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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杨 陈*

摘 要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

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

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

掘出 “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

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

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

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

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关 键 词 德法合治 儒法国家 依宪治国 中国古代专制论

引 言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法学学者认识到法律移植理论的局限,并试图

从传统中发掘出有资于当代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制度资源。〔1〕发掘的进路大致可归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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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所讨论的“德治”“法治”都是在其古典意义上的,其中“法治”尤指传统法家意义上的“法治”,

这种“法治”所侧重的是统治的有效与稳固,并非现代意义的ruleoflaw,但此种“法治”对20世纪中国法治话

语同样影响深远,参见洪涛:“20世纪中国的法治概念与法家思想(二)”,《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2期,第50
-58页。相反,正如下文将要着重讨论的,被当代学者认为有“人治”危险的“德治”,却在传统时代发挥了限

权的“宪治”功能。文中另一对相近的概念是“宪制”与“宪治”,前者意指一种对于权力运行起到(接下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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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数学者偏好从治理的有效性(efficiency)出发,少数学者试图传统中找到能够规范权力运

行的“宪制”。

就前一种进路,由于我国传统国家体制有着显著的理性官僚制色彩,因此具备远超同时期西

方封建体制的国家能力,〔2〕这使得我国学者对于传统资源的发掘往往从这一方面入手,以至于

当代学者对于传统“德法合治”的阐发也都沿着这一理路。〔3〕“德法合治”模式被认为有着相当

程度的濡化能力(enculturation),〔4〕“法治”的强制秩序经由“德治”的教化,造成了多数人对于秩

序的认同,使得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以强力维持统治,进而降低了治理成本。然而,这些

阐释却暗合了牟宗三传统中国“有治道无政道”的判断,〔5〕“德法合治”不外牟三宗所言的“德化

的治道”,尽管有助于国家治理,却难于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运行。〔6〕

而就后一种进路,少数学者试图在传统国家体制找到一种规范公权力运行的“宪
制”。比如有学者认为传统时代的“礼”即是“活的宪法”,发挥了高级法的功能,〔7〕但通

过对儒家经典的文本解读所揭示的只是“宪治”理想,而非宪法制度。还有部分学者沿着

钱穆的理路,认为中国传统体制存在着限制君权制度设计,〔8〕然而这些满怀善良愿望的

叙述显然夸大了事实。

那么,我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就真的没有依宪治国的资源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重

回传统时代“德治”“法治”关系这一经典话题,超越那种基于经典文本的对于两者之间应然关

系的探讨,而是以一种历史社会学的方式对于现实运作机制展开考察。事实上,我国传统时代

“德治”“法治”关系的主要方面固然可以被描述为“德法合治”,但“德治”不只是有助于以君权

为中心的“法治”,为皇权—官僚体制提供正当性。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德治”仍有其自主性,

即便“德治”理想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不能直接限制君权,但“德治”理想经由皇权-官僚体制,

〔1〕 接上注〔1〕 制约作用的制度,后者更偏重于权力在现实中受到制约的状态。在传统时代,有些

实践并未能上升为一种“宪制”,但却可以发挥“宪治”的作用,以当代新儒家念兹在兹的道统与政统的区分为

例,这种区分在传统时代显然并不是一种“宪制”,但确实在现实中发挥了限制皇权的“宪治”功能。

〔2〕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

-145页。

〔3〕 参见龙大轩:“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的哲理思考”,《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64-81页;类

似的研究,比如黄文艺、邱滨泽:“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中外法学》2022年第1期,第25-43页。

〔4〕 参见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第9页。

〔5〕 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22-23页。

〔6〕 同上注,第31页。

〔7〕 参见张千帆:“传统与现代:论‘礼’的宪法学定性”,《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第119-127页。

〔8〕 钱穆:“政学私言”,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5-6页、42
页;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28页;白彤东:“中国是如何

成为专制国家的?”,《文史哲》2016年第5期,第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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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心态却间接地发挥了限权功能。“德治”“法治”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或可成为有助于当代依宪治国的传统资源。

一、关于“德法合治”的三种批评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就传统时代对于德法关系的认识,以及近代以降对于“德法

合治”模式的批评稍加梳理。就德法关系,宋代思想家朱熹提出了一个经典公式,他在关于《论

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条的注释中指出:“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

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9〕在这样一种层级结构中,“德礼”被认为是“政刑”之

本,而在“德礼”的内部 ,“德”又为“礼”之本。“德”的内涵要通过“礼”加以具现,而作为德性典

范的圣王,他的统治只能是依循礼的秩序的统治。一般而言,德被认为更多地涉及内在的动

机、心性、品格,而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10〕当然,在儒家政治思想内部,存在着荀学“以礼

为治”与孟学“以德化民”的两种不同的路径。〔11〕但“德”“礼”本身均源于先民的高度未分化

的生活经验,在内容与功能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12〕正因如此,我国法史学界在探讨“德治”

与“法治”“礼治”与“法治”关系时,并未将“德”“礼”加以严格的区分,而有关德法、礼法以及儒

法关系的讨论也往往会交叉展开,比如瞿同祖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此。

与朱熹规范性的观点不同,法史学者瞿同祖以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对传统的德法关系加以

考察,在其看来:“所谓儒法之争主体上是礼治、法治之争,更具体言之,亦即差别性行为规范及

同一性行为规范之争。至于德治、人治与刑治之争则是较次要的……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

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订的法律里的问

题。”〔13〕就以上论述可见,尽管瞿同祖有关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遵循了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

则,但在事实描述之中却又难免包含价值判断,特别是其有关家族以及阶级描述就更是如

此。〔14〕其中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的平等主义思潮,使得瞿同祖以及同时代的学人难免不

对主张同一性行为规范的法家产生同情,而对于主张差别性行为规范的儒家持排斥态度。由

于传统时代的德与礼都建立在“亲亲”“尊尊”的身份差异之上,那么德法、礼法之间的结合,无

非是以法的强制力来保证儒家所主张的身份性的、等级性的差异,而这种结合所造就的秩序也

就难言公正。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儒家的批判与之类似,即儒家所提倡的“德”与“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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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参见陈来:《古代的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

225、291页。
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3-206页。
参见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2-95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8页。
同上注,第1-102、160-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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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宣扬奴化精神、维护奴隶主统治秩序的落后的意识形态。〔15〕

另一种批评则是将这种结合称之为“阳儒阴法”,也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将儒学学说作为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则将法家学说作为统治的权术来运用”。〔16〕尽

