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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１９世纪初,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法学派和以萨维尼为代表的

历史法学派围绕着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产生了争论.哲学法学派强调

法的理性层面,认为制定一部清晰而明确的民法典是历史的必然,拒绝以过去

来理解现在.历史法学派则强调法的历史性维度,坚持法必须出自民族精神和

民族的共同生活意识,认为法本身是一个过去和现在相接续的过程.因此,哲

学法学和历史法学之争的根本就在于如何理解理性与历史的交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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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２１年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责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意志历史法

学派,称他们:“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

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莫大的侮辱.”〔１〕针对萨维尼及其作品,黑格尔进一步

指出:“最近有人否认各民族具有立法的使命,这不仅是侮辱,而且还含有荒谬

的想法,认为个别的人并不具有这种才干来把无数现行法律编成一个前后一贯

的体系.其实,体系化,即提高到普遍物,正是我们时代无限迫切的要求.”〔２〕

众所周知,蒂堡在１８１４年的«论统一民法对于德意志的必要性»中提出,拿破

仑战争后的德意志尽管在政治上仍然可以保持分裂状态,但是却有必要进行

“一个彻底的、迅速的转变”,也就是说,蒂堡希望诸邦能够团结起来制定一部

统一的民法典:“只要所有的德意志政府团结一致,努力完成排除单个政府的

恣意而适用于全德意志的法典的编纂,德意志人在市民关系上才有幸福可

言.”〔３〕而蒂堡的这一主张旋即遭到萨维尼的反对.萨维尼在«论我们时代立

法 与 法 学 的 使 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以下简称«使命»)中明确拒绝蒂堡的倡议,主张法作为民

族生活的一部分,和语言、风俗及国家制度一样,浸润于悄无声息的民族意识,
伴随着普遍民族生活而变迁,绝不能像“无历史”学派所臆想的那样出自于立法

者的任意:“法是由民族的全部过去而不是任意所给定的,以至于它不能偶然地

是这样或那样的,而是出自民族最内在的本质自身及其历史.”〔４〕

黑格尔派与历史法学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一方面,根据耶什克

(WalterJaeschke)的研究,黑格尔与蒂堡素有交往.在１８１７年５月给弗罗曼

的信中,黑格尔提到了在海德堡大学期间与蒂堡的友好关系,他常常参加在蒂

堡家举行的音乐之夜.正如黑格尔所言,他与蒂堡“有着友好的、近乎信赖的友

谊;他(蒂堡)是一名正直并且非常开朗的人”.〔５〕因此,就像耶什克所言,黑格

尔对萨维尼的批评近乎可以看作是这段美好友谊的回响.〔６〕 另一方面,萨维

尼也对黑格尔素有敌意.在对黑格尔学派的一个评价中,萨维尼称:“黑格尔统

治着哲学,他拉拢了十分热情而没有宽容心的学生,他们大多数甚至完全不理

解黑格尔,黑格尔甚至得到了波兰人(这些波兰人既不会德语,也无法把握某些

２ 北大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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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狂热的崇拜.”〔７〕当然,我们绝不能把黑格尔与萨维尼之争看作是纯粹的

个人恩怨,二者对“法之历史性”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恐怕才是引发上述冲突

的根本原因.
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黑格尔的学生甘斯(EdwardGans)和亨宁(Leopoldv．

Henning)接续黑格尔的法哲学构想对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提出了公开的批

判.甘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继承权»(DasErbrechtinweltgeschichtlicher
Entwicklung)中指责萨维尼及其信徒不过是“逆时代之流和对过去进行咬文嚼

字的阅读”〔８〕.黑格尔派强调,历史本身是一种概念所引导的合理性之展开,
历史之为自由的实现必然是能为概念所把握的,即甘斯所谓“自觉到概念必然

性之天福”,而在历史法学派的历史叙事中,历史的材料和要素只不过是一种偶

然的罗列,历史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方向和目的,萨维尼借以解释法之产生

的“民族意识”,不过是一种缺乏任何科学判准的“神秘”,历史法学派必然无法

对所谓的“民族意识”给出任何清晰的解释.而历史法学派这一称谓恰是萨维

尼最早的批评者、他在兰茨胡特大学的同事歌纳(NikolausThaddäusvon
Gönner)所提出的,他在他主编的«立法和法学研究改革档案»(Archivfürdie
GesetzgebungundReformedesjuristischenStudiums)第一期中指责萨维尼:

因为我们近来的民法学者———众所周知可称之为历史学派———把对

法这一对象的哲学思考视同有罪,他们把哲学(理性)贬低为罗马法的卑微

女仆,他们被这种永恒之法的理性所包围,忙于从事考古癖的、咬文嚼字的

历史研究,从而试图用毫无生气的博学把世界搞得头晕目眩,用优士丁尼

时代有效的东西来窒息理性所要求应当有效的东西,从而把人类错置回

１３００年前,近来的这些民法学者把弓弦拉得这么紧,它必然会断的,因为

从未有人如此反叛理性的统治而免受惩罚!〔９〕

由此可见,哲学、理性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一开始就隐藏在这场冲突之中.
歌纳的批判未能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仅仅凭借指控民法学者是“历史学派”就
大获全胜,他没有意识到哲学正在与启蒙时代的抽象理性作别,而这场决裂的

新主题正是“历史”,萨维尼对此心领神会:“历史感已在各处苏醒.”〔１０〕黑格尔

派与历史法学派之冲突是两方对理性与历史之关系的不同洞见的产物,两者的

根本争执在于,究竟是理性先于历史,从而是理性规定历史的意义,还是历史先

于理性,从而是历史孕育和培植了理性?

３理性的规范性与历史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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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的哲学法学:概念与理性

萨维尼及其学派或许未曾注意到,黑格尔对所谓“自然法”这一说法的态度

是很暧昧的.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既属于又区别于萨维尼所批判的自然法传

统.在１８１７/１８年〔１１〕的海德堡法哲学讲座中,黑格尔指出:“法的领域不是自

然的地盘,总归不是外在自然,也不是人的主观自然的地盘,就此而言,人的意

志,为其自然所规定,在自然需要和冲动的领域之中,而法的领域则在精神———
尽管是自由的领域.尽管自然会进入到自由的王国,自由的理念在此之内表达

自身并且给予自身以实存,然而自由仍然是基础,而自然则作为一种非独立的

东西而进入.”〔１２〕在黑格尔看来,自然法这一称谓是有歧义的,应该被抛弃.这

种歧义(Zweideutigkeit,或双意性)就在于,“自然”这个词本身可能有完全不同

的含义.用黑格尔的话说,自然“可以被理解为某东西的本质和概念”,也可以

是“无意识的自然本身”.而后一种对“自然”的理解与一种自然状态的虚构相

关联,“这种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特别是国家相对立.进而错误的观念占据了

支配地位,仿佛社会不是某种自在自为地合乎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和必然的东

西,而是一种人为的恶和不幸,并且在社会中自由是受到限制的”.〔１３〕 而对于

１８１９/２０年的柏林法哲学讲座,亨伊尔(RudolfRingier)笔记中写道,黑格尔称

这种自然法是“抽象法”:“在这种考察中,人们并没有把国家看作是法的现实

化,而是看作法的一种不幸:一种冷酷的命运,在其中人的自然权利受到限制、
欺骗并受辱.法被如此看待,以至于那种抽象法和其间的(自然)状态被看作一

个失落的乐园,而目标则必须是由国家来恢复之.”〔１４〕

黑格尔由此也就提出,“自然法”应该被他所谓的“哲学法学”或者“客观精

神学说”取代,而黑格尔的法哲学也可以说是法的科学(dieWissenschaftdes
Rechts).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这门科学的对象规定为“法的理念,即
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在海德堡讲座中则沿用自然法这一称谓,指出:
“自然法以法的诸理性规定及这种理念的现实化为其对象”;柏林讲座则称“科
学的任务是,规定定在的方面,法进入到其现实性,然而,首先要认识真的法之

存在(wasdaswahrhafteRechtist)”.〔１５〕而黑格尔的哲学法学、法的科学之落

脚点就在哲学、真理、概念上.黑格尔指出,“作为科学的哲学因而与意见无关.

