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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错误法社会学”

  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与启示

泮伟江*

摘 要 多数法社会学理论以揭示与批评法律实践中规范与事实的断裂与偏离为己任,

方法论上属于“错误社会学”之一种,可以名之为“错误法社会学”。“错误社会学”预设了本体

实在论的观念,即认为社会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的“如其所是”的存在,却因此导致了一系列方

法论的困境,尤其是无法观察以“认知”与“规范”形式存在的社会事实。通过借鉴胡塞尔的意

识现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并进一步借助系统论、控制论、生物认识论和信息论等交叉学科研究

的方法予以综合与改造,卢曼提出以“意义”概念作为社会学的基本范畴,进而建构出一套全新

的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的体系,并将其适用于法社会学研究领域,从而克服了“错误法社会学”

的方法论困境,不但使得用社会学方法将“规范”作为事实进行观察得以可能,还进一步通过揭

示世界的复杂性与偶联性,改变了我们观察和描述社会事实的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从社会演化

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与社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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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关于法社会学研究,恐怕没有人会对如下的定义表示异议:法社会学研究是将法律当作

“社会事实”进行的研究。许多人在理解这个定义时,往往都将“社会事实”理解成某种“如其所

是”(whatthereis)地预先存在的事实。因此,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将此种预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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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客观地描述出来。社会事实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学研究采用的概念与方法。早期的法

社会学正是在此种社会学思想的刺激下产生的,因此它尤其注重区分“规范意义的法”与“事实

意义的法”,并在此基础上对那些无法体现在人们日常行动中而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法”进行

了无情而又尖刻的揭露和嘲讽。〔1〕

然而,法社会学要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某些法律之不具社会

实效性进行揭露与批评,它还必须从正面描述和说明,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律究竟是什

么,它的内部运作结构是什么,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对出错和扭曲时候之法

律是什么的观察和描述,并不能取代对处于正常运作状态的法律是什么的观察和描述。

对作为真正科学的法社会学研究来说,后者具有远比前者更大的重要性。然而,恰恰在

正面描述作为一种规范而存在的社会事实方面,传统法社会学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论

困难。传统法社会学一直无法在方法论层面发明合适的工具,对作为一种“规范”存在的

法律进行正面的描述,而只能在某些法律规范难以贯彻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动的情况予

以揭示。〔2〕就此而言,社会构成学派在批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时提出的“错误社会

学”概念也适用于传统法社会学的研究。所谓的错误社会学,主要是指知识社会学往往

“只有在必须对非理性或者非逻辑观点的产生做出解释的地方才将社会原因考虑进来”,

却无法“当一种观点与一种理论的内在逻辑理性而有效地相契合时”,对作为社会事实存

在的知识生产机制做出社会学描述。此种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因此“就沦为了一种揭露或

者也仅仅是确认社会思想扭曲的社会学”。〔3〕类似的,传统以揭示规范与事实之偏离与

分裂为己任的法社会学研究称之为“错误法社会学”,恐怕也并不为过。

迄今为止主流法社会学研究的旨趣和成就仍停留在“错误法社会学”的研究层次。

以本体实在论世界观为预设的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无法在概念与方法层面对诸如“认

知”“规范”等类别的特殊社会事实做出有效的观察与描述。这是传统社会学理论在基本

范畴与方法论层面的内在困境。显然,此种困难已深深地阻碍了法社会学研究对“法律”

这种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基本的事实的研究进展。甚至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法社会

学的学科地位———法社会学研究在法学与社会学两门学科中已然处于某种双重边缘的状

态中。〔4〕法学的专业门槛高也不能成为借口,因为医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专业门槛比法

学高得多,至少作者听说过当代好几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转行而成为法学家的例

子,却几乎没有听说过当代的法学家转行成为科学家的例子。但医学社会学或者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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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研究,都比法社会学研究要繁荣兴盛得多,也要卓有成效得多。

目前看来,早期社会学将“社会事实”看做是某种完全客观独立的,仅仅是有待于研

究者去发现的“本体实在论”的观点是不恰当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建立在“预先给定

世界”(vorgegebeneWelt)假设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已经饱受质疑。例如,20世

纪50年代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等人通过著名的“青蛙实验”就表明,在青蛙视角中观

察到世界与我们人类视角中观察到的世界之间就存在着重大而实质性的差异。〔5〕脱离

观察者所依赖的特定观察视角与观察体系而谈论世界“如其所是”的客观性往往是靠不

住的。这就促使我们重新反思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方法论的问题,并将社会学研究

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前提假设之上,即“无论是概念还是世界都不能被看

作是给定的”。〔6〕

本文旨在介绍卢曼法社会学在相关问题的严肃探索与尝试。卢曼借鉴胡塞尔现象学理

论,直面世界的“偶联性”与“复杂性”问题,重新反思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不再将世界想

象为一个“有待于去发现的给定实体”,而是将世界理解成一个“偶联的”,包含着无限复杂性的

有待于去化约的复杂整体。在此基础上,卢曼将“意义”设定为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与描述社会世界的理论可能性。〔7〕

卢曼围绕“意义”的概念所构造的社会学方法论,一经提出,便在德国社会学界引发热烈而

强大的反响与讨论。哈贝马斯与卢曼围绕该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成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

会学界最重要的一场争论,构成了德国社会学理论复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与影

响之深远。〔8〕这样一套全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对法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