管赵鼎新等当代学者认为这种结合造就了一种超级稳定的统治秩序,构成了我国传统时代政

治文明的根本特征,〔17〕但在近代早期,这种观点之所以被提出乃是为了批判传统君主制度的

专制以及虚伪。“阳儒阴法”一说较早地见于清末学者宋恕,在其看来,原始儒家忠于万姓,能
够抑强扶弱,而法家忠于一家一姓,抑弱扶强,本来儒法截然两分,君主苦于儒而不能亡儒,但
是自叔孙通以来,儒法日益混同,儒家学说成为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粉饰物,〔18〕宋恕的这种见

解是与当时知识界批判“荀学”与“秦制”的思潮是内在一致的。〔19〕

与上述两种批评不同,还有一种批评乃是延续了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于中华帝

国法律的观察,认为这种结合所造就的是一种“实质非理性”的法,进而使得中国未能诞生出原

生的现代性。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的官僚制是一种早熟的“家产官僚制”。在这种体制之下,
虽然有选拔官僚的科举考试,但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却始终崇尚“业余精神”,并不精通行政与司

法所必须的知识,〔20〕虽然存在大量繁复的中央立法,但是中央的立法对于地方官员却只有说

服力,这种体制所追求并非形式理性的法律而是实质公道,其司法之类型则是一种有着明显的

反程序主义和家长主义性格的“卡迪司法”。〔21〕在韦伯那里,这种伦理训诫与法律不分的“实
质理性(非理性)”的法律则是中国未能产生出原生的现代性的原因之一。就这一点而言,即便

是对韦伯学说多加批评的黄仁宇也表示赞同,在他看来,统合官僚阶层与农民阶层的作为“文
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的,“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

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

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22〕此外,当代中国的法治主义者对“德治”的疑

虑与韦伯之批评类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也很少主张道德与法律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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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参见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

心”,《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第87-88页。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红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版,第161页。
同上注,第164-165页。
参见曹宁华:“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95

-101页。
参见魏光奇:《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

-242、255-257页。
这一“业余精神”同样为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观察到。参见(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

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

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25页。
参见韦伯,见前注〔20〕,第151-156页、206-210页。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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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离,而是担心道德与法律的混同,最终消解了现代法治秩序的程序性与形式性。〔23〕

上述三种批评性的观点中,第一种将儒家的“德治”理念当成了在历史中完全得以被实现

的,但本身却是不值得推崇的意识形态,第二种则认为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念值得肯定,但“阳儒

阴法”的治理模式最终败坏了儒家的政治理念,使之沦为了君主专制体制的附属物和装饰品。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第三种批评对“德治”理念的具体内容保持中立的态度,却对德法之间的结

合表示疑虑,认为正是这种结合导致了以形式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秩序的难产。然而,正如

下文将加以申说的,儒家的“德治”理念在秦之后的皇权—官僚体制之中并未能充分实现,而未

能实现的那一部分却在皇权—官僚体制中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得以表达,在实践中发挥了柔性

的限权功能。

二、传统时代“德治”的理想与现实

尽管赵鼎新等当代学者认为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才是我国传统国家体制的内在逻辑,但
法家学说自秦亡以后就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可鄙的理论,要等到晚清救亡思潮兴起之后,

法家的思想与人物才被逐步恢复名誉。〔24〕与之相比,尽管儒家的“德治”理论在当代学者看

来只作为正当性原理发挥作用(也即缘饰功能),但在传统时代却始终作为一种理解与评价政

治的主要智识资源,在此有必要对之稍作阐述。

当代对“德治”观念持疑虑态度的学者,均在不同程度上认为传统“德治”就是一种“人治”。

不过,如果“人治”是指一种完全不受任何内部或者外部约束的恣意统治,那么这种“人治”只存

在于历史上少数著名暴君(比如南齐的萧宝卷、北齐的高洋)的统治时期。然而,如果“人治”是
指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统治,那么前现代的统治,即便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君主之统治,同样

也可能被当做一种“人治 ”。〔25〕如果就前一种定义而言,“德治”本身就不是人治,而就后一种

定义而言,“德治”与“人治”确有关联,但“人治”却不是对传统型统治的适当指控。

一般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德治”大致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德治”意味着以伦理规范进

行治理,但在进入成文法时代之后,儒家排斥法治纯以德治的主张则逐渐转变为“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其次,“德治”意味着统治的目的不只是以法的方式构建一个和平的秩序,更在于

建设一个道德的世界,这也就是传统的“教化”理念;最后,“德治”还意味着作为道德典范的“有
德之人”的施行“德政”,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这个“有德之人”就是德位兼备的圣王,在圣王缺

位时,则应当由作为道德典范的君子辅助君主进行统治。〔26〕就上述三层含义,无论哪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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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参见孙莉:“德治与法治的正当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95-104页;周永坤:
“‘德法并举’评析———基于概念史的知识社会学视角”,《法学》2017年第9期,第3-13页。

参见程燎原:“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34-37页。
参见孟广林:“中西封建君主制中的‘法治’与‘人治’”,《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7-

146页。
有学者将德治的内涵总结为德教、德政、法律道德化三个层面,参见杨伟清:“德教、德政与道德法

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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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最后一种“有德之人”的统治高度关联,因为无论是以伦理规范进行统治,还是建设一个道

德世界,最终都会归结到“有德之人”的统治这一点上。

不过,与先秦法家的“法治”不同,“德治”这种统治方式主要是说服教育以及统治者以身作

则的引导示范而非使用刑罚。〔27〕儒家的这种看似迂腐的“德治”理念有其历史社会根源,事
实上,离原始儒家活跃时期不远的先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中心的小共同体的社会,在这样的

社会中,“德”与“礼”都是一种源于先民高度未分化生活经验的“自发秩序”,虽然当代学者认为

“刑(法)”已然蕴含在了原始的“德”“礼”之中,〔28〕但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依循“德”“礼”统
治,无需“刑(法)”这种以强制力作为其保证的统治手段。

然而,之所以原始儒家会特别地将“德治”“礼治”当作政治理想,是因为在他们活跃的年

代,原始礼俗秩序崩溃,宗法制度日益被具有高度工具理性的官僚制所取代。由于儒家面对的

是一个已然存在的以君权为中心的军事—官僚集团,汉初儒生之所以能融入这样一个已然存

在的统治集团,是因为其学说能够为这一政权提供正当性方面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以经术

缘饰吏事”。〔29〕尽管在我国传统时代,君主借助儒家意识形态以及士大夫群体逐步驯服了军

事权力,但是儒家士大夫群体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始终依附于皇权。〔30〕然而,儒
家的政治理想对于这一以工具理性组织起来政治体制而言始终是外在的,甚至于对于现实的

国家能力而言具有外部性。〔31〕

与此同时,这个已然在先存在的体制却对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有着极强的塑造作用,这也

造成了晚清学者严厉批判的“阳儒阴法”。尽管不少学者试图为传统皇权制度正名,认为这种

体制并非是一种专制政体,然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并未深究儒家的政治理

念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的状况。〔32〕事实上,“德治”理念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在现

