设法保存并且每日每时地生产出秋菊们来,让他们成为自己教育、改造

的对象,成为非文字化的、“简朴”的、“自发”的、互相矛盾的、愚昧无知的一个一个的“说

法”,以便区别对待,细心保存。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的建设或“法律移植”(如果把法律看

成西方式法治的产物),虽然离不开“大写的真理”和普适的权利的宣传和普及,包括大量

的艰巨的“理论工作”,但它本质上不是理论的事业(enterprise)。这倒不是因为老黑格尔

说过,理论的猫头鹰要到傍晚才起飞,而是因为法治(换掉苏力的一个字)只能是全体人民

社会生活,包括他们的斗争、失败、压迫和解放的产物。在这个继往开来的事业里,每一个

秋菊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法盲”身份和位置。法律之手插在谁的口袋里,手心里捏

着谁家的正义,从根本上说,不是靠哪一种权利话语的分析和解释能够预料的。法律因此

是远比秋菊的“说法”要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常常服务于金

钱和权势。法律,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威权化的思想”,他说了算;有时候,法律

干脆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41〕

由此我们看到苏力的批判法律理论仅仅指向一种源于西方的权利法治理论,而冯象则在

苏力停步的地方更向前迈进一步,直接批判苏力心目中的那个或许可以包容法盲秋菊的、理想

中的本土法治。如果说苏力批判的是“词”,一种法治理论,而冯象批判的则是“物”,是无论发

生在西方或者即将在中国建成的那个“法治”。苏力和冯象虽然都借助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然

而作为西方文化左派代表的福柯,其理论其实是一种退化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他从马克思激进

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退回到一种相对保守的结构主义之中,以期调和唯物与唯心的哲学分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早就对法治的阶级性、暴力压迫性和虚伪性进行了透彻的批判,其

中对虚伪性的批判恰恰就在于指出这种法治在语词和意识形态塑造中的普遍主义与在现实阶

级利益中的特殊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比起结构主义理论更具有现实的、物质力量

的政治针对性。

苏力虽然是马克思理论的同情者,但似乎仅限于同情马克思的经济社会理论,他更愿意把

马克思的理论与涂尔干、韦伯、福柯的理论放在一起来使用。而冯象对法治现实的批判几乎复

活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一句对现代法治服务于“金钱和权势”的本质揭示和批判胜过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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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冯象:“秋菊的困惑”,《读书》1997年第11期,第6-7页,后以“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为题收

入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9页。
冯象,见前注〔40〕,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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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色彩的宏大理论。而他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锋芒就直接指向现实的法治进

程:

法治在理论上,是全体公民无分阶级性别身份贵贱都有发言权的;因为其中几乎每一

项改革,私有财产的每一天“神圣”的攫取,资本再临中国,每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都是以

许许多多人的贫困、伤痛和流离失所为代价的。……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蜜月期,法律

尚未完全职业化,还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还暴露着它的红嫩的

爪牙。……将来法治建成———我想这要不了太久,不过是资本帝国新设一路行省而已,不

是什么了不起的功业。〔42〕

因此,在冯象看来,对法治依附于资本和权势的批判将成为“一代学人和批判者肩头的重

任。”〔43〕只有理解冯象试图将法治理想连根拔起,将批判法律理论的锋芒指向法治所保护的

“金钱和权势”力量对弱者的压迫,我们才能理解冯象在“秋菊的困惑”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讲述

的“织女星文明”的故事。

很少有人把这个故事与秋菊的故事勾连起来进行分析。“织女星文明”用一个科幻故事讲

述了一个高级文明与人类文明之间的故事。它建构起高级与低级、“我们”外星人与“你们”地

球人的两重文明和两重世界之间的差异和支配关系,前者清晰地关注着后者如何生活在他们

所设定的游戏中,而后者则对前者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对前者怀有天堂般的美好幻觉。人类

对“织女星文明”的美好幻觉,不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治以中立性、非人格化和程序

性所展现出来的形式正义给压迫者塑造的一种公平正义的幻觉吗? 这种美好的“幻觉”实际上

掩盖了“我们”外星人对“你们”地球人的实质性支配。而这种支配不就是“法治”对“法盲”的支

配,不就是在《秋菊打官司》电影中每一个懂法律的官员都眼睁睁地看着秋菊盲目地纠缠在几

上几下的诉讼中所形成的支配吗? 马克思把这个“我们”与“你们”说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普遍遗忘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话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冯象只能通过科幻

故事来教育所有法治的信仰者:你们所满怀热情追求的“形式法治”最终会成为套在你们身上

的“铁牢笼”。“法盲因此是建设法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产出,是社会法治化以后我们大多数人

的名字。”〔44〕“秋菊的同类还在天真地期待,通过读书看报或想别的办法,摘掉‘法盲’的帽

子———好比笑话里说的那只掉进奶油罐儿的老鼠,拼命挣扎,不肯绝望。”〔45〕因此,冯象才说

《秋菊打官司》的结尾是一个“O.Henry式的故事结尾”。〔46〕

事实上,就在《秋菊打官司》电影上映的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衰落

的争论。20世纪八十年代人文主义者所热切呼唤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真正到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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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冯象:《政法笔记》(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弁言,第iii页。
同上注。
冯象,见前注〔42〕,第57页。
冯象,见前注〔42〕,弁言,第ii页。
冯象,见前注〔40〕,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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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随之而来的商业文化和大众娱乐浪潮淹没了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精神也由此走向衰