响。卢曼本人就用此种方法论范式,围绕法律的社会功能这个核心主题,发展出一套严格而系

统的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理论,在观察与描述现代法律系统的功能与内部结构等方面,均具

有精彩而独到的贡献。〔9〕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法社会学所面临的

基本方法论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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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界定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卢曼对法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是从对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开始的。众所周

知,社会学的学科创立,最初是受到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刺激,强调自身实证研究的特性,认为社

会学乃是对“社会事实”的经验性研究。通过对社会事实的强调,社会学就将自身与建构性的

“社会契约论”传统区分开来。但同时,从这门学科创立伊始,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的问题,

就充满了各种困难与争议。首先,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涂尔干与韦伯都认识到,社会事

实并不纯粹是人的“行为”,否则社会学就陷入了“行为主义”的窠臼。同时,如果社会学的任务

仅仅是收集大量个体行为的数据,并进行某种统计学的归类与总结,社会学就不过是统计学的

某种应用。因此,社会学创立伊始,就认识到“社会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行动的意义问题

联系在一起的,而意义难免就涉及到人的主观精神世界问题。因此,涂尔干在界定社会事实

时,强调“社会事实”拥有的“内在强制”的特征与属性。〔10〕这同时也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区

分“社会的”与“心理的”之间的差异,或者说,社会学在何种意义上与心理学是统一的,在何种

意义上又区别于心理学。这就涉及到社会学的第二个特征,即社会学更强调主体间性的特征。

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已经强烈地包含了主体间性的维度,〔11〕西美尔的“社会几何学”则突出

“关系”的概念。〔12〕但社会学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具有高度的

情境化特征,同时纯粹个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无法构成抽象与宏观意义的“社会”。社会学也不

是群体心理学。社会学不同于群体心理学之处在于,社会学意义的主体间性,并非源于主体本

身,而是相对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就此而言,社会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心理学,就在于“社

会”具有某种相对于“个体”或者“群体”的独立性,否则社会学就很难独立于心理学,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这种难以界定性,对“法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当我们

将“法律”界定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时,我们究竟指的是何种类型的社会事实? 如果我们将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人的行动的话,那么法律似乎是某种引导或者约束个人行动的规则,

因此并无法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对象。〔13〕就此而言,就像不存在着一门以“道德”为研究

对象的“道德社会学”一样,也并不存在着“法律社会学”,而仅仅存在着“受或者不受法律影响”

的社会行动的社会学,也即研究行动是否受到了法律与规范影响的社会学研究。如此一来,社

会研究变成了某种发挥“验证”功能的技术工种。这毫无疑问是社会学的堕落,因为它不再关

心“社会的构成”这个社会学原初与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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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与成果,〔14〕卢曼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做了非常精彩与

出色的分析。现象学的精髓是“回到事实本身”,而回到事实本身的关键,则是通过“现象学还

原”,发现那真正“本质直观”的“现象”(事实)。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一方面并不认同将一切内

容,例如数学、逻辑等问题的基础,都还原到个人的心理体验之中,〔15〕同时,现象学也不认为

科学与逻辑等问题是独立于人类的某种现成的东西。胡塞尔认为,一切纯粹科学的真正前提,

一定还是会“涉及到它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而这个主体是活在一个生活世界里的,与原本的

生活情境是息息相关的”。〔16〕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看,真正的科学,既不是脱离人的精神的纯粹的客观外在的物理

学,也不是纯粹从人的个体主观心理出发的心理学,而必须是人与世界交往的现象学。这种既

非心理学现象也非物理学现象的人与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现象,就是现象学所强

调的“事情本身”,它构成了包括心理学与物理学等一切科学的本源与基础。现象学的一切方

法,都是用来直观此种“显现出来的现象”本身的。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从传统的社会学方法论的立场来看,人们也许会说“天是蓝的”,或者

更学术化地说,“天如其所是地是蓝的”。此种判断和观察的问题是,它隐藏了“观察者的位

置”。所以,根据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看见天是蓝的”,或者更严格

的说法是“那叫作天的东西呈现在我意识中是蓝色的”。这个时候,“天”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我

的意识之外的,某种“如其所是”的对象,而是在我的意识与“意向对象”共同作用下,在我的意

识中涌现出来的东西。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共同建构起了现象世界。所以,“现象学排除一切独

断和设定,只认可在意识中所呈现的东西并进而描述呈现之物在意识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意识

在呈现之物得以呈现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17〕简单地说,意识并无法在独立于意识之外的

世界与意识所认识的世界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与乔治.斯宾塞∙布朗由运作而产生的形

式理论是一致的,〔18〕所谓的外在现象和内在自我的区分,其实不过是意识内部所做出的一种

指涉而已。现象与意识的区分,本质上不过就是意识内部所做出的的自我指涉与异己指涉的

区分。〔19〕

胡塞尔关于意识现象的此种构成理论,给了卢曼社会学研究很大的启发。显然,我们都同

意社会学的观察对象是人。但社会学究竟观察人的哪些方面呢? 传统的社会学往往将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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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对卢曼的影响,参见 ArminNassehi,LuhmannundHusserl,in:OliverJahr-
aus.ArminNassehiu.a.Hrsg.,LuhmannHandbuch:Leben-Werk-Wirkung,1.Aufl.,2012,S.13-18..