实中难于限制皇权,甚至于这些理念被皇权—官僚国家体制的改造,变得倾向于皇权。

首先,就与“德”观念高度关联的“天”观念而言,在汉代之后的皇权体制中发生了有利于君

主集权的变化。比如,今文经学所主张的“天子僭天”以及“天囚”的理论,被何休的“君天同尊”

所取代。在前者那里,“天子居于礼仪之下,如果超过制度规定,便是‘僭天’”,因此可以认为

“天子为天囚禁,只能在天所允许的范围内行动”,而在何休删去“天子僭天”并发明出“君天同

尊”的学说之后,君主在理论上就与天平齐,而不再受天所制约。〔33〕而就“畏天”而言,正如陈

侃理之研究所反映的,董仲舒所发明的灾异论同样不能真正有效地限制皇权,儒生群体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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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参见陈苏镇,见前注〔11〕,第180-189页。
郑开,见前注〔12〕,第178-182页;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德礼与刑兵更多的是一种平行关系,参见

赵明:“重评礼刑合一的法制构架”,《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5-208页。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3-3624页。
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37页。
黄仁宇指出,儒家道德化的政治理念导致了体制的混乱低效。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56-58、60-61页。
见前注〔8〕。
参见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14-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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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对于灾异的解释,相反,灾异论在某些时候反倒能成为君主控制官僚的手段。〔34〕

其次,作为“德治”理想之核心“亲亲”“尊尊”同样发生了变化。正如李若晖之研究,在今文

经学那里,亲亲、尊尊之间是贯通的,故而能“推士礼以致于天子”,在他们那里,各个等级之间

虽然有所差别但并非悬隔,而后来的古文经学则构造出一种超绝性的天子之礼,亲亲、尊尊之

间不再贯通,作为春秋大义的“尊尊”被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所取代。〔35〕与之类似,在汉代

已然出现的丧服决狱使得作为亲疏表征的丧服被异化为外在行为规范,礼的双向性原则被权

力等级的单向性所取代,而“法律儒家化”其实只是儒家伦理中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那一部分被

加以暴力实施的过程。〔36〕

再次,如费孝通所言,在我国传统时代一直存在着“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对峙,〔37〕然而,
以道统制衡皇权的理想可能在某些个别的场合得以实现,但远未形成有效的制度,反倒是皇权

凌驾于道统之上的事情却屡见不鲜。以作为“道统”观念核心要素的宗法观念为例,即便是作

为封建宗法制核心要素的嫡长继承制也难于限制皇权,在帝制时代的大多数时候,嫡长继承占

了皇位更迭的大多数情况,〔38〕但一旦个别君主决意破坏这一既定秩序却很难加以有效地制

约,以至于由于“废长立幼”所导致的政治动荡乃至政治衰败一直是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噩梦。
甚至于在君主权力登峰造极的清代,秘密建储制取代了嫡长继承。而从宋代“濮议”以及明代

“大礼议”等事件也可以看出宗法制的成例相较于君主意志的脆弱。
与此同时,不少君主反倒会利用儒家“德治”理想中的圣王崇拜以钳制“道统”的发挥。历

代君主们无不努力将自己粉饰成德性功业兼具的圣王,他们所依赖的途径大多是逆向利用儒

家的“内圣外王”,以自己的功业来昭显自己的德性典范的身份。〔39〕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成为

了儒生们的导师与楷模,进而垄断了对于“道”“德”与“礼”的解释权,典型的例子无过于洪武朝

的“《孟子》节文事件”以及雍正朝对于清官文化的贬抑。之所以传统“德治”理念以及相应的制

度设计之所以不能直接地、制度性地限制皇权,甚至于某些观念发生了有利于君主专制的变

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秦“德治”赖以实现的制度环境在秦之后不复存在,封建制度被皇

权—官僚国家所替代。
最后,“公议”传统同样不能有效地限制君主之权力。长久以来,儒家政治理想之中一直

存在以天下为己任、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而这种理想又体现为士人团体批判议论政治

的传统,尤其是在宋代道学兴起之后,士人议论政治的风气就更为炽烈。〔40〕不过正如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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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
304页。

参见李若晖,见前注〔33〕,第194-195页。
参见李若晖,见前注〔33〕,第253-258页。
参见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499页。
参见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

107-124页。
同上注,第222-233页。
参见任锋:《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39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的研究所展示的,即便在较为开明的时代,君主或者权臣也往往会以“国是”为由限制“公
议”。〔41〕而在更为严酷的时代,君主完全禁止不具官职的士人谈论政治,比如明初洪武年间

与清初的顺治年间,都颁布过严格的禁令,禁止生员讨论政治。〔42〕

不过,与致力于统治的有效性的法家相比较,儒家“德治”思想始终有着规范公权力尤其是

君主权力运行的因素,尽管李若晖等学者认为古文经学有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然而,无
论汉儒今文经学的“天人之学”还是古文经学的“天礼之学”,“其终极目标则存在着共识和一致

性,这就是建构一个皇权‘垂拱而治’的理想政治和社会”。〔43〕与之类似的,宋明理学所发展

出来的“天理世界观”也饱含着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但就史实而言,上述政治理想在

传统君主—官僚国家体制中却难以真正实现,反倒是可能被君主利用,成为加强自身权力的手

段。然而,儒家“德治”理想绝非传统皇权—官僚体制之上的附着物,其既有有利于“法治”的部

分,但也有与“法治”相龃龉的部分,尽管后者大多未能被制度化,即便被制度化,也很难真地发

挥作用。然而,这些未能被制度化“德治”理想,通过官僚体制,尤其通过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

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尽管这些文化因素并不能被当作一种“宪制”,但是却发挥了柔性的

“宪治”功能。

三、古典“德治”的消极性宪治功能

正如前文所述,当代推崇“德法合治”的学者大多从国家能力或者国家理性(reasonof
state)的角度的立论。具体言之,“德法合治”一方面将伦理、风俗中能为统治者所接受的那些

部分加以法律化,另一方面则以这种伦理、风俗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最终降低了统治的成本。

这种治理模式早已被瞿同祖等前辈学者揭示出来,只不过对之持负面评价。与前辈学者不同

的是,当代部分学者将我国传统国家体制当作一种“宪制”,然而,他们所说的那种儒家共治主

义以及民生主义只是存在于典籍的政治理想,尤其共治主义理念在我国传统社会就几乎未被

实现。〔44〕有关我国传统政体类型的正确评价,或许只是阎步克所言的“集权式的君主制”又
或者是闾小波所言的“保育式政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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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251-289页。