落。〔47〕因此,“秋菊的困惑”不仅是中国法治进程中普通“法盲”的困惑,而且也是市场—资本

时代到来的时候所有人文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在八十年代的热情呼唤和鼓

动的改革浪潮中最终淹没了自己。“秋菊的困惑”由此打动了很多人,成为中国迅速迈向现代

社会的时代隐喻。

(二)历史真理的批判:激活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遗产

除了冯象,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秋菊的困惑”有一个“O.Henry式的故事结尾”,因为他

们对中国未来的法治充满理想,无论是主流学者们所追求的西方式法治,还是苏力的这种批判

理论所追求的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建设的理想法治。然而,在法治问题上,冯象批判的理论锋芒

绝不会因此妥协。或许,他要批判的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西方法治”,而是正在中国现实社会生

活不断生根的现代法治,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改革开放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要建设的法

治究竟是什么。这种法治与西方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它一开始偶然地从西方的历史中兴起

而已。这种法治的背后乃是资本主义,而资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的。中国法治伴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断成长、成熟,这不过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

一种特殊历史方式,因此中国法治充其量不过是全球资本帝国的行省而已。这一点其实马克

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阐明了。任何一个阅读这篇经典文献的诚实学者很难不去想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意味。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正

统的社会中恰恰普遍遗忘了这一点,也许这恰恰是人们内心所期待的,故而他们自然欢欣鼓舞

地拥抱这种遮蔽了阶级面目的权利主义法治。然而,冯象始终坚持不懈地批判和揭露这种法

治的暴力性和阶级性,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苏力所期待的“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

这样的“城市”,他们或许会认同冯象的一个基本判断: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法治科层机器下的

“新秋菊”。所不同的是,秋菊基于中国基层本土传统的力量来讨个“说法”,而大多数被资本主

义法治话语驯服的“新秋菊”可能已经麻木到连讨个“说法”的意识和力量都丧失了。〔48〕由

此,冯象的批判法律理论就变成了一项新的“启蒙”教育,把中国人从对西方18世纪启蒙所带

来的资本主义法治的“迷信”中解放出来。〔49〕

冯象对现代法治的批判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基督教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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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1994年王晓明等人在《读书》上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张承志、张炜两位作家也发出“抵抗投降”的
呐喊。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萧夏林为此专门编辑了“抵抗投降书系”,
《忧愤的归途·张炜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这个

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变化脉络的初步梳理,参见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

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42页。
冯象:“新秋菊”,载冯象:《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

-165页。
关于西方三次启蒙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参见甘阳:“启蒙与迷信”,《文汇报》2011年11月28

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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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研究。〔50〕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思想源流中的内在关联无疑是一项艰巨

的学术工作。不过对冯象而言,将基督教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有机地融为一体并非基于学术

理论的构造,而是基于二者共同指向的核心价值,即追求人人平等的永恒价值和“为人民(上

帝)服务”的政治伦理,这个共同核心价值恰恰指向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未来。如果说这个

永恒未来在共产主义学说中基于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末日审判的论述

中基于一种宗教信仰,那么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出现,资本主义毁灭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

然。冯象正是从这种“历史真理”出发对晚期资本主义以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法治体系展开批

判,人类要想避免随着资本主义毁灭而最终沦为机器的工具/宠物/玩偶,就必须在机器人还没

有统治人类之前就终结资本主义而走向“人机大同”的理想社会。〔51〕

因此,冯象的批判法律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展开的,他甚至也不需

要建构出一套高深的法学理论。法学理论说到底是法治实践的产物。他希望将法学提升到

“历史批判”的高度,不仅强调法学研究与历史现实研究的内在关联,更强调法学要从历史发展

必然迈向人人平等这个“历史真理”出发对中国现实中正在与资本主义法治接轨的“新法治”展

开批判。〔52〕比较而言,同样出于对中国法治进展的批判,苏力更多从“词”的层面展开,从而

展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理论乃至一种“语境论”的方法论在法学问题上的运用,而

冯象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不仅借助于人人平等这个永恒价值,更多是从历史经验出发,尤其将中

国社会主义政法传统中展开的人人平等的政治实践作为一面参考的“镜子”来观照正在展开的

“新法治”。他的评论集取名为《政法笔记》一方面在展示现代法治进入中国之后如何让过往的

政法传统发生畸变,从而暴露其中的种种矛盾和难堪,但另一方面也在充分利用政法传统的资

源和遗产来揭露现代法治的虚伪。他将越来越强化的保护“私有”的资本主义新法治称之为

“高法治”,而将弱化“私有”保护强调“公共”的政法传统称之为“低法治”,用“低法治”的历史经

验来批判越来越强化的“高法治”。〔53〕为此,冯象不断激活政法传统中的有益要素作为批判

现代法治的丰富的养料,这样会迫使人们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法实践作为在批判资产阶级法

治中的有待挖掘和重新阐释的正面遗产。〔54〕

比如他在其娴熟的知识产权领域中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公共知识产权来批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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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参见冯象一系列关于《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冯象:《创世纪:传说与译注》,三联书店2012年版;冯
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三联书店2007年版;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三联书店2012年版;冯
象:《摩西五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冯象:“我是阿尔法”,载冯象:《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

