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
（２０１８ｖｉ）ｅｗ
Ｎｏ．４ａｗＲｅ

超越法律东方主义 ：一种欧洲视角
——— 评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 ：中国 、美国与现代法》
［瑞士］康允德（ＴｈｏｍａｓＣｏｅｎｄｅｔ） 高一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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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法律学界，有关法律东方主义的争论都备受关注。而当下，络
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则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参照物。尽管络德睦的作品聚焦于美国、中国，
以及现代法，但本文提议从一种欧洲视角出发，重新诠释其观点。因此，本文首先审视了，从欧洲视角
出发是否是恰当的；进而论证，法律东方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构主义式观点，因此也暗示了在东
方主义式法律论说之中，还剩下什么内容可供我们思考。很显然，剩下的内容就是“东方法律主义”这
一概念———它暗示了某些超越法律东方主义的内涵。因此，在结尾部分中，本文评述了这一概念，并
且探索了从欧洲视角出发的其他方式，以重新思考法律东方主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当修正
络德睦对于法律东方主义的概念分析，以及他对于“西方”式论述起点的呈现。
关键词 法律东方主义 东方法律主义 解构 系统论

一 、看待法律东方主义的一种欧洲视角
“我将会把东方主义称为一种，基于东方世界在欧洲 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而产生的，容纳
东方世界的方式。”〔１〕爱德华 · 萨义德正是用这一定义作为他论述东方主义的开创性著作的起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别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受上海高校特聘教授 （东方学者）项目岗位计划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８级硕士研究生。
〔１〕 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ｉｄ，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犿（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１９７８），ｐ．１．中译本参见［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
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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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由此延伸至法律东方主义 ，络德睦（ＴｅｅｍｕＲｕｓｋｏｌａ）则着手为这一东方主义叙事添加法律成
分。延续萨义德的论说，他将东方主义理解为“用以建构西方理解东方的话语”，并且进一步开始
研究设想中的“东方主义之法律形式”。〔２〕 络德睦将他的法律东方主义研究聚焦于更为具体的内
容———这些内容分别代表了西方、东方和法律三个方面。针对西方，他聚焦于美国；针对东方则关
注中国；而针对法律，他将内容限缩至法治这一概念。“这种显示中国、美国与法三角关系的粗略
文化图谱制造了诸多假定。”〔３〕而此书正要着手对这些“假定”详加评述。
尽管书中大部分论证都严格地在上述三角结构中进行推演，但并非没有借助于一种欧洲的视
角。基于历史原因，作者必然要依赖欧洲的“源头活水”来勾画出（法律）东方主义的形成脉络———
他也确实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同时尖锐地指出：“欧洲分析范畴（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并非普世的”，
但作为“帝国主义存续的遗产”，其“在帮助我们彻底想清楚非西方国家政治现代性的经历方面，既
必不可少，但又不甚充分”。〔４〕 就法律方面而言，此种欧洲元素在“欧洲 美国法”这一概念中显得
尤为清晰。贯穿此书始终的是，作者正是使用这一概念得以使美国法律东方主义的欧洲根源变得
清晰可见。最后一点在于，络德睦选择了使用一系列从欧洲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这其
中对论证具有核心价值的是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基于上述背景，若本文透
过一种欧洲视角，而非三角结构中的中国和美国视角，对法律东方主义进行观察研究，应具有学理
上的合理性。我将在下文中以方法论和具体研究素材来呈现这种欧洲视角。

二 、解构法律东方主义
作者对于法律与政治现代性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区分。毫无疑
问，他希望将现代法律话语化约为两种参与者：那种“受限的当代政治观念在本质上仅仅认同两种
真正的主体：国家与个人”。〔５〕 在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选择过程中，用与罗伯特 · 戈登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相似的方式，络德睦将法律“融入”了社会这一概念之中。他更为确切地将这一过程称为
解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对立”。〔６〕
此种概念设置使得分析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将要如何展开变得非常明确：美国的国家、社会
以及个人，都能够服从于法治；然而中国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只剩下“无法”状态。这种含有对立要