参见魏伯河:“明清两代文庙卧碑文述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

81-85页。
成祖明:“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

学”,《文史哲》2017年第5期,第149页。
对于姚中秋等宪制论者的批评,可参见黄敏兰:“质疑‘古代中国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商

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107页;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
第26-41页。

参见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第29-40页;闾小波:“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文史哲》2017年第6期,
第5-18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然而,正如在西方中古时代的政体形式之中孕育着现代依宪治国的因素,我国传统政体同

样存在着可以与现代政治接榫的“宪治”性因素,这种资源并不是显性的制度资源,而是儒家政

治理念经由皇权—官僚体制,所造成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普遍政治心态。所

谓“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人们在过去的

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

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46〕不过,这种政治文化并不是

儒家那些积极的政治社会理想的直接表达,更不是当代学者所误解的以绩效为导向的“贤能政

治”,〔47〕而是以无为政治为主要内涵的“德治”理想,儒家积极的政治社会理想辩证性地转化

为一种防御性的政治观念。

儒家的政治理念在传统皇权政体中的这种曲折表达事实上已经被不少学者所感知。正如

韦伯对我国传统官僚体制所做的评价,一方面,我国在秦汉时代已经建立起了较为有效的官僚

体制,而在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又导致了这一体系难以真正的理性化。然

而,韦伯所批评我国传统官僚体制的弱点却正是我国传统政体中的“宪治”资源之所在。正如

许倬云指出的:“以中国本身而言,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中的制衡

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另一个特点在于其并不是工具性的合理,而且有儒家意念掺和其中,这
是韦伯在讨论西欧16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中缺少的一环。”〔48〕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

中指出的,“凡是传统社会就都呈现出相同的军事特征”,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还是西方

中古时代的王权在本质上都属于军事王权,即便像该书稍后指出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很多时候

与军国主义相去甚远,军事机构与行政机构有着明确的区分,〔49〕但君主对于军事暴力的垄

断,使得中国的文官系统虽然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具有优越于武人的政治地位,但相较直接掌

握着武力的君主,却处于附属的衍生性的地位。因此,儒家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因其所处的政体

框架而产生曲折性的变化。

儒家的政治理念,大致在于“天下归仁”“为政以德”以及“齐之以礼”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

面,〔50〕其终极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儒家乌托邦。然而,儒家思想

之所以能在汉代以后的历朝历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却在于其所提供的合法性功能,正如汉武

帝之所以任用儒臣,是因为他们能够“以经术润饰吏事”,能够使原本“私天下”的君主制获得神

圣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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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参见(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信出版社集团2016年

版,第53页。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页。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65-67页。
参见徐大同:“孔子仁政、德治、礼范的治国之道”,《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1期,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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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始终带有着理想性、批判性的侧面,因此,其必定会与

完全以工具理性为其原则的吏治国家相冲突。正如张星久指出的:儒家的以“德治”为中心的

政治理想与传统皇权制度所持基本理念、基本目标相冲突,前者秉持着“天下为公”“君道、公而

已矣”的政治理念,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将国事当成“家事”,抱持一种“私人统治”的观念;儒家

赋予自己的政治理念以绝对权威,对现实政治始终保持一种批评性的态度,而皇权政体则近乎

无限地强调君权的至尊地位;秉持儒家政治理念的士大夫阶层始终试图以儒家理念来匡正、限
制君主的绝对权力,试图将君主塑造成“伟人守成”“垂拱而治”的主权性机关。〔51〕然而,在这

两者相冲突的过程中,君主的绝对权力始终占着上风,而儒家的那种“选贤任能”“天下为公”的
积极性的政治理念则只能以一种更为消极、曲折的方式加以表达。

与姚中秋、贝淡宁(DanielA.Bell)等人的研究相比,张星久的见解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

况,在其看来,中国古代的官僚制作为皇权政体的一个环节,同时具有着不受君主意志所左右

的自主性,〔52〕而儒家的“德治”理念通过官僚制度,尤其是科举制成熟之后的官僚制所反映出

来的是一种“无为”思想,这种与道家的无为思想相区别的儒家的“无为”思想要求当政者顺应

天理民心与事物的“自然之理”,目的在于限制君主的权力。〔53〕费孝通不仅很早之前就发现

了我国古代“无为政治”的传统,同时还阐明了其中的社会学机理:由于农业帝国的脆弱,皇权

有为的举措往往导致自身的衰弱乃至覆亡,长久以来的历史经验使得皇权确立了“无为政治”

的理想。〔54〕

儒家“德治”思想在现实政治领域表现为“无为政治”,与传统官僚制度(在两汉为察举制,

而在隋唐之后为科举制)结合之后,形成了一种清流政治传统。然而,这种清流政治的传统在

近当代的救亡史学中受到的评价甚低,儒家保守的道德政治理念被认为是造成中国社会停滞

的主要原因,传统官僚体制选拔出来的人才完全是迂腐不堪、治国无术的庸人。但是,如果跳

出救亡图存、提升国家竞争能力这一点,或许会发现这种政治理念以及实践在传统的皇权政体

中所发挥的限制君主权力的功能。以下对于这种政治传统的理念与实践稍作说明。

(一)道统与政统的分离

一般而言,中外学者都将文官政治当作我国传统时代政治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点与西方中

古时代的军事王权以及贵族政治形成鲜明之对比,甚至在我国历史上的不少时候,存在着以文

制武的军政关系。〔55〕尽管,像雷海宗这样的学者对于这种“无兵的文化”中的文官政治表示

质疑,〔56〕但是公允地讲,以一种文官制度来代替以直接暴力为统治手段的军事政体,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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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参见张星久:“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与生产机制———兼论‘儒家自由主义’问题”,《政治学研

究》2002年第2期,第74-87页。
参见张星久:“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分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61-69页。
参见张星久,见前注〔51〕,第74-87页。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3页。
参见李晟:“儒家政制传统中的军政关系:制度与思想的语境化理解”,《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第1168-1186页。
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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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进步。但是,中立性、工具性的文官制度本身并不能被直接当作一种宪制,正如法国绝对

主义王权语境下的文官制度与英国议会主权语境之下的文官制度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我
国传统时代的文官政治,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君主集中权力,但这种文官政治又在另外一些侧面

表现出某些依宪治国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工具性的体制与儒家“德治”理想的结合。
儒家“德治”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统”与“政统”的区分,早期儒家存在着强烈的社会

批判的特征,即便儒家思想被当作一种正当化理论整合进了王朝体制之内,这种批评性的因素

依然在持久地发挥作用,因此,在我国传统官僚政治之中始终存在着“道”与“势”之间的冲突。
而在大部分儒者看来,道始终高于势,尽管在现实中存在“从道”与“从君”的两难。正如身兼高