176-222页。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载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1-

203页。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法学的历史批判”,冯象,见前注〔48〕,第28-46、

56-75、47-55页。
凌斌就试图从政法传统的角度出发,对《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进行了重新解读,参见凌斌:《法治

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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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强化保护的私有知识产权,〔55〕这大大激发了后来对这个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56〕同

样,“人民大学”被翻译为RenminUniversity或许可以一笑了之,但假如有一天“人民法院”或

“人民共和国”被翻译为Renmin’sCourt或 Renmin’sRepublic,我们还能笑出来吗? 〔57〕中

国法治建设的危险就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一支独大,若缺乏古典礼法传统和社会主义

政法传统的制约,就会变成一种不受约束的“资本-官僚-法治”的混合怪兽。也许到不了那

时,曾经对法治抱有幻想的大多数人就会发现他们在法治机器面前都会变成“新秋菊”。事实

上,在对《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的众多解读者中,只有在现代法治环境中生活的美国教授斯通

才能敏锐地意识到电影中的这种卡夫卡式的体验,才会说出“这个笑话就在我们(指美国

人———引者)身上。”〔58〕或许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冯象对法治不断制造“法盲”的批判,对

将法治营造为“织女星文明”般美好幻觉的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冯象的洞见。

四、“生殖”“香火”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

大多数学者对《秋菊打官司》的理解止步于揭示乡村习惯法与现代国家法的差异。而赵晓

力则进一步深入到秋菊的内心世界,俯身倾听秋菊想要的“说法”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那个地方

如此“要命”以至于秋菊竟然以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不屈和倔强不断撞击“法律之门”? 尽管在对

《秋菊打官司》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到了“地方性知识”,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吉尔兹所说的

“地方性知识”不是一套简单的权利界定和分类体系,其背后有一套完整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

的关于生活正当性的建构,即韦伯所谓的“意义世界”。〔59〕

(一)对“生殖”的信仰:尼采式的浪漫主义?

赵晓力的论文从秋菊所要的“说法”入手,不仅看到她所要的是村长“道歉”这个具体结果,

更看到其背后所要争的那个“理”。恰恰是这个“理”赋予人们在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中的行

为正当性。赵晓力非常清楚地指出,秋菊要的“理”说到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相互道歉和

谅解,其中不仅包括村长的道歉,甚至还包括秋菊的男人也要向村长道歉。然而,由于党委的

“缺场”导致秋菊被迫走向“打官司”的法律诉讼。而正是在司法诉讼所引入的法律多元主义的

世界中,赵晓力透过两套权利界定和话语体系而进入到古典与现代两个不同的意义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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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冯象,见前注〔42〕引书中关于“法盲与版权”“鲁迅肖像权问题”等篇章,第47-57、58-70页;冯
象,见前注〔48〕引书中“知识产权的终结”“知识产权与孔雀尾巴”等篇章,第28-46、56-75页。

参见李斯特:“个体独创论的解构与重建:基于《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的研究”,《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1-115页。苏力,见前注〔33〕,第99-118页。
冯象:“下一站,remin大学”,载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8-267

页。 
(美)斯通:“喜剧与文化”,胡海娜译,载陈颀等(编),见前注〔5〕。
参见(美)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收入梁治平(编):《法律的文

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3-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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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法的权力界定和话语体系中,法律关注的是“肋骨”受到的伤害,而这种侵权法的背

后乃是“一套关于‘人’和‘身体’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劳动力身体’的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已

经把‘人’建构成‘劳动着的主体’,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农民尤其是这样的主体,或者只能是

这样的主体。秋菊丈夫的身体,只不过是普遍劳动力的具体承载者。所以打击这个具体身体

无非是破坏普遍劳动力,法律重视肋骨的伤,因为是肋骨的伤让庆来气短,干不了重活。医药

费、误工费是对劳动力身体的补偿。这是用金钱这个普遍等价物,补偿那个受损的普遍的劳动

力。下身? 在秋菊看来那才是要命的地方,但相对于数量庞大,取用不竭的农村劳动力总量来

说,踢坏万庆来的下身并不造成劳动力的多大损失,法律完全可以对此视而不见。”〔60〕

这种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力”的想象就来自于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启蒙哲学,整个

世界乃是“力”的世界。正如我们在启蒙思想家霍布斯那里所看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物本质上

没有任何区别,人的认知、人的情感、人的想象乃至我们经常看作人与动物区别的道德、精神世

界的文化想象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力学的运动。唯有将人的行动理解为“力”,一种为荣耀、金钱

和权势牵引的力量运动,才会有自然权利、战争状态、社会契约、法治理论等等一切我们今天看

作是天经地义的普遍主义的权利法治论。〔61〕如果按照吉尔兹的理论,这种权利法治论也不

过是一个“地方性知识”,它也镶嵌在一种自然科学和西方启蒙哲学所建构起来的作为“公理”

的意义世界中。同样,秋菊之所以关注国家法所完全忽略的“下身”,并将这看作是“要命的地

方”,是因为这里涉及到“生殖”,而在生殖的背后乃是“命”,“是子孙后代,是命脉,是香

火。”〔62〕在赵晓力看来,这种信念背后乃是“对于生殖的古老信仰”:

显然,秋菊相信一种生命力的原始观念。而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歌颂的正是这种原始