素的法律话语一经建立，络德睦便发展出对于这套话语的精妙解构———他最终揭示出对于中国
“无法”状态的论断只是一种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尽管作者并没有明显地运用某种解构主
义方法，但一些不经意的引注仍显示出他对解构主义理论的熟悉程度。例如，“正是这些处在自由
民主国家边缘的法律界定了其中心”，〔７〕此论点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为对德里达 《哲学的边缘》
〔２〕 ＴｅｅｍｕＲｕｓｋｏｌａ，犔犲犵犪犾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犿牶犆犺犻狀犪，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犕狅犱犲狉狀犔犪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４ｆ．译文摘自中译本：［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页。
〔３〕 Ｉｂｉｄ．，ａｔ６．中译本第５页。
〔４〕 Ｉｂｉｄ．，ａｔ１５．中译本第 １６ 页。 引文的后半部分，络 德 睦 借 用 了 迪 皮 什 · 查 克 拉 巴 蒂 （Ｄｉｐｅｓｈ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的理论框架。
〔５〕 Ｉｂｉｄ．，ａｔ２１；ｃｆ．ａｌｓｏａｔ２，９９，１０９，２０９．中译本第２１页。
〔６〕 Ｉｂｉｄ．，ａｔ３６．中译本第３６页。
〔７〕 Ｉｂｉｄ．，ａｔ８．中译本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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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犪狉犵犻狀狊狅犳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８〕一书所做的隐秘引用。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挑战简单的二元对立论
说（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守法／中国无法的对立），《法律东方主义》实实在在地遵循了解构主义的模式。
有人可能会由此发问：书中所使用的认识论概念以及对立的要素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将现代政
治与法律话语化简为国家、个人、法律、“无法”状态，以及法治中的法等要素，这能站得住脚吗？我认
为，基于下述理由，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简化。作者自己既意识到某种对立，例如国家和个人的对立，只
是提供了一种“尤显多余的现代国家的本体论”；也认识到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对立是“夸大与过度简
化”的。〔９〕 而此书的要点更在于去展示这种简化 的对立如何，以及为何曾经、并且仍然“对中国法的
研究具有破坏性的分析后果”；同时此种简化的对立在法律东方主义的全球式话语中，甚至在某些情
形下会使其使用者伤及自身。〔１０〕 相应的，此书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对于中国法的辩护。相反，作者公
开承认“将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分析的意义，显然既非为了证明、亦非为了证伪中国法的
历史存在或理论存在”。〔１１〕 作者同样也清楚他“绝非反对中国的法律改革”，而是寻求“在更为宏大的
层面上理解中国法律改革的性质、历史及其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１２〕 而为了使这种“理解”变得可
能，对于简单的对立及概念的“解构”是必要且正当的。因为正是这些概念和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
了西方（更确切地说是美国）有关中国及中国法（或说无法状态）的观念。〔１３〕
不过，在《有限公司》（犔犻犿犻狋犲犱犐狀犮）一书中，德里达提醒我们解构（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并不意味着
摧毁（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而是表达对于超越毁灭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计划之外，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的那些内容的“预告”。〔１４〕 在《法律东方主义》的结语中，络德睦使用了“东方法律主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这一术语，来指涉那些可能超越了法律东方主义的内容。〔１５〕 因此，我将进一步聚焦于该
书与此相关的部分，对其论说与观点展开进一步论述。我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提炼书
中的概念分析（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以及它的“西方式”出发点，以期在现代法的全球式话语所具有
的历史深度和广泛影响之下，为我们更完整地理解此种话语提供一些启发。

三 、超越法律东方主义
为了进一步思考法律东方主义这一命题，消除那些支撑起此书基本情节的简化主义式的设定
是十分重要的。出于作者论证的需要，上文所提到的那些简化的确具有合理性，但为了推进研究，
我们仍应进一步对这些术语加以辨别。
我们不妨首先来看看“尤显多余的现代国家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将法律的认识论简化至作为
法律过程主要“行动者”的国家和个人。在我看来，此书在这一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它的解构工作。
〔８〕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犕犪狉犵犻狀狊狅犳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８２）．