级官僚以及思想家两重身份的明儒吕坤所言,理始终高于势,即便君主也不能以势夺理,儒者

应当义不容辞地掌握理的权柄,在余英时看来,吕坤的这一见解充分反映了儒生试图以理来驯

服权力的企图。〔57〕尽管儒者很少时候能以理限制君权,君主却常常颁布法令限制士人议政,
但是有一点却可以确定,即传统时代君主本人在制度上以及在实践中都不能真正掌握道德权

力,也就说是,即便在皇权时代,君主的褒贬未必能够成为道德评价的依据,相反,因劝谏而遭

到君主的责罚甚至杀戮(文死谏)普遍被认为一种道德上的高尚之举。即使强势如朱元璋,有
将道统整合于政统的野心,甚至为了独尊王权而删除了《孟子》之中抑制君权的言论,也未能建

立起君主的绝对的道德权威。
“道统”与“政统”之区分始终存在,使得皇权时代的君主终究不能“君师合一”,并不具有天

然的道德权威的身份。这就使得在传统的官僚体制中始终能存在着某种“公共舆论”(清议)的
空间,兼具儒生身份的官僚(以及预备官僚)则可以以“道”来评价宰执乃至君主施政的得失。
尽管君主以及权臣会颁布法令禁止诸生议论政治,甚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为了压

缩士人阶层的舆论空间而关闭私学,然而清议传统在传统时代的大多数时候起着作用。即使

是身处高位的传统官僚也会对于这种清议(公议)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正如徐阶在严嵩集团失

势之后表示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应是“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58〕

不过,在清代的政治模式之中,连续几代君主对于士人阶层的清议活动进行了最大程度之限

制,并对晚明的江南士绅加以整体性的污名化,君主的专制权力臻于整个传统时代的顶峰,这
个被芬纳等人看来在治理上最为有效之时期,在政治文明方面却显然远远逊于前朝。〔59〕

(二)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

在儒家的“德治”理想中,政治权力的正当性被建立在道德之上,道德是评价政治事务的标

准,同时又由于表现为直接暴力的皇权—吏治国家的先在性,儒家的“德治”在传统政体中呈现

出强烈的无为主义,甚至于反绩效主义的倾向。就儒家的仁政理念自身而言,如果完全以之为

基础构建政治体制,在理论上则很可能推导出一个对于社会介入甚深的高度行政化的“福利国

家”,然而,由于具有高度专制色彩的最高统治权力的先在,儒家的主流政治观念反倒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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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0页。
〔清〕张廷玉等:《明史》(全二十八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65页。
参见(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

革命》,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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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反对国家之于社会的高度统合,因此对于最高统治权力持一种防御态度,以一种唯道德论

的态度来评价施政中的功过得失。
现代的学者往往对于道德政治观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比如黄仁宇认为,儒家政治理念所主张

的低税率会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匮乏,〔60〕而白鲁恂(LucianW.Pye)则认为这种道德政

治观造成了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传统。〔61〕然而,黄仁宇所诟病的地方却是传统时代宪制的

特征之一,持保守观念的政治家们深知,在传统的制度环境中,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因提

供这种服务在人民之中所造成的痛苦往往不成比例,这也就是作为商鞅政敌的杜挚以及再后

来的司马光主张“利不百、不变法”的理据之所在。因此,儒家思想理想性层面的“积极有为”在
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实践层面的“宽简”“无为”,传统君主所追求的某些“文治武功”或许从西方

17世纪以来的“国家理性”观念来看值得肯定,在儒家的这种保守政治观视野下却有可能是生

事之举。
这种保守性的“德治”观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祖宗之法”的遵从。〔6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儒

家的这种反绩效的“德治”观始终是理解传统政治中祖制的钥匙。儒家对于祖制的解释总是选择

性的,诸如防范、抑制宦官、外戚的措施,将某些国家列为不征之国总是被当作祖制,而限制士人

议论政治的祖宗成法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对于其中的原因,邓小南有着清楚的认识: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非至高无上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但总体上来说,保

持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宋代‘祖宗之法’的中心目

标……从政治史的大局来看,从赵普、李沆对于僚属‘生事’的断然反对,从吕端‘利不百,不
变法’的主张到司马光等人对于‘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驱动使然,也令

人体味出祖宗之法讲究恒定镇重、警惕翻覆纷乱的要谛。”〔63〕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更迭以及诸如朱熹那样的儒学宗师对于君主制私利性的认识,使
得开国君主所制定的祖训并不具有天然之正当性,只有经过道德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传统的选择

与阐释,才能作为真正的祖制被加以接受。
这种反绩效主义的“德治”观,反映到经济领域则在于强调藏富于民、对国家“与民争利”的

行为持反对态度,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所主张的那种反对政府

调控以及国家专卖的经济政策。〔64〕在税法方面,一般而言,低税率与实物税被认为更加符合

儒家观念,而像历史上杨炎、张居正等人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所推进税制改革,都被传统儒家当

作是祸乱之举,〔65〕相反,官员主动地少收赋税却往往会得到传统史学家的较高评价,在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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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

62-66页。

SeeLucianW.Pye,AsianPowerandPolitics:theCulturalDimensionsofAuthority,Cam-
bridge: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p.41-43.

参见朱勇:“‘祖制’的法律解读”,《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90-208页。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33页。
参见孙晓春:“‘盐铁官营’的现代反省———重读《盐铁论》”,《读书》2012年第10期,第63-69页。
我国传统儒家大多对于杨炎、张居正等人进行的归并税改革保持戒备的态度,参见秦晖:“摆脱‘黄

宗羲定律’”,《中国财政》2011年第13期,第2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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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有关明代财政的研究中就能发现不少这种在其看来匪夷所思的例子。〔66〕类似的例子清代

也有不少,比如,乾隆帝对热衷于登记新开垦土地的官员持负面评价,并下令永久性地终止清

查田亩。〔67〕但在当代史家眼里,正是这种道德主义的治国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效的管理

体制造成了传统中国的停滞。

这种反绩效主义的观念表现在人事上,体现为对“酷吏”“能吏”的排斥,对于“循吏”“清流”

之赞扬。〔68〕我国传统时代的官僚制度一般被认为起源于君主对于贵族政治的遏制,隋唐开

始的科举制度更据说是为了遏制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但由于儒家理念本身的作用,一直存在

着对于“能吏”或者“吏干”之才的抑制。正如阎步克之研究所显示的,周代的士人阶层在战国

时代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所谓秦政则是古典军国主义体制与文吏政治之结合,在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逐步实现了儒生与文吏、儒家与法家逐渐合流,〔69〕然而这种新型士