４ 北大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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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只不过是我的(dasMeinige),在另一个人那里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在

哲学中的认识是一种绝对的认识,对绝对(Absoluten)的认识”.〔１６〕 对于黑格

尔而言,这样一种“绝对的认识”“对绝对的认识”就是真理、概念.对于黑格尔

来说,概念绝非是一种形式归纳和总结的产物,绝非是一套主观操作的形式或

工具,而就是事情本身、世界之合理性与真理:“哲学所考虑的仅仅有关所有这

一切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关被思考的概念.”〔１７〕正如菲威克(KlausVieweg)所
言,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要探究和论证合乎理性的东西,表达‘它时代的思想’,
代表自身思维着的时代精神并且给予它恰当的表达.哲学必须把握在思想中

的它的时代、它的世界,将其带向概念”.〔１８〕 对黑格尔来说,世界之合理性、概
念也只能通过思想来把握:“法和伦理世界以及法和伦理的现实世界是通过思

想而被领会的,它们通过思想才取得合理性的形式,即取得普遍性和规定性,这
一形式就是规律.”〔１９〕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反对近代世界的那种肤浅认识,认为伦理世界仿佛是

真理和理性的禁地:“据说精神世界毋宁受偶然和任性的摆布,它是被上帝遗弃

的;所以按照精神世界的这种无神论说来,真的东西是处于精神世界之外的,但
同时因为那里也应该有理性存在,结果真的东西仅仅成为一个待决的东

西.”〔２０〕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相对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把真的东

西降格为主观的情感、信念.由此,一方面,现代世界承认自己对真理的无能为

力:“哲学自己以为并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

和精神的实质,乃是一个不可把握不可认知的东西.”〔２１〕现代人是活在无真理

生活中的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们的生活已然被剥去了一切意义,计算

理性异常发达,但生活的实质却是漂浮无根的.现代人尽可以以自己为立基

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他却欠缺一种终极的目的、整体,伦理世界

的无神论也就是一种生活的意义全然丧失、对真理无能为力的状态,一种“真理

是什么东西?”的戏谑式轻浮.另一方面,真理也被缩减为一种“应当”:“这种真

理只不过是一种与真理相对立的应当.”〔２２〕哲学不能超越其时代,不能强加给

世界主观的“应当”、意见、某种臆想的更好的东西,哲学所要穷究的是理念、在
世界之中的理性、“在现在的十字架中去认知作为蔷薇的理性”:“哲学所研究的

５理性的规范性与历史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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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

程度.所以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２３〕理性,绝对不是超越时间、超出世

界的,而就是渗透在世界之中,显现为诸种合理性的、制度化的生活形式和精神

世界.正如在宗教中,神抛弃自身单纯的本质性而堕入到世界之中,从而神与

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和解,两者才能携手进入精神的共同体中一样,法哲学的

目标也是理念、现实性,因此它也是“侍神的作品”:“精神应当自我满足.在此

我们拥有和宗教一样的旨趣.去发现在世界之中的制度的精神,精神与世界的

和解,乃是我们侍神的作品.”〔２４〕

精神的世界即是自由的王国,整个法哲学所探讨的无非就是自由意志自我

规定所形成的自由体系,法的科学正是对自由之思,对其时代自由真理的概念

之思,对在世界中的现实自由秩序之思.因此,对黑格尔的国家科学来说,理性

的东西和现实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理性的东西就在现实之中:

我们主张,真理是实体性的,同样是作为现实的内在概念;真理不是空

洞的表象,而是唯一有权柄的(dasRechtshabende).当人们说,神圣之物

不过是一个苍穹之上的彼岸或者仅仅在内在的主观思想,那么这是非宗教

的.理念毋宁说是全然一切现在者(dasAllgegenwärtige),不是在旁的一

个漠不关心的观众,而是鼓动一切灵魂的东西,无它一切皆无.〔２５〕

法哲学或者说哲学法学的目标就在于,探究理念如何自己为自己创造出一

个自由的世界,为自己创造出合理性的制度性生活形式和条件,理念塑造世界

的过程、参与到实在的过程,也是理念自我实现的过程:“把通达理念的道路理

解为各种制度的历史形成过程(Gestaltung)(这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的进程),
并且把这条曲折的道路理解为认识逻辑概念自身的辩证法的必要条件.”〔２６〕而
在有限性的世界中,特别是在客观精神所描述的世界中,对于黑格尔而言,客观