对此,可以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的相关阐述:(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7页。
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

页。
方东红:“意识与时间: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

NiklasLuhmann,DieNeuzeitlichenWissenschaftunddiePhänomenologie,1.Aufl.,1996,S.31.
NiklasLuhmann,a.a.O.,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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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理解成是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观察,以区别于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状态的观察。而胡塞尔

的现象学则启示我们,人类的经验生活本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与世界遭遇,并且形成人类对世

界认识的过程与结构。在此种人类经验现象生成的过程中,如果最后选择(即复杂性化约)形

成的结果被归因为“环境”,则此种选择就是“体验”(erleben),如果最后选择形成的结果被归

因为意识的运作,则此种选择就呈现为人类的“行动”(Handeln)。〔20〕所以相对于人的行动而

言,由人类意识与世界遭遇所涌现出来的“意识现象的结构”乃是更为“本真”的“现象本身”。

任何行动,都必须被放到此种“经验的秩序形式”(也即意义)的基础和框架中,才能够被发现其

真正的内涵。如果我们对人类意识现象世界的结构与形式缺乏理解,那么我们其实也就不能

正确的观察和理解人类的行动。反过来,即便是雪花、餐具、财产、资本主义等,虽然并非人类

的行动,但也有可能在意义的框架中显示出它的意义,从而成为社会学考察的对象。需要注意

的是,社会学考察这些事物,并非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如其所是”地对它们进行描述,而是考

察它们在意义框架中呈现出来的意义关联性。〔21〕例如,15英寸等雨线对于我们理解和考察

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而言,往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与关联性。

在此基础上,胡塞尔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将人与世界“打交道”的现象,进一步扩展到人与

人互相“打交道”的本源性现象,从而提出了作为前科学阶段的“生活世界”的观念。〔22〕胡塞

尔在现象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此种“生活世界”的理论,恰恰是卢曼法社会学思考的出发点。

在卢曼看来,此种现象学意义的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所显现出来的现象,同时构成了“心理学”与

“社会学”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基础。用卢曼自己来说,这是

一个“前心理学和前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对心理学还是对社会学而言,通过澄清这个

研究领域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与机制”,意义重大:“在这个领域中,为满足秩序需求而存在的法

律的起源问题也可以得到澄清。同时,法律生产的结构和过程的基础也只能在这一领域中寻

找”。〔23〕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心理学与社会学构成了在这一现象学基础上成立的两个并

列学科。或者说,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虽然各自独立,但在这个“前心理学和前社会学的研究

领域”,二者又是统一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此种统一性,是一种功能的统一性:也就是说,

无论是心理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将它们放到此种“前心理学与前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观看的话,

它们其实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卢曼借助于胡塞尔现象学形成的第二个重要的洞

见,那就是卢曼关于世界的复杂性与偶联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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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lasLuhmann,(Fn.6),S.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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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与世界的复杂性和偶联性

卢曼关于意义、世界的复杂性与偶联性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

刺激与启发,但同时又不局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众所周知,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发生过

转折,其中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静态的现象学(staticphenomenology)研

究阶段,着重揭示先验主体性的规则结构。“回到事实本身”就是这个阶段提炼的方法论准则。

卢曼关于“前社会学与前心理学”研究阶段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胡塞尔静态现象学研

究的启发。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24〕的考察开始,胡塞尔开拓了所谓的发生现象学(genetic

phenomenology)研究阶段,着重处理意义的起源与发生的问题。〔25〕卢曼关于意义的理解,与

胡塞尔身前最后审定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经验与判断》〔26〕中的“经验的视域结构”理论有着非

常密切的关系。〔27〕在胡塞尔看来,任何的经验与认识活动,从最开始,就是处在“世界”之中

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世界并非我们日常理解的那种已经给定的,外在于主观的,纯物

理的外在世界,而是与我们“内在相关的、事先就潜在地隐含着你的知识的可能性的世

界。”〔28〕也就是说,在胡塞尔那里,世界就是一种“总是包含了进一步可能性的无限视域”,〔29〕

因为视域总是“对任何现成者的超出”。〔30〕

举个胡塞尔曾经举过的,也不断为现象学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听音乐的例子,也许能够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思想。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延续

的美妙音乐。但如果只有外在的客观时间,那么实际上更符合所谓自然科学的“事实”应该是:

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我们都听觉都能够“感知”到“一个声音”,但这些“一个个声音”应该是

“彼此独立”的“声音”,那么我们听到的应该是许多不同的声音的集合,而不是像我们感受到的

是“抑扬顿挫的旋律”。〔31〕我们之所以听到的是一段连续和美妙的音乐,而不是各种不同声

音的断断续续的集合,主要就是因为内时间意识在发挥作用:

当一段音乐出现时,我们首先听到了一个音符a,在现象学里这被称作是原印象,随后,

“一个新的音符x进入我的感觉,这是新的被给予对象,它对应于我的意识中的新的当下,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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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把握地说,‘我眼下体验到的是x’”。〔32〕但原先的音符a并没有消失,而是“滞留”下来,