的生命力。从《红高梁》开始,这就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在那部电影中,他问,

中国人还有没有种? 结果,在一帮做烧酒的土匪、寡妇———一些中国的边缘人那里,找到

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最终在一场与日本鬼子的殊死搏斗中迸发出来,证明中

国人还是有种的;在《活着》中,他讲述了一个最没种的普通中国人富贵,在经历了战争、革

命、运动,赌钱气死了父亲,在大炼钢铁中失去了儿子,在“文革”中失去了女儿,仍然顽强

地活着、并且鼓励别人活着的故事。这种生命力到了秋菊这儿,就体现在她一遍遍上访告

状的行动中。如果说秋菊是一个维权先锋,那么她要维护的,并不是什么她或她丈夫的个

人权利,而是一种普遍的生育的权利,一种对于生殖的古老信仰:破坏生殖是最大的犯罪。

在张艺谋的电影里,正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力,这种老百姓生儿育女的基本的本能(basic

instinct),让我们这个民族度过战争、革命、运动的劫难,也度过平凡日常生活中的消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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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第715页。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赵晓力,见前注〔60〕,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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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机。这是这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无法从总体上消灭的真正原因。〔63〕

若从文学角度看,赵晓力的论文写作与苏力的论文写作分别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苏

力善于以小见大,从个案入手以一种法庭辩论的风格与各种可能的不同意见进行辩驳,从而展

现出一个优秀法律人的敏锐、论理与修辞,而赵晓力却举重若轻,把一个重要的论述不动声色

地展现在一种简约、平淡的叙事中。这篇论文本身就是这种文学修辞的一个典范,从文章开头

到每个段落的标题乃至行文节奏和情绪控制,都展现出这种风格。然而,上面这段出现在文章

结尾的文字似乎破坏了文章整体的叙述风格,以一种罕见的激情展现出秋菊倔强、坚韧背后的

生命力量,并将其上升到支撑中国人渡过近代以来种种“劫难”的精神力量,一种如野草一般蓬

勃旺盛的生命力量。这种对自然、原始、旺盛、强劲、坚韧、精神充沛、生机勃勃的生死爱欲本能

的赞扬,无疑具有尼采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构成对“物的世界”———一个机械的、利益计算的、缺

乏情感的现代法治世界的强烈批判。

这种批判实际上构成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对18世纪启蒙思想的批

判。这种批判在法学理论中展现为历史法学派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法律不是人为制定

的,而是像语言一样在历史文化传统中自然生成的,法律不是对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而是对民

族精神的体现。〔64〕如果用赵晓力在文章结尾借助电影片头唱曲所展现的理论意涵来说,历

史中生成的生生不息的自然法才是“永恒的”,而通过意志而从西方移植的法律不过是“暂时

的”。“永恒”与“暂时”的对立乃是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中本体与现象、“存在”(being)与“变

化”(becoming)、“自然”与“人为”的对立。19世纪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与18世纪科

学理性的启蒙哲学争夺对“自然”的解释权,即究竟启蒙思想从科学视角理解的物化的自然是

“自然”,还是从土壤、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生命更加“自然”? 所谓“自然”究竟是科学视角下物化

的“死的自然”,而是历史视角下“活的自然”?

(二)批判法律运动的前史:浪漫主义与自然法的中国形态

如果从“生殖”本能的角度重新审视“自然”“习惯”“传统”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能不能将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传统习惯法看作是真正扎根大地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自然法”,而从

西方移植而来的国家法不过是“人为法”? 在这个法理学的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仅可以从德国

浪漫主义哲学和历史法学派那里找到这样的理论资源,而且可以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

理论大规模引入英美普通法的观念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观念。

就在苏力推动法律多元主义与批判法律研究的同时,同样持批判法律理论立场的邓正来

则致力于对哈耶克的研究。哈耶克在英美经验主义基础上对欧陆唯理主义哲学展开批判,从

而建构出“法”“立法”和“公共政策”的法律多元主义。其中,“法”就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习

·523·

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

〔63〕

〔64〕

赵晓力,见前注〔60〕,第717页。
关于历史法学派的相关论述,参见(德)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余履雪:《德国历史法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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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中形成的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法秩序恰恰是理性无法设计的,从而真正展现了自由

秩序,英美普通法就是这种自由秩序的典范。比较而言,“立法”基于“人为理性”的设计,其背

后是法国启蒙哲学中的唯理主义。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若立法不受到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

约束,则完全有可能走向自由秩序的反面,这恰恰是“变法”思想及唯理主义哲学思想面临的问

题。正是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与“人为建构的秩序”“法”与“立法”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哈耶

克建构了“普通法法治国”。在普通法传统中,习惯法、文化传统作为自生自发的“法秩序”无疑

属于“自然法”,它本身就高于人依据“有限理性”所制定的国家法。〔65〕而邓正来之所以倾力

研究哈耶克,恰恰是希望用这种英美传统中的基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来批判中国“变

法型法治”及其背后的唯理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

在“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秋菊的困惑”等论文中,苏力不止一次提到哈耶克的

“有限理性”,并用这个概念来批判国家立法的变法模式。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论思考贯彻到

底,那么苏力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多元主义秩序应该颠倒过来,即这不是“国家法”与“本土资源”

的对立,而是“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的对立。由此,我们不是希望人为制定的国家法如何照