精神就是“在作为一个必须由它来产生和已被它产生出来的世界中,在这个世

界中自由是作为现存的必然性出现的”〔２７〕.一方面,主体通过各种制度来实现

自己的财产、情感和共同体需要,这些制度本身对主体来说不是陌生的,主体借

助它们凸显了自己的特殊性权利;另一方面,这些制度本身是存在着的理性,是
在世界中的合理性,是主体借以确证自己的自由条件,主体只有参与到这种制

度的实践中,只有在这种制度的网络中,他的行动才能被赋予理性和意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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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制度也是对主体的教化过程,把人的自然性、偶然性冲动上升为精神性、伦理

性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制度,一个活生生的主体被社会所建构起来.现实并

不是可耻的,而正是为理性所中介的,正是理性的显现,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世界

性的自由.
在哲学法学的体系中,实定法本身只是作为法的一种定在形式而得到探

讨,而哲学法学则是对法之绝对必然性的概念把握.实定法作为一国之内有效

的法律,总是具有种种实定要素,总是和各种偶然的、外在的、历史的因素纠缠

在一起,相应地,也就会出现对实定法的“纯历史的研究”.黑格尔承认这种研

究的功用和价值,但是他却坚持认为这种研究不同于哲学的考察:

因为基于历史上的原因的发展不得与概念的发展相混淆,而且历史的

说明和论证也不得被扩展而成为具有自在自为地有效的那种论证的意义.
这项十分重要而应予坚持的区别,同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某种法的规定从

各种情况和现行法律制度看来虽然显得完全有根有据而且彼此符合.但

仍然可能是绝对不法和不合理的.〔２８〕

法的科学关心的是法的合法性、合理性、真理性方面,关心的是随着历史的

推进而展现的自由意识的进步,自由如何现实化为具体的生活秩序.因此,黑
格尔的方法不过是依据事情本身所展现的逻辑而对事情本身进行概念理解.
所以,他拒绝历史叙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过是把各种历史情况、历史材料根据

叙述者的需要进行一种外在的搜集、罗列和说明,它可以阐明一种实定法的历

史性起源和变迁,但是它却无力深入到事情的本身、本质、概念之中.黑格尔认

为,究其根本,实定法学是一种“历史科学”,既然是历史科学,那么它所做和所

能做的就不过是实证材料的考据,它可以“极其详细地演绎先行法规的历史进

程以及它们的适用和分类,并证明它们的前后一贯性”〔２９〕.但是,历史科学的

这种操作完成之后,法的科学就要追问某一法律规定是否合乎理性.
历史性的研究也容易产生一种可称之为“实定性”的态度,它不愿放弃一种

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历史回忆,但是对哲学而言,一切的关键在现在:
“哲学并不飞越它的时代;它立于时代之中,它认识现在.永恒的真并不是过去

和未来.”〔３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支持编纂成文法典.通过思想、普遍性

的形式,成文法典获得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理解性,向每个人的意识敞开,每个

人凭借其理性、思维、认识都可以通晓之:“法律是自在地是法的东西而被设定

在它的客观定在中,这就是说,为了提供于意识,思想把它明确规定,并作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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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通过这种规定,法就成为一般的实定法.”〔３１〕黑格尔

认为,即使是在习惯法中,也包含思想,也需要通过认识剥离出习惯法中纯粹历

史性的东西和普遍性的内容,只不过这种内容本身是“主观地和偶然地被知道

的”,没有以一种连贯的、体系性的、人人可理解、人人可习得的形式呈现出来:
“如果还停留在赤裸裸的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并作为体系在自身中展开来,那
么思想的普遍性也就仍然是一种晦暗不明的东西.”〔３２〕习惯法产生于“未受教

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人们还没有进展到思想、普遍性的形式和内容,用黑格尔

的话说,教化即是“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使内容从感性的和直接的形式以进到

它的思想的形式,从而达到它的简单的表达方式”.〔３３〕 而“习惯法的形式产生

于一个未受教化的时代,其时人们只是把普遍物看作是某种所有人都这么做的

某种东西,而不是看作某种自在自为的现存物”.〔３４〕习惯法的方法和历史性研

究一样,也是一种碎片式的记录和搜集(AufgeschriebenesundGesammeltes).
这种欠缺理性条理的法律形式,一方面,为普通人之研习设置了巨大的障