〔９〕 Ｒｕｓｋｏｌａ，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２０９ａｎｄ１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中译本第２０９及第１４页。
〔１０〕 Ｉｂｉｄ．，ａｔ１４ａｎｄ１４１ｆｆ．中译本第１４页，及１４２页以下。
〔１１〕 Ｉｂｉｄ．，ａｔ２２．中译本第２２页。
〔１２〕 Ｉｂｉｄ．中译本第２１、
２２页。
〔１３〕 与此颇为类似的解构性实践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存在于另外一个比较研究领域中，即研究比较式论证是

否与国内的法律推理相关联。为了更好地理解 比较式论证在法律推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首先要去解构 的就是国
内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对立。［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Ｃｏｅｎｄｅｔ，“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１０２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ＲＳＰ）４７６ ５０７，４７９ｆｆ．（２０１６）．］
〔１４〕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犔犻犿犻狋犲犱犐狀犮 （Ｗｉｅｎ：Ｐａｓｓａｇｅｎ，２００１），ｐ．２２７．
〔１５〕 Ｒｕｓｋｏｌａ，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２３２．中译本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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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叙述仍囿于这一对立之中。作者甚至尝试在中国公司法的领域中为这一对立寻找“新的主
体”。〔１６〕 然而，一种真正的解构主义式方法不会是去寻找新的主体，而是要去追问：有什么东西完全
逃出了主体的视角？提供这样一种视角的首选理论，必然是尼古拉斯·卢曼（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的
系统论。〔１７〕 因为在这一理论中，主体并不重要，唯有社会沟通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才具有意
义。由此，络德睦的许多论述都能够在这一系统性的认识论之下得到更有力的论证。例如，若将
其极富洞见且具有说服力的观点“现代美国的治理（法治）已然变成了一种‘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
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ｒｓ）”〔１８〕，放置在系统论的概念下加以审视，此观点将变得更为激
进———美国版本的法律东方主义式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其波及范围远远超过政治体或个人主体的
单一性行为。换句话说，由于这些影响是系统性的，它们不再需要依赖于某些具体的殖民者，由此
便能够殖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１９〕
通过系统论，我们也能够获得一幅更细致多元的现代社会图谱，因为它并非简单地让所有法
律解体并融入社会中去。〔２０〕 这使得我们不去破坏作者所用方法的价值，同时也能够获致一些“其
他的”（ｏｔｈｅｒ）观察。而这些观察将会反过来在某一点上导向“其他的”结论。系统论持有这样的观
点，即现代社会在功能意义上分化为诸多进行社会沟通的子系统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最为明显的就是法律、经济、政治、宗教、家庭、媒体，以及科学。在这一套认
识论中，社会活动的“不法”（ｕｎｌｅｇａｌ）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ｎｏｎｌｅｇａｌ）领域并非特别，〔２１〕而作者
认为这正是中国独有的特征。法律与现代国家的“权力意志（它坚持将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事物
皆以合法或者非法进行描述）”〔２２〕，很久之前就已然在系统论中被解构了。无论在西方或在东方，
都是如此。〔２３〕 在系统论中，法律同样经由“合法／非法”这个二元行为规则来发挥其功能。〔２４〕 但
系统论也为其他社会系统中的“不法”内容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比如政治、宗教或是经济系统。这
种观点是有价值的，因为借此将无需再竭尽所能地将所有东西都塞进法律之中。进一步而言，这
亦能在缓和规范性评价压力的同时，使得对中国法及其在全球法律话语中所扮演角色的规范性评
价与观点变得更为尖锐。因此，如果在中国的公司结构中发现中国的家庭结构，那就跟法律并不
相关了。因而，从作者用以提出上述观点的例子：中国的乡镇企业（ＴＶＥ）〔２５〕之中，我们或许不见
〔１６〕 Ｉｂｉｄ．，ａｔ２１３ｆｆ．中译本第２１２页。
〔１７〕 系统论的基础性著作包括：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犛狅狕犻犪犾犲犛狔狊狋犲犿犲．犌狉狌狀犱狉犻犲犻狀犲狉犪犾犾犵犲犿犲犻狀犲狀犜犺犲狅狉犻犲，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４；犇犻犲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犱犲狉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９７．络德
睦仅有一次提到了系统论。他将这一理论定位在德国，因此也是在欧洲范围内 （ｃｆ．ｉｂｉｄ．，ｐ．３０５）（中译本见第
２９２页，注释１８４）。
〔１８〕 Ｒｕｓｋｏｌａ，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Ｃｈａｐｔｅｒ６．中译本第六章。
〔１９〕 Ｃｆ．，ｉｂｉｄ．，ａｔ２０７ｆｆ．中译本第２０７页以下。