大夫官僚政治之中,文学的因素始终对于吏干的因素起到限制作用。在唐代,缺乏“清望”就成

为反对君主青睐的吏干之才晋升的主要理由,比如宪宗时期的王锷就是一个长于军略、又善于

理财的能吏,然而其汲汲于向朝廷进奉羡余,引起了士大夫群体的反感,在宰相李吉甫提议授

予其同平章事的荣衔并显然会获得宪宗皇帝同意时,却遭到了李绛等人的反对,认为其品格不

能符合儒家之要求,不能获得晋升。〔70〕

在科举制度逐渐成熟之后,官吏之区分逐渐成为定制,科举正途之外很难得到提拔,而科

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也并非是治事之才。同时,在官员的任用上,个人的声望较之实际的治事

才能更为重要,担任清要的职务较之担任那些更加容易获利的职务,更有利于日后的升迁,因
此,张居正这样法家色彩浓重的改革家会试图限制清流,而重用他所定义的“循吏”,尽管其本

身正是这种清流政治传统的受益者。〔71〕正是因为如此,历代不乏有人对于科举制度是否能

够选出治国理政的人才表示怀疑,尤其是进入近代之后就更是如此,以至于杨念群在为科举制

度申辩的时候,只是给出一些从科举制选拔出来的能吏作为以上看法的反例,〔72〕然而,再多

的反例都难以驳倒“科举无用论”的主流意见,因为科举制度所考察的内容始终与当代人认为

重要的“钱粮刑民”等具体事务相脱节。

然而,真正需要论证的是道德政治以及清流政治传统的合理性,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解

释科举制的合理性。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就其性质而言是一个社会分化程度很低的小农经

济社会,整个社会财富的总量长期而言趋于稳定,对于政府而言,其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很长时

间内也趋于稳定,任何试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像北宋后期变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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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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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参见黄仁宇,见前注〔60〕,第313页。
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页。
参见陈苏镇,见前注〔11〕,第468-474页。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2015年版,第412-423页。
参见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119页。
张居正所谓的循吏已经脱离传统对于循吏的理解,参见朱德林:“浅议张居正的用人观”,《福建论

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第74-76页。
参见杨念群:《皇帝的影子有多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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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所标榜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发生,反而司马光所说的“天地所生,货
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才是传统时代财政的实情之所在,〔73〕传统时代的财

政收支有一种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刚性。〔74〕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
除了边疆的游牧民族和自然灾害之外,就是以君主权力为中心的公权力本身,而其中最具危险

的莫过于君主因其私欲或者过度的功业心造成的财政总体开支的扩大。因此,对于儒家的士

大夫阶层而言,最为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将君主塑造成为一个垂拱而治的有德君主。这样的君

主一方面乾纲独断,作为最高主权机关,并不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权臣和近幸,而另一方面,君
主又通过制度,虚心纳谏,与作为整体的士大夫阶层分享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君主应该

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不仅是物欲,同时还有试图青史留名的功业心。对于儒家官僚而言,要
维持江山的稳固,并非是协助君主去造就伟大的功业,而是要以儒家之仁政理念以及礼治精神

来匡正君主之行为。
虽然后人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来讽刺刘宗周等东林党人的百无一用,但

是值得指出的,心性道德之学虽然对于解决眼前的危机没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就较长的时段来

看,君主的德性败坏、师心自用与制度崩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以一种心性道德之学作为

根本性的政治哲学并以之为原理来评价君主施政的得失、匡正君主的行为,才是根本上的对于

文明以及政体的护持。因此,面对已经先行存在的君主—吏治国家,儒家士大夫阶层的自我使

命并不是去增强其国家能力,而是以一种道德秩序来规范这个直接暴力的团体。尽管就韦伯

的理论来看,儒家的“实质理性”,只不过是一种妨碍理性官僚制诞生的“实质非理性”,但是就

一种宪制的观点来看,士大夫阶层所主张的伦理秩序却意味着对于公权力的限制。吊诡的是,
当缺乏这种宪治因素时,君主体制则会显得相当地具有活力,甚至被并不生活在这一语境之中

的当代学者和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优异的制度。
从宪治的角度出发,作为儒家仁政理念间接性表达的清流政治的观念和实践能够得到很

好的辩护,由此,被后世学者所诟病的科举制度能同样得以辩护。当代对于科举制的理解总是

与一种暗含了绩效主义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观念相联系,然而儒家自身的“德治”以及

清流政治的政治传统却与之相左。就这种“德治”的传统而言,政治的根本任务在于实现儒家

所设想的以仁为原则的礼法秩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所一直强调的“经世致用”,其主要

内涵并不在治术方面,更不在钱粮刑名等细务,而是致力于道德理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即
便是与理学相对峙的事功学派依然承认道德目的的首要性,只不过主张功利性的目的同样值

得考虑。〔75〕在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争中,前者在大多数时候占据上风,而强调利也同样

具有重要性的观点往往只在社会危机爆发的时代才会被提出。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中,科举考试就会越来越趋向于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无关的方面,进士

科的重要性开始逐渐超过其它科目,而进士科考试的侧重点也逐渐从文学修养转变为对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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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司马光:《司马光集》,李文泽等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4页。
参见(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付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4-106页。
参见张灏:“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苏鹏辉译,任锋校,《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第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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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阐释。但无论是考察文学修养还是对于经义的阐释,目的都在于发现一个熟悉儒家经典

中并能够贯彻其中价值原则的有德之人,并通过这个有德之人来教化人民、匡扶君主,因此,处
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虽然重要,但在儒家士大夫阶层看来,却非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

那么,道德水准又如何加以考察呢? 即便是贝淡宁这样的对科举制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
也承认考试只能测试出考生的智力水平。不过古人与当代人对语言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当代

人那里,语言是工具性的,权力扭曲语言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很难想见到,在传统时代,语言

(文)本身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属性,因此也就具有了区别于个别权力者的权威。〔76〕在传统

语境中,“文”,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对于经义的阐释,被普遍认为与作者的道德人格相关联,文
章的作者与道德行动的主体在本体意义上具有同一性。与此同时,通过科举制对于文的推崇

形成了一种清流政治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以及通过

了考试的官员的行为,其中的机制类似于康德说的 “伪善”最终造成真正的进步。〔77〕不过,这
种清流政治所要求的道德,并非是完全的入世的禁欲与苦行,而是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正直”态
度,尤其是不能因为个人的得失去谄媚上级以及君主,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外,与君主保持

过分亲密的私人关系,就有可能获得近幸之评价,而招致士林的批评乃至史书的贬斥。
(三)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

传统的德治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国的司法传统。有关我国传统时代司法制度之

性质,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滋贺秀三—黄宗智”之争。在前者看来,我国清代之司法往往循情理