变成了音符xa。一方面,音符xa不再是当下,但它也不是过去,仍然被包含在当下,因此“滞

留”与“回忆”是很不同的。更进一步的,作为当下的对作为“过去之当下”的音符x的感知不但

包含着对音符xa滞留的感知,同时也对“未来的当下”的音符y也保持着开放,因为它预期了

音符y的到来,胡塞尔称之为“前摄”。〔33〕

胡塞尔关于声音现象学的此种细致入微的区分表明,一个感知行动,并不仅仅包含着对当

下出现之感知对象的感知,它事实上包含着“滞留”、“当下”和“前摄”三个时间维度的感知。如

果我们仅仅用“实证主义”的眼光,看到当下出现的对象,而将“滞留”与“前摄”的维度排除在

外,则我们并不能完整客观地把握“当下感知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现象世界”。因此,我们可以

说,世界并非是当下现存事物的简单罗列,如果我们把观察者与他对世界的观察也包含在世界

之中予以考察的话,则世界其实同时包含着“过去”、“现代”和“未来”三个维度,过去,作为“已

发生的当下”,未来,作为“未来的当下”,都同时参与到了“当下世界”的建构之中。因此,我们

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够将三个时间维度都包含于其中的社会学方法论。由于未来的因素通过

“预期”的方式介入到对当下世界的建构中,而预期同时又意味着“失望”的可能性,所以未来很

可能以与“预期”不一致的方式带来,从而带来“惊讶”———这一点总是无法被排除的。“视域”

的概念由此就被引入了发生现象学。

所谓的“意义”,就是胡塞尔所揭示的此种“人类经验的秩序形式”。如卢曼所说,意义就是

“当下正被实现者与可能的视域之区分,每一个正实现者总是导向与此相关之可能性的可见

化”。〔34〕意义的特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即每一个当下正被实现的,都无法持久永存,而只能

是通过关联即将到来的诸种可能性,才能够真正获得真正的意义。〔35〕所以,卢曼给意义做了

如下定义:

“所谓有意义这件事指,一旦任何一个当下逐渐消逝,稀释,因自身的不稳定性而放弃实在

性,可连接的某个可能性能够并且必须被当作紧接着的实在性而被选择,实在性与可能性的区

分允许一种时间上相替换的运作,并且因此形成一种各自围绕着诸可能性指引的实在性的过

程化。因此,作为一种自我推进(通过系统而可被条件化)的过程,意义是实在化与可见化,以

及再实在化与再可见化的统一。”〔36〕

胡塞尔在发生现象学中所做的此种关于“意义”的起源与发生过程的现象学考察,尤其是

胡塞尔关于“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描述,给了卢曼极大的刺激与启发。在卢曼看来,胡塞尔的意

识现象学最大的启示在于,它指出了,任何的经验的实在性都以“它的其他可能性的超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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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特定时刻充溢于经验之中的“既定经验内容”,必然不可避免地指向此

时尚未实现的,但却是超越自身的某些其他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是“自我超越的指涉”

或“经验固有的超验性”,它构成了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37〕简单地说,一旦我们将观察者与

观察对象同时纳入考察范围,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并非是一堆“死”

的“物体”的静态的罗列,而是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和流动的现象世界。这就好像我们观察

某个人时,不但他当下的表现,而且他过去的表现,以及他对未来的预期,都需要被包含进我对

他的观察之中。

这是胡塞尔对卢曼理论特别有启发的部分。卢曼也有不同意胡塞尔的部分。例如,胡塞

尔的现象学是一种“超验现象学”,其超验性主要体现在它预设了“超验主体”的存在。因此,胡

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虽然很有启发性,但它对意义的理解仍然是“参照主体来澄清意义的概念,

并通过主观意图来定义意义。”〔38〕这给社会学研究设置了根本性的困难,即便胡塞尔自身的

“生活世界”概念,也很难彻底克服此种“作为孤独个体”之“超验主体”所带来的困难。胡塞尔

超验主体现象学因此存在着许多内在的困境与自相矛盾之处。〔39〕

卢曼采取的理论策略是,用更高分化性的分析工具替代了主体,在这种理论分析工作中,

功能与系统的概念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40〕在此基础上,卢曼关于意义的分析,就超越了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层次,变成了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功能分析的理论。〔41〕此种理论策略

首先分析意义的功能,随后便可以发现,此功能的满足预设了意义构成系统(meaning-consti-

tutingsystem)的存在。此种意义构成系统本质上乃是一种“意义综合体”,既可以指心理系统

(这部分是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着重研究的),同时也可以指社会系统(这部分是卢曼的社会系统

理论着重研究的)。

如此一来,不但“心理学”与“社会学”在一种“前心理学与前社会学的统一基础上”统一起

来,同时“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甚至“生理系统”,都在一个具有更高抽象层次的“自创生系

统”中统一起来。卢曼因此也对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提出了批评。卢曼尤其批评了胡塞尔

1935年5月7日以77岁高龄在“维也纳演讲”中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论断,指出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未追随胡塞尔对科技的批评,现代技术已与胡塞尔当年的理解完

全不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交叉学科研究,在一个更高的抽象

层次上解释和说明了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研究的许多成果,例如胡塞尔对“意识的运作性”与“意

识运作的基础结构”的揭示,同时也超越和突破了胡塞尔“超验主体”的研究范围,从而使得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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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超验意识现象学变成了“自创生系统理论”的一个特例。〔42〕