顾到本土资源,而是用本土资源背后的自然法理念来批判人为制定的国家法。这恰恰构成了

英国普通法传统拒斥接受欧洲大陆的罗马法的法理依据。然而,在苏力开启的批判法律运动

中,不仅历史法学派的理论视角被遮蔽了,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法理论视角也被遮蔽了。在批

判法律运动中,几乎没有人试图从历史法学派乃至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中汲取批判国家法背后

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理论营养。

需要注意的是,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在德国曾经支撑着历史法学派对德国民法典制定中

主张移植启蒙思想下的“西方”法律传统(法国拿破仑民法学传统)的潘德格顿学派展开批

判。〔66〕然而,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最为强劲和盛行的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两

种思想在“文化热”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变成批判和摧毁中国古典传统和政法传统最强有力的

力量。这种批判在“新启蒙”背景下反而为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扫清了

理论障碍,以至于批判法律运动在九十年代兴起之际,在法学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

要理解九十年代以来批判法律运动的谱系,还必须理解八十年代批判法律运动的前史。这里

我们不详细展开对这段法律批判运动前史的讨论,但需要指出对后来批判法律运动产生深刻

影响的两点:

其一,浪漫主义与尼采主义在欧洲兴起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批判,而在20世

纪八十年代中国是作为“新启蒙”的一部分,为九十年代引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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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普通法作为一种“自然法”的论

述,亦可以参见 DonaldR.Kelley,TheHumanMeasure:SocialThoughtintheWesternLegalTradition,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Chapter10,pp.165-186.
关于这场论战,参见(德)萨维尼、蒂堡:《论统一民法对德意志的必要性:蒂堡与萨维尼论战文选》,

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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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法治论开辟了道路。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权利法治论本身将传统自然法理论转化

为自然权利理论,从而终结了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自然法作为一

种自然权利被当作一种“高级法”吸收到宪法中,并成为整个制定法体系中的公民权利保

护问题。〔67〕“自然法”概念在西方理论传统中已经丧失了批判力量而走向衰亡,由此自

然法与实定法的二元对立变成了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技术性问题。〔68〕在美国,这个问题

就变成司法审查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权利法治论在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它

本身就以“自然权利”这种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的。无论在八十年代西方法律文化对中

国法律文化的批判,还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对计划经济的国家政策的批判,本身

就包含着自然法的批判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苏力开辟的批判法律运动在理论上无法复兴自然法的理论传统,而

只能采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对“自然权利”这种包含着自然法绝对真理的

“大写的词”展开解构和批判。而在八十年代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梁治平逐渐放弃

了早期秉持的西方法律传统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批判态度,与主流的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分

道扬镳,进而在后现代理论基础上吸纳了历史法学派的思想,提出了“法律的文化解释”

理论,〔69〕从而基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对现代法律移植运动的变法思路展开批判,梁治平

的法律文化解释理论的转向实际上推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从而构成批判法律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梁治平思想转向的经典论文“法律的文化解释”发表于1994
年,与苏力提出“本土资源”和“秋菊的困惑”刚好处在一个时间节点上。而赵晓力十年之

后从“要命的地方”切入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生存意义,无疑回应了梁治平的“文化

解释”问题意识,接续了中国法律领域的文化保守主义命题。

其二,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实际上开启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思潮。

尽管梁治平和苏力秉持的理论立场和理论路径有所不同,但他们开创的批判法律运动从一开

始就建立在这种后现代解构主义立场上。梁治平在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立场上,更多主张历

史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而苏力在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立场上,更多主张功能主义和实用主

义。这种后现代主义虽然具有强大的批判和解构力量,但这种后现代的解构立场也同时包含

着自我瓦解的力量,从而无法为批判理论提供持久不变的尺度和准绳。而这恰恰也是邓正来

对梁治平的“文化解释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不满意的地方,他强调批判法律理论必须以

建构中国未来理想法治图景作为目标。因此,在围绕《秋菊打官司》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论的谱

系中,唯有冯象基于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理想图景能够始终秉持坚定不移的法律批判立场,而

这种理想图景的建构恰恰在于坚持“人人平等”这个朴素的自然法理念。当然,冯象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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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参见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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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理论诉诸自然法理念,毕竟自然法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而冯象恰恰强调人人平等乃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比较而言,苏力的批判法律理论也就展现为一种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个案

研究的“游击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受普通法训练所形成的针对法律职业群体发展出来的个

案思考习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秉持的“语境论”本身就反对任何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而采

取一种“后哲学”的解构主义立场。那么,如何理解赵晓力的这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批判法

律理论呢?

相信,今天的赵晓力并不满意这种诉诸生殖本能的尼采主义。需要注意的是,赵晓力在此

更多借着张艺谋的电影叙事展开自己的讨论。如果说回到电影文本,那么张艺谋早期一系列

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以及他所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本身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

想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批判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电影文本迎合并强化

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明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塑造了一个落后、愚昧、野蛮的中国。然

而,赵晓力恰恰是在这种落后和野蛮中读出了一个粗朴、自然、野性和充满生命力量的中国。

“礼失求诸野”。在中国文明固有的精神力量在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中被否定的时代,我们唯

有在土匪、秋菊这些乡村边缘人的身上才能看到残存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力量。这或许是赵

晓力试图借助尼采主义提供的一种新的批判意识: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意识重新进入