碍———“布莱克斯通说,为了深入研习这种习惯法,人们至少要二十年时

间”〔３５〕;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一个垄断性的、封闭性的法律专家团体.但是对黑

格尔而言,“法律知识仅仅操于专家之手的地方,专家就是其他人的主人,因为

其他人只能服从于他们无法了解的陌生命运”.〔３６〕清晰、能为一切人通晓的法

律是“自我意识的权利”,法律不是专家的独占品,“每个人毋须都成为鞋匠才知

道鞋子对他是否合穿,同样,他也毋须是个行家才能认识有关普遍利益的问题.
法与自由有关,是对人最神圣可贵的东西,如果对人发生拘束力,人本身就必须

知道它”.〔３７〕

萨维尼对法典编纂的一大质疑在于,“就材料而言,法典的完善性是最重要

且最困难的任务”.〔３８〕在萨维尼看来,法典编纂的一大缺陷就在于法典始终是

不完善的:

法典就被规定为唯一的法律渊源,而且实际上预先就包含了每一现有

案件的裁判.人们常常这样认为,仿佛通过经验完全了解个别的案件本身

是可能的和好的,然后通过法典相应的规定裁判每一案件.那些注意观察

法律案件的人很容易就会洞察到,这种企图必然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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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案件差别甚大,层出不穷.在最新近的法典中,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

追求这种材料上的完善性的假象,尽管没有代之以任何东西.〔３９〕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萨维尼这种说法就是一种德国的“坏习惯”:“要求一

部完备的法典,即看来绝对完整而毋须作进一步规定的法典———这种要求是德

国人犯的毛病———以及借一部法典不可能修订得那么完整为理由,就主张不该

让所谓不完整的东西产生,即不该让它达到现实.”〔４０〕对于萨维尼所说的这种

法律的不完善性,黑格尔在青年时期就有所论述.在«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

式»中,黑格尔就指出,完美的立法是不可能的,面对经验的无限性,法律就好比

是用 一 把 尺 子 去 量 一 条 无 限 长 的 直 线,两 者 之 间 始 终 是 不 可 通 约 的

(Inkommensurables):“立法的细化对每一观点做出更加细致、全面的规定,立
法的扩张也并不是接近肯定的完美的目标(如前述,这里肯定的完美并无真理

性),而只是形式的不断扩充.”〔４１〕而在海德堡讲座中,黑格尔不无讽刺地说:
“坏天气总是好过完全没有天气.”〔４２〕法典所追求的“只是永久不断地对完整性

的接近而已”,法典完备性和体系性与经验素材之间的二律背反并没有取消编

纂一部法典的权利,就其材料而言,法典永远也不可能是一个完成品,它必须要

不断适应现实情况和教化的要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施内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称黑格尔的法律理论是“现代法社会学的前史”〔４３〕.

更为重要的是法典本身所体现的普遍性内容.黑格尔认为,哲学法学就是

要从自由的概念中发展出法之存在,而法典———特别是«拿破仑法典»———就是

这种新时代自由原则之体现.黑格尔为拿破仑战争后焚烧«拿破仑法典»的德

意志青年感到遗憾,称之为“令人悲伤的现象”,他们的举动让人想起侮辱死去

的雄狮的驴子的寓言.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对«拿破仑法典»的人或许认识到

了,这一法典所包含的原则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威胁:“«拿破仑法典»包含了那种

财产自由的伟大原则以及对一切封建时代产物的克服.”〔４４〕正是这一原因,黑
格尔才与历史法学派产生争执.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法学派和哈勒的复辟国家

哲学一样,都是以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和历史发展而来的法的名义来攻击“自
然法”或“哲学法学”.这种批判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

批判看来,自然等于理性等于启蒙等于革命,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伯克

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尽管伯克和近代自然法学说一样,认为政治建立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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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但是在伯克看来,这种同意并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

日积月累的习惯和前见,或者一言以蔽之,生活方式基础上.政治统治的合法

性既不能以服从为基础,也不能建立在一种理性法所设想的社会契约之上,而
是要以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为基础,这种历史发展能够保障需要的满足和公民