例如,卢曼认为现象学与控制论(cybernetic)就可以在更抽象的层次统一起来。类似于胡

塞尔现象学中意识/现象的二元结构及其关联的根本性,控制论将自我指涉/异己指涉的区分

及其关联看做是根本的。在控制论中,自我指涉主要是指系统的反馈回路(feedbackloop),而

异己指涉则主要指“目标导向的行为”(goal-orientedbehavior)。系统的运作则被看做是一

种递归性的信息处理的过程。由此时间因素被导入系统的运作之中,从而形成系统运作中过

去(记忆)与未来(在区分两侧震荡的可能性)的维度。〔43〕这就意味着,系统只能通过自我指

涉性的运作,形成对“世界”的认识(异己指涉)。也就是说,系统并不能在“如其所是存在的世

界”与“系统所认识的世界”之间做出区分。〔44〕

综合卢曼对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继受与批评,我们可以说,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对我们理解

意义系统最大的启示是,它揭示了所谓的“实在”,其实不过是意识系统运作的结果,而意识系

统的运作,本质上乃是一种区分的形式,即实在/潜在的区分与标示。所谓“回到现象本身”,并

非是回到某种客观的和给定的“实在本身”,而是回到意义系统(在胡塞尔那里是意识系统)之

运作及其超验基础本身,因此,现象学的洞察力并非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告诉我们,“实

在本身就是意识运作的一部分,作为意识的意识,也即,意识到意识运作的意识”。〔45〕

由此可见,“经验自我负担其他可能性展示了偶联性与复杂性的双重结构”。〔46〕由于任

何经验的过程,都在已经实现的认识之外,还包含着视域,也就是其他经验与认知的可能性,因

此,世界是复杂的。而由于经验的过程总是动态的,因此一个经验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下一个

经验的过程。“在即将到来的下一步体验中,被指向的可能性总是有可能与期望中的可能性不

一致,”〔47〕这就是卢曼所理解的偶联性。所谓的偶联性,就是既非必然,又非完全不可能的中

间状态,某种根本的“非决定性”(indeterminateness)。由于经验的过程总是动态的和不断进

行的,而世界又是复杂的,所以就存在着被迫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强迫性。而由于偶联

性的存在,则选择就有可能会遭遇到“失望”的风险。

此种“意义”概念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揭示了人类经验秩序的内在结

构,从而防止或者说克服了旧社会学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即“将世界收缩至特定的每一个行

动决定经验的意识内容”。〔48〕同时,卢曼也进一步指出,关于意义系统运作过程和结构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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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表明人类经验秩序中拥有的“特定的否定能力”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一种意义过程和结

构中呈现出来的“实在性”,都是通过对伴随而生的“其他可能性”的否定而实现的。尽管如此,

否定同样也可以被运用到自身,从而实现“否定之否定”。这意味着,在意义过程的某一刻中,

虽然其他可能性被暂时地否定了,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资源被储存了起来,因为“否定之

否定”的存在,也有可能对这些暂时被否定的其他可能性予以重新激活,并使其成为另外一个

时刻的现实。这就是“否定的反身性”。〔49〕

否定的反身性同时又依赖和支持普遍化,即某一刻对某种可能性的肯定(即使之“实在

化”)同时也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可能性的普遍否定。这意味着,肯定与否定一并地参与到了对

经验实在之确定的界定与支持之中。〔50〕

这就给社会学重新理解“经验”概念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与方法论根据。在主流的社会学

研究传统中,经验被看作是某种本体论式的既存实在,因此可以用数据和证据予以证实与验

证。但是,如果我们将意义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并在意义概念所规定的范畴中理解经验,

则经验不过是一种不断进行的对意义构成的实在的重新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被经验的实在

性本身必须被放到暂时被否定的诸多其他未被实现的可能性的视域之中,才能够被理解。因

此,意义是正在进行中的经验性过程的前提条件。〔51〕

因此,社会学就必须脱离主体概念的框架,将“可能性客观化”,从而使得可能性“被在事情

本身中被看到”。〔52〕也就是说,“世界必须被并非从任何特定的视角出发地秩序化,但仍然以

一种方式使得我的经验中下一个视角的选择不用承担过度的困难,甚至被建议给我”。〔53〕这

就使得意义显现为“可能性之复杂性的同一性”。〔54〕卢曼指出,同一性的意义可以承担化约

经验复杂性的功能,通过否定的分化,使得世界呈现为多个互相独立的经验维度,即事实的维

度、时间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55〕所谓事实的维度,就是通过否定的方式,确认是此物而非

彼物。〔56〕所谓社会的维度,主要是指不同经验主体相互之间的非同一性,也即不同视角之间

的可交换性。〔57〕而时间的维度则是经验主体之间的经验的同步性,即“没有人能穿越到他人

的过去或未来”,因此就可以确保“所有的可能性存在于未来而非过去———而这对所有人都是

可能的”。〔58〕由于伴随着实在的未被实现的诸多可能性在共同的未来是有可能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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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NiklasLuhmann(Fn.6),S.35-39.
NiklasLuhmann(Fn.6),S.35-36.
NiklasLuhmann(Fn.6),S.31.
NiklasLuhmann(Fn.6),S.47.
NiklasLuhmann(Fn.6),S.47.
NiklasLuhmann(Fn.6),S.48.
NiklasLuhmann(Fn.6),S.48.
NiklasLuhmann(Fn.6),S.48-50.
NiklasLuhmann(Fn.6),S.51-53.
NiklasLuhmann(Fn.6),S.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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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又导致了面向未来的预期的问题,以及预期失望后产生的失望问题,以及在失望的情