中国文明传统。

事实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赵晓力开始与他此前秉持的法律经济学立场以及后现代解

构主义的批判立场分道扬镳,转向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立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

后现代解构主义,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提供一个哲学尺度和准绳。而恰恰从1998年开始,

赵晓力加入其中的“福柯小组”这个“无形学院”在思想理论上完成了从福柯向施特劳斯的转

型,〔70〕赵晓力的研究也从过去的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转向对美国宪法、中国的生育、婚

姻和家庭制度乃至中国文明传统的研究,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文化”理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

哲学层次,即透过文化的表面深入到为中国文明传统提供价值尺度和整套政教体系的“经学”

和“礼学”层面,为批判法律理论提供整全世界秩序的尺度和准绳。

事实上,正是为了对大规模涌入中国人生活的西方文化寻找评判的价值尺度和秩序基础,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复兴,从而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化观照下的现代视角对中

国文化的批判转向了21世纪以来从中国文明自身价值尺度出发对西方文化推动下的现代化

进程构成批判。相应地,八十年代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文明传统转向了21世纪从“经学”

和“礼学”这些奠定中国人生存秩序的政教体系来理解中国文明。2004年被看作是推动“文化

保守主义”的“抬头年”或者“复兴元年”,〔71〕而就在2005年,赵晓力的这篇论文从中国传统中

对生育的理解来解读“要命的地方”。同样,正是在中国传统“礼学”提供的家庭伦理视野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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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参见赵晓力:“无形的学院”,《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1期,第14-15页。
“2004: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外滩画报》200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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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力对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进行了最为尖锐的批判,而近年来致力

于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吴飞也参与到这场批判之中。〔72〕

(三)何以“要命”:“香火”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

如果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看,要真正理解“要命的地方”之“要命”所在,可能恰恰需要进

入到中国人的整全世界秩序中追问“命”本身。因此,《秋菊打官司》中真正重要的概念乃是

“命”,既是人之“生命”,又是人之“天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命”无法在尼采主义的立场

上被理解为高扬野性的生殖本能,而是“生生不息”之“天命”,而“人命”乃是“天命”的重要环

节。具体到秋菊和村长,他们显然无法把生儿育女理解为尼采主义的狂野的生命本能,因为中

国文化不是源于日耳曼的原始森林中。在秋菊和村长的意义世界中,“生命”“子孙”后代与遥

远的祖先形成一个完整、生生不息的链条。秋菊和村长在这个链条上既是短暂的过客,又是不

可替代的重要一环。他们的生命意义就在于维系这个完整生命链条,而这个生命链条通过婚

姻网络的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扩展、循环往复的生命网络。这种生命网络

往小处看就是家庭和家族,往大处看则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命运共同体”。这个生生不息、不

断扩展和循环往复的生命网络,完全突破了西方哲学和神学中所预设的“阳光”和“洞穴”“彼

岸”与“此岸”“死”与“生”的二元划分。它既是哲学的,因为它始终是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的、

世俗主义的,但它又是神学的,因为它始终关注着生前死后、轮回与再生。更准确地说,我们根

本无法用西方的“哲学”“神学”这些概念来理解中国“经学”“礼学”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文明内在

的整全世界秩序。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生死如一的世界,一种出世与入世、经验与超验、理学与

心学融为一体的整全世界秩序。这才是秋菊和村长所共享的意义世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秋菊打官司》,整个故事始终是由“命”推动着向前发展。村长为什么

要踢秋菊丈夫的“下身”? 是因为秋菊丈夫看到村长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而且村长

老婆又做了结扎手术,就故意骂他“断子绝孙”。在秋菊与村长分享的这个意义世界中,秋菊丈

夫的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宗教意义上的恶毒诅咒,甚至比基督教中“下地狱”这样的诅咒更为

恶毒。因为“下地狱”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断子绝孙”不仅是自己的事情,更牵扯到整个家族

和祖先。村长没有儿子就无法维系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链条的延续,也自然丧失了自己的生

命意义,假如他们家族是一系单传,则意味着让他们整个祖先丧失了生命的意义。在这个生生

不息的生命网络中,因为一家“断子绝孙”不仅导致自己、而且可能导致祖先乃至整个家族无法

继续在整个生命网络中存活,并因脱离整个生命网络而彻底堕入无法再生的“虚无”。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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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需要注意的是,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批判是法学界与中国礼学界共同推动的,参见《文化

纵横》2011年第1期“保卫家庭”专题中的相关论文。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文化纵横》

2011年第1期,第31-34页;吴飞:“当代中国婚姻的价值缺位”,《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第35-38页;马
忆南:“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第45-50页;顾骏:“司法解释

与生活逻辑的背离”,《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第39-44页;强世功:“能动司法下的中国的婚姻家庭———
从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谈起”,《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第2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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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怕的,比“下地狱”更可怕,因为无法救赎,不可能轮回再生。因此,判断一个人包括自己

的祖先能否加入到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网络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没有“香火”。“香火”这

个词来源于承担着延续家庭生命责任的儿孙每逢节日给祖先上坟祭奠采用的上香和烧纸,由

此也就代表子孙后代生命的延续。而整个中国古代礼制中复杂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实际

上就是围绕“香火”展开的。没有儿子就必须要“过继”甚至“倒插门”,以确保“香火”不断。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骂村长“断子绝孙”是怎样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诅咒。正是这种恶毒