的幸福.而现代的理性和所谓的理性国家都是人为的,正因为这种人为性,现
代的自然法尽管号称确立起了人性的理想,但最终却导向了革命,并以种种残

忍的兽行告终.拿破仑倒台之后的复辟时期和１８２０年卡尔斯巴德决议颁布之

后都可以看到伯克的身影,甚至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后,保守主义思想家斯塔尔仍

然称:“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或革命受到了那种自然法原则的影响.”要知道,
他写这句话的时候黑格尔已经去世２０年了.而黑格尔对复辟哲学的态度可以

在１８２１年的«法哲学»第２５８节对哈勒(CarlLudwigvonHaller)的复辟国家

哲学的长篇注释中看出来.在黑格尔看来,按照这种复辟哲学,有更大权力的

人进行统治,这就是“上帝永恒不变的秩序”,现象的外在性———匮乏、保护的必

要性、力量和财富的偶然性———都借由这一论证被错误地视为国家的实体,由
此哈勒完全放弃了国家之所是的合理内容和思想的形式:概念把握的自由.

对于黑格尔而言,历史本身是一个内在于自身之中的辩证合理性展开的过

程,也就是说,在历史中,人不断扩展、深化和提炼关于存在和自身的意识,并且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重新塑造人自身的历史和社会世界.对于黑格尔而言,这
样一个过程本身是不受人的操控的,但是历史的方向又不是说一般已经完全由

命运先定了,而是说,正是通过人的生命和行动,历史、内在于存在中的合理

性才被彰显出来.正如霍尔盖特(StephenHoulgate)所言:“对于黑格尔而

言,历史是人以某种方式生活和行动于其间的领域,但是借助一种进步的、合
理的和辩证的方式,人通过其个体的和共同的行动无意间深化了对人性的

理解.”〔４５〕

二、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法的历史性

康特洛维茨(HermannKantorowicz)将萨维尼法学思想的根源追溯至浪

漫主义,在他看来,萨维尼之所以强调历史这一维度,正是他浸润于其间的浪漫

派风格的结果,因为“浪漫派的整个世界观是历史导向的”〔４６〕.小施莱格尔

(FriedrichSchlegel)所谓“世界不是体系,而是一种历史”已经道出了浪漫主义

的这一倾向.１８世纪末,经过赫尔德、哈曼和雅可比等的工作,启蒙运动所谓

纯粹的、无偏的理性主张已然遭到质疑,理性现在被认为是裹挟在具体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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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类文化、语言和经验之中的,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民族语言表达

出来,并且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交织在一起,蕴含在活生生的个体和民族

生命有机体之中.通过«使命»,萨维尼“建构了一种浪漫派的法律体系,而这正

是政治浪漫派的一个根本支柱”〔４７〕.
在«使命»中,萨维尼明确指出蒂堡的观点“与１８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相似的

建议和尝试”以及“一种一切实证法之产生的普遍观点相关”:

在这一时期,全欧洲都为一种完全盲目的教化的冲动(Bildungstrieb)
所激动起来.对其他时代之伟大和特性,以及诸民族和宪制合法自然的发

展的意义和情感,也就是说,一切必然使得历史神圣和有益的东西,都已经

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现时代毫无界限的期望,现时代相信人注定

了要达致一种绝对完善的现实展现.这种冲动在各个方向上都有所体现:
它在宗教和国家制度上所造成的事情已然尽人皆知,很明显,由于在一切

地方所遭到的自然的反应,它必然在这里为一种崭新的、更鲜活的爱预备

好道路.它在民法上也在积极活动.人们要求制定法典,这些法典应当通

过它在司法上的完备性提供一种机械的安全,仿佛由此法官就免于作出任

何自己的判断,完全局限于字面的适用;同时这些法典应当抛弃一切的历

史特性,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都抽象地具有同样的可用性(Brauchbarkeit).
把这种冲动和这些运用归给个别的伪教师是错误的:除了一些值得敬重的

例外,此乃是诸民族的意见.〔４８〕

在萨维尼看来,蒂堡的建议是启蒙时代抽象“理性”在民法学上的表现:期
望以去历史化的方式赋予实践以一套理性的、颠覆性的规则.经由启蒙,一切

不符合理性之物都被作为无意义的鬼魅和迷信而被驱除出去,其中也包括历史

和传统———它们不再是人立基于其间并从中获得“意义和情感”的源泉,而是要

被理性的操作审视、批判和剥夺的对象.人确信一种完满的理性控制生活可以

实现,一切都可以被置入精准的理性计划中,由此,人类便可在尘世实现完美

的、理想的天国.启蒙的实践自然法和理性法认为:“存在着实践的自然法或理

性,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事项的完满立法,为了永恒地去完善实定法,我
们只需要去发现它.”〔４９〕萨维尼认为这种理性法本身是“无历史的”,现代的理