形下学习或者不学习等一系列问题。

三、作为一致性一般化的规范性行为预期的法律

卢曼通过借鉴与超越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洞见与成果,围绕着“意义”概念所发展出来的

一整套概念与方法论系统,为在一种全新的视野下观察作为“复杂巨系统”而存在的现代法律

系统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我们下面就结合卢曼法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此予以概要的

介绍。

如上所述,在社会生活世界中,意义被分成了三个维度:事物维度、时间维度、社会维度。

事物的维度,对应着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时,在我和

世界之中所喷涌出来的诸种“现象”并不是空的,而是“意有所指”的,有意向性的;〔59〕时间的

维度则意味着,我们的经验永远是动态的,是一个经验紧接着下一个经验的,因此也是一个选

择紧接着下一个选择的。每一个选择都面临着由视域构成的多种可能性,当一个选择完成时,

紧接着下一个选择同样面临着多个选择的可能性;〔60〕意义的社会维度则意味着,由于自我与

他我同时存在,而自我与他我的诸种预期,不但无法同时得到满足,甚至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自我预期的满足,很可能意味着他我预期的失落。因此意义的社会维度就意味着在诸多的预

期可能性中进行区别对待,选择其中的某种预期,将其作为共识予以支持。

由于经验现象的意义构成,以及世界的复杂性与偶联性,经验与交往过程中的失望现象就

在所难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是“前心理学”的阶段,因此“失望”也并非是一种“心理

现象”(虽然它确实同时包含着心理现象),而是指做出选择时的“预期”与选择做出后的结果并

不符合这一客观现象。〔61〕当然,这里“预期”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在“前心理学”

阶段做出选择时对选择结果的“预先估计”。由于人类概念认知大多数停留在心理学阶段,同

时由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都在“前心理学与前社会学”阶段被统一起来,而这个阶段是前概念化

的阶段,因此不得不从心理学中借用某些具有统一性的概念。〔62〕

当然,在意义的社会维度中,由于双重偶联性问题的存在,失望的问题要比上述的情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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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NiklasLuhmann,(Fn.27),S.93.
NiklasLuhmann,(Fn.27),S.93.
卢曼,见前注〔2〕,第71页。

NiklasLuhmann,(Fn.6),S.29;NiklasLuhmann,(Fn.27),S.93,尤其是卢曼在该页注释3中的

说明与解释。许多学者,包括德国法社会学领域非常著名的学者,由于欠缺此种现象学的眼光与训练,往往会

困惑于这一点。例如,柏林自由大学法社会学教授 HubertRottleuthner就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表达了此种困

惑。参见:HubertRottleuthner,“APurifiedSociologyofLaw:NiklasLuhmannontheAutonomyoftheLegal
System“,Law &SocietyReview,Vol.23,No.5,1989,p.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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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杂一些。〔63〕在社会领域中,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另外一个主体,即他我。所以自我与他

我在“打交道”过程中,是互相拥有预期的。更复杂的是,自我往往能够感知(或猜测)到他我对

自我的预期,并且在此基础上来形成自我对他我的预期。反之亦然。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更为

复杂的交往情境。例如,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就善于运用此种双重偶联性困境,通过伪装

的方式引导或者强化他人对自己的预期,大打“空城计”,“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几句话骂死王

朗等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交往,其实都是在这种社会性的“预期的预期”的引导下进

行的。而正如诸葛亮的例子中说揭示出来的,这种预期的预期,又隐含着相互欺骗,或者至少

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同时,预期的预期背后,还可能隐藏着更深的对预期的预期的预期,对预

期的预期的预期的预期……。这就导致了交往过于复杂,以及交往负担过重的问题。〔6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也发展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但正如卢曼指出

的,人类“基于人类学的理由几乎无法改变的”处理复杂性的能力是“非常小”的。〔65〕因此,处

理复杂性的能力就主要落在了社会系统的身上。在意义的不同维度上,社会系统都发展出各

种各样的机制,“反事实地”实现人们规范性预期的稳定化。

在意义的时间维度上,社会系统主要是通过“认知性预期”与“规范性预期”的分化来实现

的。面临失望,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是坚持原先的预期,一种则是改变原先的预期。卢

曼将能够随后改变的预期,称作是“认知性的预期”,而将不可改变,或者不予以改变的预期,称

作是“规范性预期”。在卢曼看来,无论是“认知性预期”,还是“规范性预期”,它们要实现的功

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处理意义过程中的失望现象。人在世界中生活,如果接连不断地遭受失

望,就会变得不可承受,无所适从。这就是秩序对人类生活而言的意义。而无论是“认知性预

期”还是“规范性预期”,都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帮助人们处理失望,从而重新建立起生活的秩序。

就此而言,二者是“功能对等项”。〔66〕

当然,在面临失望时,究竟是优先适用认知性预期,还是规范性预期,这是与特定情境相关

的。例如,我预期新聘用的秘书是一个年轻的金发美女,而当这位秘书出现在我面前时,却发

现是一位相貌丑陋的老年妇女时,我可能会迅速改变原先的期望,而适应这个变化的情境。但

是如果当我发现这位新秘书根本无法履行秘书的职责时,我就会坚持原来关于秘书工作能力

的期望,而将这位秘书换掉。〔67〕

其次,在意义的社会维度,主要是通过将“各种预期依托于假定的第三方的预期的预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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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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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重偶联性”问题更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与阐述,参见泮伟江:“双重偶联性与法律系统的生

成:卢曼法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结构”,《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544-559页。
卢曼,见前注〔2〕,第73-78页。

NiklasLuhmann,SoziologiealsTheorieSozialerSysteme,in:NiklasLuhmann,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AufsätzezurTheoriesozialerSysteme,6Aufl.,1991,S.113-136.