判案,是韦伯所说的那种“卡迪司法”,〔78〕而在后者通过对于清代民事司法档案的研究,指出

清代的官方审判(堂断)基本都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即便在堂谕判词中并没有援引具体的律例,
但对照律例的条文,也可发现判决是律例的框架范围之内。〔79〕就两者之间的争论,滋贺秀三

的学生寺田浩明则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理论,在其看来,我国近世之司法所追求的是“得情

法之平”的实质性正义,个案之处理要符合儒家所设想的天理秩序以及反映了这一秩序“天下

公论”,因此,在个别性的情理法裁断背后同样存在着普遍性的维度。〔80〕

在韦伯式的学者那里,无论我国司法传统属于“卡迪司法”,还是“非规则性的法”,都在很

大程度妨碍了我国早熟的官僚体制真正理性化。然而,换一角度,从宪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

题,或许能够得到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尽管如瞿同祖所言,从西汉时代开始,“引礼入法”“礼
法一体”的进程已经逐步趋于完成,〔81〕然而,在另一方面,以君主意志为核心的中央官僚机构

颁布的法令却相当之繁剧,由于缺乏教义学之类的学问对之加以体系化,这使得不仅在这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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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陆扬,见前注〔70〕,第15页;(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82-113页。
参见(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页。
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梁治平、王

亚新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3页。
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75-106页。
参见(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版,第364-368页。
参见瞿同祖,见前注〔13〕,第377-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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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间,同时在这些法令与礼制秩序之间存在罅隙与冲突。实定法意义上的国家法令与礼制

秩序遵循两种不同的逻辑,前者以“兵、刑”为其主要内容,反映了国家暴力的直接性,而后者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自治的逻辑。〔82〕

儒家士大夫作为司法官,其既作为皇权在地方的代表,但又在皇权面前代表了地方公论乃至

天下公论,因此,对于这样的司法官而言,形式性地严格适用朝廷所颁布的法令并不是其最高的

义务,更高的义务则在于要使得这种适用与礼制秩序以及作为礼制秩序的现实反映的“公论”相
协调。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时代的司法官被要求需要从价值秩序、从地方公论乃至天下公论的全

局来考虑司法裁判的结果,更多地类似西方司法体制中的具有违宪审查权力的法官。如果仅从

控制司法腐败的角度来看,赋予地方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如此宽泛的权力显然并不合适,但从

控制君主乃至中央权力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够诉诸普遍的价值秩序以及公论的司法权,显然有助

于限制独断性的君主权力,并在一定程度降低皇权—吏治国家制度上的严苛性。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儒家“德治”理念所导致的反形式主义的法律观并非主张和提倡专

断性的权力,反而更多地体现为法律执行层面审慎用权的精神。在此不妨举出几个典型的

例子。诚如我们所知,我国传统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理性主义、道德主义的色彩,对于民间

的非官方祭祀行为(淫祀)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态度,因此历代的官方在法律层面严厉禁止淫

祀。但在具体执行方面,除了极少数的案例,大多数时候都是弛禁的,历史上极端主张“隳
淫祀”的只有王莽、狄仁杰和清代康熙朝的汤斌,〔83〕而像朱熹那样的大儒反而对于“七日戒”
“三日斋”之类的民间祭祀表示认同。〔84〕另外一个与之类似的例子则是清代对于文化市场的

管控:一方面,禁止任何被认为不道德的、具有社会腐蚀性的或者政治颠覆性的作品的演出,还
禁止七品以上官员以及八旗子弟进入商业性戏园,但另一方面,当时的小说以及通俗笔记里关

于这一时代戏曲表演活动的记载,表明上述规定通常不起作用,清代的戏曲市场也并未因严厉

的管控萧条,反而一度相当繁荣。〔85〕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儒家的“德治”理念,大
量的伦理性内容进入了法律,然而这种法律的伦理化却未必会造成现代人所恐惧的道德压

迫,〔86〕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德治”传统同样造成了传统时代大多数情况下执法上的宽缓,
尽管这种有法不依被现代法治主义者所诟病,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在严苛的帝国法制与具体的

民情之间造就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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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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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明,见前注〔28〕,第195-208页。
参见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88-

189页。
参见〔宋〕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汇校》,徐时仪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参见(美)郭安瑞(AndreaS.Goldman):《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郭安瑞、朱星威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相关的忧虑可参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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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传统依宪治国资源的非制度性

我国当代的法学学者不甘于西方法治话语的主导性地位,试图从我国传统中发掘出区别

于西方宪政模式的本土“宪制”。这样的学术努力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囿于学科之限制,往往进

入误区。一种误区在于将那些提升国家能力尤其是专断性国家权力的法家制度当作“宪
制”。〔87〕比如,朱苏力所试图揭示的“宪制”,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选择的“必然之

法”(lawofnecessity),他甚至于极端地认为北魏时流行的“子贵母死”也是一种为了文明而不

得不行的“宪制”。〔88〕事实上,朱苏力所说的“必然之法”只不过是绝对主义王权学说中的“国
家理性”,而非约束国家权力的“宪制”。“国家理性”关涉近代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就要在约束权力的“宪制”与“必然之法”或者“国家理性”之间取得平

衡。〔89〕与朱苏力的想象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对于传统中国政体所展现出来的“国家理性”向
来持肯定态度,但却会指出,在这种体制之中,缺乏必要的机制来限制或者平衡君主的权

力。〔90〕当前的“德法合治”论者,其理路大多近似于朱苏力,往往从国家理性或者治理有效性

的角度出发论证传统“德法合治”的优越性,甚至于有些学者将“儒表法里”当作了传统政体的

优势,进而将之作为一种“宪制”。
另一种误区在于,有学者以浪漫主义的心态将特定场合发挥了限制王权作用的因素当作

长久稳定的“宪制”。比如王瑞来就认为我国传统时代的皇权受到“天”“道”“法”三个紧箍咒以

及“不文律”“公议”“留名的清史”三堵墙的限制,经历了从人格化权力到制度化权力的演进过

程,离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91〕朱勇有关“祖制”的研究与之类似,在其看来,作为根本法

的“祖制”起到了规范权力行使的作用。〔92〕然而,理念、制度与现实毕竟不是一回事情,从限

制君权的理念到到限制君权的制度,再到君权在现实中受到限制,中间有着漫长的道路,在传

统社会中,这条道路从未真正贯通。还有一种误区,认为从传统资源中发掘不出任何有助于当

代依宪治国的因素。如约瑟夫·列文森(JosephR.Levenson)、余英时等人认为传统儒家思想

与政治体制高度共生,既然传统制度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与其共生的儒家思想就成为了“游
魂”。〔93〕然而这种看法既太过悲观,也与现实政治运作的机理不符。尽管诸如人民主权、天
赋人权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都建立在对于前现代的批判之上,但是落实这些基本原则的具