的诅咒让村长瞬加“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采取更恶毒的举动,踢向秋菊丈夫的下身,想让

他也“断子绝孙”。虽然事情起源于秋菊丈夫的恶毒诅咒,但秋菊丈夫不过是“言语”,而村长却

是诉诸实实在在的“行动”,况且秋菊丈夫是一个普通百姓,而村长是一个同时具有“私家”和

“公家”身份的德高望重的权威。因此,在秋菊看来,村长的举动完全丧失了无论是“公家”身份

的村长还是“私家”身份的族长都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和人伦责任,他从一个具有德

行高尚的权威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阴毒小人,由此才有了秋菊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说法”。

事实上,她要寻求的那个“理”也只有放在这个捍卫“香火”不绝、生生不息的整全世界秩序中才

能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秋菊打官司》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复仇故事。

我们只有理解“命”“香火”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某种宗教含义(也就是所说的“儒教”),才能

理解为什么村长宁愿接受法律惩罚也不愿意“道歉”;才能理解为什么村长提供的是一个“同态

复仇”的和解方案,让秋菊的丈夫也踢村长的“下身”;才能理解为什么村长只有在倾尽全力来

帮助秋菊生了“儿子”之后才获得救赎,彼此的复仇欲望得到大和解,村长瞬间变成了秋菊一家

人的“恩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礼崩乐坏时

代,西方“公理”在精英文化层面彻底摧毁了“天理”,〔73〕而现在又借助国家法无情地摧毁乡野

秩序中残存的“天理”。

因此,从秋菊的角度看,她所诉诸的绝不是学者们普遍理解的“乡村习惯法”。事实上,“乡

村习惯法”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清末法制改革导致礼崩乐坏的产物。恰恰是在西式国家法中心

主义的视野下,原本高于法律、在法律之上的“礼”就像失落的天使,一夜之间变成了低于法律、

在法律之下的“俗”(习惯)。从这个角度再看清末法制改革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论战乃至

民国时期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开展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我们才能体会这种悲剧性所在,即面对

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代,中国人如何努力将文明的薪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乡野的“习惯”中。

我们今天看起来流落乡野的习惯法,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原本属于“天道”“天理”或自然法。当

秋菊诉诸“公家”的精英体系来寻找这个“理”的时候,原本是希望用这种“天理”的自然法来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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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关于西方科学技术背景上的“公理”世界观取代中国古典的“天理”世界观的历史进程,参见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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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西方“公理”奠定的制定法体系,这难道不是一个西方安提戈涅式的或中国窦娥式的悲

剧? 〔74〕

事实上,所有人都明白秋菊所要的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理”,然而没有人试图把秋菊所诉诸

的“天理”理解为一种绝对的自然法,理解为可以用来挑战和批判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国家法的

正当依据和准绳,也没有人试图把秋菊理解为安提戈涅或窦娥式的悲剧英雄。当很多人将秋

菊“打官司”寻求天理的执拗看作是“个人性格”问题,唯有赵晓力在探寻为秋菊提供强大动力

的精神起源过程中似乎有某种暗示。这也证明奠定中国文明政教传统中的“天理”甚至在批判

法律运动主将们的心目中都不存在了。

事实上,恰恰是由于“天理”的死亡导致法律批判运动在现实中节节败退,批判法律理论面

对移植而来的国家法及其凭借法律职业支撑的法律教义学,最终沦为“社科法学”与“法律教义

学”之间的技术性对话。〔75〕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法律理论从它策略性选择后现代解构主义的

思考路径和理论工具开始,就已经埋下了今天衰亡的种子。批判法律运动往往借助西方19世

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来批判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整个论战的话语都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展开

的。而唯有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中国文明传统中“天理”的复活与再生,才能真正激活批判法律

理论的精神活力。这或许正是赵晓力目前努力的方向所在。

五、初步小结

电影《秋菊打官司》引发法律社会学的讨论已经有二十多年。提出“秋菊的困惑”的苏力毫

无疑问成为批判法律运动的开创者。他虽然在语言表达的修辞上非常激烈,甚至以左翼的面

目出现,但其批判实际上很温和,他批判的只是某一种特定的“法治”理论,却从来没有批判过

法治本身。相反,他始终强调法治是工商业社会或陌生人生活中必须要接受的治理术。苏力

的理论是后现代的,而他的理论主张却是现代性的。正是这种理论的两面性导致了其理论的

妥协性。他在线性史观基础上承认中国必须通过“超前立法”实现国家强大。用他在成名作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扉页援引的诗歌来说,“这才是根本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苏力表面

上是属于“新左派”,但却始终是民族主义者。他所主张的后现代理论可以对任何价值(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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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关于安提格涅与窦娥的悲剧解读,参见强世功:“文学中的法律:安提戈涅、窦娥和鲍西娅———女权

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探讨”,《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第29-43页。

2014年5月31日至6月1日,《法律和社会科学》编辑部、《法商研究》编辑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专门召开“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对话会”。《法商研究》为此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

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页;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
年第5期,第74-80页;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67-73页;谢海定:“法
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87-94页;邵六

益:“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1-119页;熊秉元:“论社科

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4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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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进行功能主义的解构,并最终将其还原为“实力”,从而成为现实主义、实