卢曼,见前注〔2〕,第81页。
卢曼,见前注〔2〕,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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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最后,在意义的事物维度,主要是通过“预期叠合体的同一化”来实现。当然,卢曼也指出

这三个维度避免失望的处理,未必总是一致的,很多时候,它们也往往是互相阻碍和相互干扰

的。而三个维度的期望结构的兼容性“建构了一个更为狭窄的行为预期选择,这些行为预期在

时间性、社会性和事实性维度被一般化了,并因而享有突出的声誉”。卢曼就将此种“一致性一

般化的规范性行为预期”定义为法律。〔68〕

综上所述,在卢曼看来,社会学研究的既不是自然的客观物体,也不是个人内在的心理现

象,而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过程中自身涌现出现的现象与结构,即在运作上封闭,但在认知上

开放的,具有自创生性质的,作为意义结构而存在的社会系统。在此种法社会学视野中,规范

本身是一种特定性质的预期,因此也可以被作为“事实”而存在。因此,与规范相对的概念并非

是事实,而是认知。由旧的主体哲学所划分的“规范与现实”的鸿沟被打破了,规范作为社会学

的对象也成为可能。

这就使得我们得以从功能的角度对法律进行观察,从而使观察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而存在

的“法律”成为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种现象学视野下的法律,并非某个特定的法律规范

或者条文,而是某种现象学意义的人类经验结构。我们因此就获得从整体上考察法律与社会

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因此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只要世界是复

杂的,则选择的压力就必然存在,而意义的偶联性也难以避免,预期的失望也必然存在。在处

理预期的失望时,只要规范性预期与认知性预期得以稳定地分化,就必然存在法律。当然,由

于社会结构面临着的复杂性压力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社会中的法律当然是有区别的。尤其是,

当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性压力增强时,法律与社会也必然随之发生演化。因此,一种法的演化理

论成为可能。

四、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与启示

当前中国的法律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国法律的转型乃是中国社会转

型的重要部分。中国已经进入一种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群治理的新阶段。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

的体量,即便是放在整个人类历史演化的视野中,这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69〕这对一

种基于中国现实的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在基本概念、基

本范畴和基本方法论层面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

卢曼不满足于以再解释、再建构和综合“古典”社会学理论为己任,综合胡塞尔的意识现象

学与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展出来的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生物认识论和信息理论,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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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见前注〔2〕,第100-134页。
参见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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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概念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社会学理论

范式,〔70〕这为中国法社会学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刺激。

例如,此种以意义为基本范畴的法社会学研究,就超越了规范与事实两分的逻辑,从

而突破了“错误社会学”的窠臼:它从意义系统的角度观察人的行动预期,从而发现了行

动预期中潜藏的失望可能性,以及在面对失望时的两种选择可能性:改变预期或者维持

预期。能够被改变的预期,就被界定为是认知的,而被维持的预期就被看做是规范的。

如此一来,规范/事实的区分,被改造成规范/认知的区分,从而就使得“规范”作为一种事

实被观察成为可能。

对于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来说,卢曼法社会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借鉴意义也许在于,它启发

我们在观察与分析转型时期的法律事实时,必须首先去勘定该事实所身处的特定的意义构成

系统是什么,从而通过将该特定当下的事实与其伴随而生的视域中的被否定的(但并未被彻底

删除的)其他可能性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与界定。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检测与勘定作为“社会事

实”之“实在性”前提的此种意义系统,那么我们所收集的所有的所谓的事实或数据,其实都是

死的,也是毫无用处的。

另外,卢曼以意义为基本范畴的法社会学理论,重新改变了我们观察“社会事实”的角度与

方法论工具,从而使得社会事实不再在本体实在论的意义被观察,而被置入一种特殊的时间结

构和演化的逻辑被观察。卢曼尤其指出,任何“实在性”本质上都是“当下”的实在性,而任何的

“当下实在性”其实都必须通过澄清作为其前提的“意义结构”才能够真正被观察与描述。因为

此种当下实在性,本质上是通过对同时存在的其他潜在可能性的否定才被确立起来的。同这

些被否定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在当下被否定,但并没有因此消失,在共同的未来之中,它仍然可

能通过“否定之否定”重新变成“未来之当下”的实在性。

卢曼以意义为基本单位与基本范畴的此种法社会学理论,使得我们可以突破实证主义的

束缚,从而将法律放到一种演化的过程中进行观察成为可能。卢曼关于“心理系统”与“社会系

统”在 “前心理学与前社会学”的阶段的统一,使得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超越了类比的阶

段,而达到了严格科学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卢曼进一步揭示了生物系统、心理系统与社会系

统,这三者也可以在一个更高与更抽象的层次上统一起来的。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都是作为

意义系统而存在的。借助于“自创生”的概念,卢曼后来进一步指出,生物的自创生与意义系统

的自创生,二者在原理层面是一致的,因此不过是“自创生”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71〕〕

这就解决了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的一致性问题,从而使得生物演化的公式“变异-选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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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lasluhmannandStephanFuchs,“TautologyandParadoxintheSelf-DescriptionsofModern
Society”,SociologicalTheory,vol.6,No.1,1988,p.21.