体制度却同样被既有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形塑,完全脱离既有的历史文化语境,纯粹以理性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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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专断性权力(despotic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power)的区分可参见(美)迈克尔

·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参见朱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41页。
参见(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9页。
福山,见前注〔2〕,第97-145、307-310页。
参见王瑞来:“皇权再论”,《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24-25页。
参见朱勇,见前注〔62〕,第190-208页。
参见列文森,见前注〔20〕,第377-384页;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229-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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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构建制度是行不通的。因此,不仅要像过往的批评者那样,指出哪种制度传统或者文化

传统阻碍了传统社会的现代进程,同时更要去发现那些能与现代文明接榫的传统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有论者往往由于外表的相似,试图将传统时代法家的“法治”以及体现这种

观念的理性官僚制度当做能与现代的法治(ruleoflaw)接轨的传统资源。然而,这种努力却

是对于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双重误解。东周时期诸国之间的激烈的军事竞争造成了法家

的“法治”观及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其目的在于加强国家能力,就比较法的角度而言,这种体制

类似于西方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94〕而与近代以来的依宪治国观念有所扞格。
当然,依宪治国与国家理性之间并非只是对抗关系,同时也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国家理性

所追求的国家能力,固然有可能侵犯个体的基本权利,妨碍依宪治国的实现,但个体基本权利

的保障以及依宪治国的实现,同样依赖于具有必要国家能力的现代国家体制。欧洲国家现代

化之历程,先是从尊重固有传统权利的封建国家转变为追求国家能力的绝对主义国家,最终才

成为近代的立宪国家。在这一曲折展开的历史进程中,追求国家能力的绝对主义国家这一环

节不可或缺,如果国家能力孱弱,对外不能保证主权独立,对内不能造成和平的秩序,那“依宪

治国”实在无从谈起。
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自东周列国的军事竞争以来,一种富于“国家理性”色彩的官僚体

制就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并作为制度遗产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治

理。〔95〕当代的研究者固然可以从中发掘出有助于当代国家治理、提升国家能力的传统资源,
这样的研究也绝非不重要,但对于建设“依宪治国”的法治国家的时代课题,却多少有点南辕北

辙。我国建设“依宪治国”的法治国家,关键是“将权力关进笼子”,毋庸讳言的是,我国传统政

治中缺乏相关的制度性资源。
除开那些被人错误地与现代法治相关联的法家的“法治”观念与实践,以及钱穆等人出于

良好意愿附会出来的古代“宪制”,是否还能从传统中发掘出有助于当代依宪治国的资源? 正

如上文所述,这种资源并非不能找到,但却是非制度性的,即古代的德治理念经由传统的皇

权—官僚体制所造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心态。首先,由于传统儒家政治理想具有乌托

邦的成分,因此其本身并不直接约束权力,而像王莽那样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实现这些理念,反
倒会造成权力的无限扩张,最终导致毁灭性的后果。自王莽之后,历代士大夫对于直接实现儒

家原始政治理念的举措始终抱持着戒惧的态度。〔96〕

其次,在儒家的德治理念,作为意识形态进入到皇权—官僚体制之中,与后者形成一定程

度的对峙之后,所造成那种政治文化与政治心态才能起到抑制权力无限扩张的作用。这种机

制虽然是非制度性的,但并非不起作用。任何制度都需要人来执行,而上述的那种特别的文化

与心态,造成了生活在这一语境中的多数人面对这些制度时行为的动机。像韦伯那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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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95〕

〔96〕

参见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9-334页。
参见王若磊:“巨变时代的政道、政体与治道: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政法论坛》

2019年第3期,第20页。
比如,宋代的陈靖在仁宗、真宗两朝试图推动的“井田制”改革,就因为士大夫群体的抵制遭至失

败,参见耿元骊:《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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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我国传统时代虽有卷帙浩繁的法律,但却在地方层面难以得到严格的执行,因此算不上真

正的理性官僚体制。事实上,韦伯所批判的这种现象,正反映了儒家的德治理念在皇权—官僚

体制中所发挥出的消极地限制公权力无限扩张的作用。部分儒家官僚,尤其是被历代史学家

所赞扬的循吏们,使用儒家的道德标准选择性地适用法律,并不是权力的专断,而更近乎于某

些国家司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
由以上论述可见,仅就建设依宪治国的法治国家这一主题,需要对接的并非是传统时代法

家的“法治”观念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而是历来被认为是法治对立面的“德治”理念。不仅在

理论的层面,儒家政治思想的颇多方面可以与当代依宪治国相会通。〔97〕在实践层面,儒家德

治思想在与以国家能力为旨归的理性官僚体制对峙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心态更值

得重视,这种文化与心态体现出对国家权力扩张的戒备态度,以及审慎用权的中庸之道,其具

体内涵以及作用方式上文多有阐发,此处不再赘述。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制度史以及社会

学层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新儒家们试图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演绎出一种“宪制”但
却无所依凭的窘境。〔98〕

Abstract:ContemporaryscholarstendtodescribethepoliticalmodeoftraditionalChinaasaConfu-

cian-legaliststate,i.e.,theideologyofConfucianismjustifiedthelegaliststatesystem,andtheencultur-

ationfunctionofco-governanceofvirtueandlaweffectivelyreducedthecostofrulingandachievedlong-

termstability.However,thisexplanationbasedpurelyontheperspectiveofstatecapacityechoesthethe-

oryofancientChinesedespotism,whichmakesitimpossibletofindtheresourcesofconstitutionalgov-

ernancefromtraditionalpoliticsinChina.Infact,beyondtheco-governanceofvirtueandlaw,theConfu-

cianideaofruleofvirtuehasitsownautonomy.Andthisidea,throughthelegalisticstatesystem,has

formedaso-called“literocracist”politicalcultureandmentality,whichincludestheseparationofConfu-

cianMoralOrthodoxandPoliticalOrthodox,ananti-meritocraticviewofgovernance,andananti-for-

malistlegaltradition.Althoughsuchcultureandmentalityhavenotbeensolidifiedintoinstitutionaltradi-

tions,theyhavehistoricallyservedtoregulatetheexerciseofpublicpower,especiallysovereignpower,

whichcanserveastraditionalresourcesforthecontemporaryconstitutionalgovernanceinChina.

KeyWords:Co-governanceofVirtueandLaw;Confucian-legalistState;ConstitutionalGovernance;

ChineseAncientDesp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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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8〕

有论者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与人权观念与儒家思想有颇多契合之处,参见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

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5页。
事实上,无论是直接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唐君毅,还是从内圣间接地坎陷出民主与科学的牟宗三,

都是试图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演绎出一套政治社会秩序,参见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九州出版社

2016年版;以及牟宗三,见前注〔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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