〔２０〕 （书中内容———译者）与功能分化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理论的冲突并不令人吃惊。我们应当记得
罗伯特·戈登批评法律和社会之间遭到割裂时，其主要靶子就是功能主义理论。而络德睦正是重申了这一批评。
［ｃｆ．ＲｏｂｅｒｔＧｏｒｄｏ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３６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犔犪狑犚犲狏犻犲狑 ５７ １２５，５９ｆｆ．（１９８４）．］
〔２１〕 Ｉｂｉｄ．，ａｔ２２０．中译本第２１９页。
〔２２〕 Ｉｂｉｄ．中译本第２１９页。
〔２３〕 只需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犇犪狊犚犲犮犺狋犱犲狉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９３，Ｃｈａｐｔｅｒ
９ａｎｄ１２．
〔２４〕 Ｃｆ．Ｒｕｓｋｏｌａ，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２２０；Ｌｕｈｍａｎｎ，
ｉｂｉｄ．，Ｃｈａｐｔｅｒ４．中译本第２１９页。
〔２５〕 Ｒｕｓｋｏｌａ，ｉｂｉｄ．，ａｔ２１６ｆｆ．中译本第２１５页。（“上述观点”即上句提到的中国家庭与公司的相似性———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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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能够学到什么有关法律的内容，而是会学到如何在法律疆域之外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更负责任
的版本。〔２６〕 简言之，系统论为将法律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不重要，留下了空间。以同样的象
征方式，我们也可将这种对法律的评价转移到其他社会系统。由此，作者的设想 “法律世界的未
来，首先是一个政治的———事实上是地缘政治的问题”〔２７〕便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政治世界的未
来不是个法律问题？或者，为什么法律世界的未来不是个经济问题（反之亦然）？
至于法治这一概念，作者令人信服地论断说：“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对比”应当被“更为适中与更
可界定的概念”所取代。〔２８〕 由于这一论断是沿着如下观点得出的，这使它显得更为有趣。这些观
点包括：“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中国也可以将法律中国化（ｓｉｎｉｆｙ）”，以及我们或许会目睹“一种正在演
进中的中国普世主义（一种东方法律主义）”〔２９〕。不论此处的东方法律主义可能意味着什么，它都
不能在违背此书整体观点的情况下，被合理地用以寻求另一版本的法律帝国主义。作者明确声明
其意在“既不普世化中国亦不普世化美国”，而是“将两者皆解中心化”，且赞同“任何地方或任何时
间，较之任何其他地方或时间具有或多或少的普适性，似乎并非特别有用”〔３０〕。因此，东方法律主
义如果仅仅意味着将一种高傲的法律帝国主义从它的美国头脑转移到亚洲双脚上，那么这将是极
其令人失望的。因而，用一些更为具体的概念来取代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对于协商美国法、中国
法，以及法律世界各部分之间关系而言，将会是一个好的开端。这样一种更为具体的方法能够在
不放弃法治理念所生发出的解放潜能的同时，而得到采用。〔３１〕 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东方法律主义
的理念，一定是极具吸引力的。它将自己展现得更像是一种就某些特定法律问题的理性协商，或
是某种更大的“批判性的跨国（法律）话语”〔３２〕之一部分。
在作者围绕着东方法律主义所提出的理念之中，包含了一项更为令人困惑的声明。这一声明是：
“如果我们愿意认真地对待中国政治……就必须接受这种风险：我们可能发现法律与政治制度一样，
也是一种宗教。”〔３３〕即便我们暂且不论这一关于法律、宗教与政治的等式不是一种系统论的进路，这
一声明仍是奇怪的。此处的上下文并没有就作者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给予我们更多信息。由于此书颇
下了一些功夫将中国的亲属关系理念与法律联系起来，〔３４〕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宗教的法律”这一理念
联结到了中国家庭伦理规范中的宗教元素。这样一来我们就确乎能够看到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某种关
联了。但是，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宗教元素是否在本质上指向了特别中国化的内容？
这是需要存疑的。对“旧欧洲”的一点考察足以教给我们相似但不同的东西。仅举一个著名的事例。
从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犇狅狀狅犵犺狌犲狏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阿特金勋爵（ＬｏｒｄＡｔｋｉｎ）如何借
〔２６〕 不过，如果我们认同乡镇企业是一个在如何重新设计资本主义，以及如何重新构想不同于美国话语的法律
意识方面有价值的事例，那么我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ＳｏｚｉａｌｅＭａｒｋ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所提供的
事例稍加观察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德国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模型与（美国式）法治之间根本无需发
生冲突。
〔２７〕 Ｉｂｉｄ．，ａｔ２３３．中译本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２８〕 Ｉｂｉｄ．，ａｔ２３３．中译本第２３２页。
〔２９〕 Ｉｂｉｄ．中译本第２３２页。