用主义甚至尼采主义。

在苏力开创的批判法律传统之后,形成了两个批判的高峰。一个就是冯象所代表的左翼

思考,即一种来源于左翼基督教传统(“保罗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混合,坚持以人人平等的

人类大同理念对右翼资本主义思潮展开批判,尤其是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帝国这个资本-权力

-法治综合体的批判。另一个就是赵晓力的研究中所隐含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一种基于中国

传统“经学”/“礼学”对于人类生存意义和秩序安排的阐述,对现代法治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念形

成批判。之所以说是两个批判的高峰,就在于他们是从不同的价值和精神层面上对中国朝向

西方现代性道路展开的批判。再后来,批判法律理论便开始走向衰退,凌斌虽然保持批判姿

态,但都已经在“和谐法治”的概念下进行妥协,而此后在章永乐和徐斌对《秋菊打官司》的研究

中完全放弃了批判意识并走向了综合,不仅在理论上消除中国古典传统的保守主义、左翼社会

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而且在法治秩序建构中试图调和、综合并安顿这三种秩

序传统。〔76〕我们要理解批判法律理论从批判走向综合的历程,必须将其放在这二十多年中

国迅速崛起的历史背景下,甚至放在近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政治场域中,因为学术场域的变

化与政治场域的变化原本就是密切关联的。然而,这种综合并不一定意味着法律批判运动的

结束,反而需要在重建法律多元主义的基础上,重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将批判法律理论

推进到新的时代。〔77〕

在批判法律理论从批判走向综合的这二十年中,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曾经作为一种移植的

异质要素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判法律

运动的衰退似乎证明了法律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的“变法模式”或“超前立法”的正当性。也许正

是预见到了这种现实的后果,法律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很少在理论上认真回应批判法律理论。

或许他们从一开始就将其目标锁定在对现实制度的改革和安排上,而非思想理论的表述上。因

此,他们更乐于占领面向大众的公共舆论,更乐于将权利主义法治理论塑造为与权力和制度纠缠

在一起的大众意识形态,始终缺乏动力和能力来回应批判法律理论,缺乏思考如何建构美好秩序

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尽管围绕《秋菊打官司》形成了一个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但它在法学界乃

至更大的法律职业界始终是极少数学者讨论和关注的话题,以致批判法律理论在法理学中始终

处于边缘地位,成为少数人的理论事业。这无疑是民主时代的一种常态。毕竟,并非每个人都能

理解批判法律理论的关切所在,并非每个人都具有朝向美好秩序的心性。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当移植的西方法律成为完善中国法治秩序的丰厚质料时,唯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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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参见徐斌:“教化权、官员伦理与秩序变迁:以《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为分析对象”,载强世功主

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78页。章永乐:“从秋菊到 WTO:反思国际

战略选择与国内法律秩序演变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8-35页。
相关讨论参见强世功:“告别国家法一元论:秋菊的困惑与大国法治道路”,《东方学刊》2018年冬季

号(总第2期),第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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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运动所展现出的批判反省意识及其指向探索美好生活方式的思考和洞察才能真正为中国

法治秩序的未来发展赋予形式和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治建构过程中三种法律传统在

多元主义法治框架中的融合绝非意味着批判法律理论的衰亡,而是表明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

出发。批判与其说指向现实,不如说指向未来。批判法律理论必须始终基于中国法治的历史

经验对各种法治教条主义展开批判,基于政法传统中鲜活的政治伦理对法治机器中的技术官

僚主义展开批判。“苟日新,日日新。”批判法律理论所激发出来的活力和力量不断推动法治实

践和法治理论的创新,将为中国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生机勃勃的向上动力。

Abstract:Differentfromthepopularperspectiveapproachof“lawandliterature”,thispaperat-

temptstore-examinethelegalstudiesscholarshiponthefilmtheStoryofQiujufromtheperspectiveof

criticallegalstudies,soasaimingtoinvestigatethegenealogyofcriticallegalstudiesinChina.Professor

SuLiisthefirstonetostudythisfilmandcareaboutthe“confusionofQiuju”soastocriticizethemain-

streamwesternuniversalistviewoftheruleoflawinChina.Heinsistedadvocatedlegalpluralismandle-

galfunctionalismtotheruleoflaw,hopingtoconstructanewkindoftheruleoflawwith“localre-

sources”inChina.Sincethen,theinterpretationoftheStoryofQiujuformedtwotheoreticalpeaks

campsincriticizingmainstreamwesternuniversalistviewoftheruleoflawinChina.Oneisprofessor

FengXiang̓scriticismfromtheleft-wingpositionofChristiantheoryandcommunisttheory,inwhichhe

criticizedlegaltransplantationinChinaasbuildingaprovinceoftheglobalcapitalistempire.Theotheris

pProfessorZhaoXiaoli̓scriticismfromtheconservativepositionofChineseclassicaltradition.Hecriti-

cizedthattheruleofwesternlawinChinahasdestroyedingthemeaningoflifeandthewayofliving.On

theonehand,thispaperattemptstoprovideaninternalclueforthinkingaboutthedevelopmentoflegal

theoriesinChinainthepast40yearssincethebeginningoftheageofreformingandopeningupopening

andreform;ontheotherhand,italsohopesattemptstopromoteChinatoexploreanewdevelopment

pathofruleoflawandbuildanideallegalorderwithlegalpluralismfo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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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编辑:章永乐)

(技术编辑:孙竞超)

·333·

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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