NiklasLuhmann,(Fn.27),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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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一个更高的抽象程度上同时适用到社会与生物的层次。〔72〕〕因此,毫不奇怪,卢曼任何

一个法社会学论文或著作,都会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法律演化的历史,并着重从法律与社会共

同演化的历史过程阐明法律是如何演化到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这幅样子。

此种法社会学研究对当代正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尤其具有借鉴意

义。正如我本人在另外一篇论文指出的,多数的西方法理论研究都预设了法律体系的成熟状

态,并在此种预设基础上提出各自的理论概念与方法论体系。因此,他们的理论在观察、描述

和解释处于激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变迁方面,往往捉襟见肘,不敷其用。然而,对于身处大

转型时代的我们而言,也许我们会更关心如下这些问题:所谓的转型,必然意味着某种“将变未

变”的“中间状态”与“不确定性”。那么这种“将变未变”的中间状态中,究竟哪些因素是“将变”

的,哪些因素是“不变的”? 变化的契机与原理是什么? 对此种变化而言,过去的传统,究竟是

负担还是资源? 变化的未来是有明确的方向,还是不确定的? 过去和未来各自在变化的过程

中扮演何种角色?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做出深刻的回应。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则是少数将

法律看作是一种转型与演变的社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针对性的法社会学

概念、体系与方法。就此而言,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法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的研究,都具

有某种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做一个补充性交待的是,本文并没有对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做一个面面俱到的

描述与介绍。恰恰相反,通常人们在许多介绍性论文和教材中能够看到的许多卢曼理论的著

名概念,例如自创生系统、沟通、运作封闭性与认知开放性、合法/非法二值编码、二值编码化与

纲要化等概念,本文要么基本没有涉及,要么一带而过,不做详细的展开与交待。熟悉卢曼理

论的读者也许可以看出,本文所介绍和处理的都是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本文

如此处理,有作者特殊的考虑。本文如此处理,并非是认为卢曼后期法社会学的许多关键概念

与理论不重要,而是作者认为,卢曼后期法社会学许多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在卢曼早期法社会

学研究基本范畴与路径的根本性决断与选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选择“意义”作为基

本范畴来建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并将此种社会学决断与方法的选择贯彻到法社会学研

究的尝试,对于我们理解卢曼法社会学而言,具有更根本的意义。恰恰卢曼社会学理论告别古

典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这一小步,为卢曼今后的包括法社会学研究在内的社会学一般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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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问题关切并不是“优胜劣汰”的问题,而是如下这个问题:高度复杂的生物体

(例如人类)出现的概率,从演化的历史上来看,是极低的,因此是演化的起点上来看,是高度难以实现的。而

如此高度难以实现的演化成就,居然被成就了,并且变成了非常稳定的存在(例如人类遍布地球),那么这一切

是如何发生的? 类似地,社会演化论的核心问题是:从演化的起点看,抽象而复杂的现代社会是很难实现的,
究竟经过了哪些演化史上的“偶然事件”的变异,又经过一种什么样的选择机制与重新稳定化过程,最终演化

出了目前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 SeheNiklasLuhmann,DieGesellschaftderGesellschaft,Suhrkamp
TaschenbuchWissenschaft,1998,S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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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即便抛开卢曼理论自身发展的脉络,卢曼选择

以“意义”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并将此种理论策略运用到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这一点

对于我们进行一种基于中国大转型时期的法社会学研究也具有上述两点直接的参考与借鉴的

意义。

Abstract:MostofthesociologyoflawdevotethemselftodisclosethedeviateofFactfromthenorm,

justlikethesociologyoferrorintheareaofsociologyofcognition,wecancallthiskindsociologyoflaw

assomekindofsociologyofError.ThesociologyofErrorsupposedthattheworldexistsasthereis,in-

dependentfromtheobserver.Justbecauseofthispresupposition,itcannotobservethesocialfactsuchas

normandcognition,butonlythefactdeviatefromthem.Withreferencefromthemethodofphenomeno-

logicalmethodologyofEdmundHusserl、andth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ofthegeneraltheoryofsys-

tem、cybernetics、biologicalepistemologyandinformationtheory,Niklasluhmannsuggestedtochosethe

conceptmeaningasthebasiccategoryofthesociology,anddevelopanewparadigmofsociology,thatis

socialsystemtheory.Luhmannappliedsocialsystemtheoryinthefieldofsociologyoflaw,andhasover-

comethedifficultyofsociologyofError.Thenwecanobservethenormassocialfactsociologically,and

what’smore,throughdisclosetheComplexandContingencyoftheworld,wefindthattherecognition

ofthemeaningsystemasthebackgroundofthesocialfactisthepreconditionoftheobservationoftheso-

cialfact.Thiswillenlightenthesociologyoflawinchinaverymuch.

KeyWords:TheSociologyofError;OntologyRealism;MeaningSystem;Complexity;Contingency

(学术编辑:章永乐)

(技术编辑:吴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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