〔３０〕 Ｉｂｉｄ．，ａｔ５９ａｎｄ２３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中译本第６０、２３３页。
〔３１〕 “指出这种特殊的政治救世神学（也即欧洲 美国式法治理念）具有的历史上的或然性质，并没有说出它
具备的解放潜力。”（Ｉｂｉｄ．，ａｔ２３４．）中译本第２３３页。
〔３２〕 Ｉｂｉｄ．中译本第２３３页。
〔３３〕 Ｉｂｉｄ．，ａｔ２３３．中译本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３４〕 Ｉｂｉｄ．特别是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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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基督教的邻人原则 （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狀狀犲犻犵犺犫狅狌狉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３５〕来进行论证，而将产品责任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引入了英国法。在这一判例中，正如在乡镇企业的例子中一样，我们能够找到从宗教到法律
的清晰联结：我们认为乡镇企业所具有、并且作为其基础的家庭伦理规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
性的。更进一步而言，将上述两个例子进行对比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它们都涉及了最宽泛意义上的对
他人的“注意义务”（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生产者有对消费者的“注意义务”，而乡镇企业则有对其“家庭成员”
的“注意义务”。〔３６〕 不过，根据作者的论述，这种乡镇企业之下的再分配机制受制于“亲属关系……的
运作逻辑：例如，它并不惠及来自其他乡村的打工者”。〔３７〕 但是，产品责任概念下的矫正机制（在上
述事例中主要借助于邻人原则的逻辑），其运行则确切地超越了亲属关系的逻辑。毫无疑问，指出这
些相似性和差异性既不是为了说明公司法和产品责任在任何意义上是功能相当的，也不是为了赞同
某一种特定的宗教伦理规范。这些例子应当仅仅是促使我们来甄别和说明那种同时存在于西方和东
方法律传统中的复杂性。简而言之，如果作者有关“法律作为宗教”的意见仅仅是希望沿着草拟的线
索进行思考，那么这一意见就很难算作是一种中国式特征。
不过，至少还存在着另一种理解作者所提出的法律与宗教间等式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的好
处在于更贴近文本。在表明了上述意见之后，作者继续说道：“虽然这（也即宗教和法律的等式）是
一种真正的风险，但绝非致命，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皆不可能运作，除非获得其统治之人信仰的支
撑。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坚称的那样，依赖纯粹宰制的政治体制不能持久。
为了存活下来，通过市民社会的霸权制度，它必须能够生产与再生产对其提供支撑的同意 …… 法
律显然是能够生产同意之主体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３８〕有人可能会将此解读为类似于一种法
律的教条，但作者却进一步建议用法律的“批判性的跨国话语”来替代法律的“普世性”或是“独特
性”话语。“而这一新话语既是普世的，也是特殊的，并且是普适性和特殊性形成的关键场域。”〔３９〕
诚然，欧洲听众对于这种肃穆的腔调已耳熟能详———它听起来就像是一首 Ｃ 大调的圣歌：同意、市
民社会，以及批判（ｃｏｎｓ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ｑｕｅ）。然而，将这种立场普世化到诸如哈贝马斯
式的话语理论的程度，〔４０〕却并不符合作者的核心论点。当然，由于这些评论处于作者论述中的特
别边缘之处，它们启发了一种解构主义式解读：或许将法律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跨国话语”这一观
念，仍旧依赖于一种十分古老的欧洲理念。因此，与上述所言不同，我们或许应当对于毫不犹豫地
将东方法律主义纳入现代法的批判式跨国话语之中有所保留，尽管这种选择或许是十分诱人的。
（责任编辑：宾凯）
〔３５〕 “这项规则：你当爱你的邻居，转变为了一条法律：你切勿伤害你的邻居……那么，在法律中，谁是你的邻
居？答案似乎是：我的邻居是那些如此密切而又直接受到我的行为影响，以至于我应当对其施以合理注意的人。因
为当我指导我的思想去完成某些会受到质疑的作为或是疏忽时，他们是如此剧烈地受到其影响。”（犇狅狀狅犵犺狌犲狏
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 ［１９３２］Ａ．Ｃ．５６２，ａｔ５８０．）
〔３６〕 “采用一种熟悉的方式”，某些乡镇企业的利润“被用于照顾作为一个集体的村民。就此，可将珠江三角洲
的戍平村作为一个实例。在重组为三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后，采用建立医疗中心、日托中心、小学与中学、疗养院、
为大学生提供财政支持以及甚至给予生活补助与丧葬补助等形式，该公司成为诸多福利项目的主要提供者”。
（Ｒｕｓｋｏｌａ，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２１８．）中译本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３７〕 Ｉｂｉｄ．中译本第２１７页。
〔３８〕 Ｉｂｉｄ．，ａｔ２３３ｆ．中译本第２３３页。
〔３９〕 Ｉｂｉｄ．，ａｔ２３４．中译本第２３３页。此句在中译本中并无相应译文，本文译者直接译自英语原文。
〔４０〕 Ｃｆ．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犉犪犽狋犻狕犻狋狋狌狀犱 犌犲犾狋狌狀犵．犅犲犻狋狉犵犲狕狌狉犇犻狊犽狌狉狊狋犺犲狅狉犻犲 犱犲狊 犚犲犮犺狋狊 狌狀犱 犱犲狊
犱犲犿狅犽狉犪狋犻狊犮犺犲狀犚犲犮犺狋狊狊狋犪犪狋狊，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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