性构建让人抽象地从历史的关联和整体当中孤立出去,但是“历史不再是单纯

的事例汇集,而是通往我们自身情势的真正知识的唯一途径”〔５０〕.而确如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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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所言,这绝非是个别人的信念,而是弥漫于整个现时代的普遍世界观之中:

通常情况下,一切的法产生于法律,也就是说最高国家权力的明确规

定.法律只把法律的内容作为对象.据此,立法自身以及法学就具有完全

偶然的、变幻无常的内容,很可能,今日之法会和明日之法迥然不同.据

此,一部完备的法典是最高的需要,而只有在法典出现漏洞的情况下,人们

才可以进入悲伤的必然性,必须求助于作为一种摇摆的补充的习惯法.〔５１〕

哲学法学立足于“现在”,强调理性在塑造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中所扮演的

角色,指责历史法学则回溯到“过去”、一种理想化的中世纪图景.对萨维尼而

言,哲学法学的这一指责是对他基本立场的歪曲.在他看来,历史本身是一种

法学方法论立场,它并不神圣化和永恒化过去,“毋宁在于对所有时代的价值和

独立性的相同承认”.萨维尼的方法论层次包含以下几个维度:首先,历史法学

要回归到各种法律制度在罗马法学家著作中的原初意义;其次,要在制度变迁

的视野下,呈现这些制度在当今法律体系中的形态;最后,要寻找一种过去和现

在之间的有机关联.哲学法学的指责只涉及历史法学方法论的第一个层次,历
史法学首先致力于罗马法注释、释义,但是历史法学并不受制于这种原初意义.
历史法学的立场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展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制度功能

和意义变迁.这也表现在历史法学的方法论上———释义是一种归纳性的法律

方法,体系化则是一种演绎的方法,而历史的方法在萨维尼看来既是归纳的也

是演绎的:我们从归纳中获得历史原初语境下的制度意义,而从演绎中获得适

用于现在的法律原则,因此,历史的方法是在过去和现在、历史与体系、法律的

起源与法律之本质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在«使命»中,萨维尼强调

法律人必须兼备历史感与体系感,前者可以“敏锐地理解每一时代和每一法律

形式之特性”,后者则“在与整体的活生生联系和交互作用中直观每一个概念和

命题”.〔５２〕因此萨维尼在«法学方法论讲座»中把法律看作是一个自我接续的

过程、一个自我展开的鲜活有机体,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讨,意味着对特

定时代法律的自我续造进行考察.”〔５３〕一切意义之源在历史,而不是先天的、抽
象的理性规定,正如吕克尔特(JoachimRückert)所言:“科学展示之统一性的

必然原则不再来自抽象的理性,而是来自对历史的思虑,简而言之,来自直

２１ 北大法律评论

〔５１〕

〔５２〕

〔５３〕

vonSavigny(Fn．４),S．５．
von,a．a．O．,S．４８．
vonSavigny,Vorlesungen überjuristische Methodologie１８０２Ｇ１８４２,hg．v．und

eingeleitetvonMazzacane,１９９３,S．８８．



观.”〔５４〕法和语言、风俗、宪制一样,是民族文化整体,是民族生命中不可分离的

一部分,因此,法的本质不在理性、概念,相应地,对法的认识需要的也是一种直

觉式的、非概念的对事情本身的直接把握,而这也是与黑格尔的主张完全相反

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明确提出“任何科学都不是由直观达成,而唯有由思

维来达成”〔５５〕,而萨维尼的方法论是他所谓“真正的历史方法”或者说“严格的

历史方法”.历史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命题在于“我们把对一种客观给定物的认

识称之为历史认识”〔５６〕,在萨维尼看来,法律是完全客观的东西,超出任何立法

者的任意之外,萨维尼强调的历史性更在于实定法的必然性.在«当代罗马法

体系»中,萨维尼反对近代的理性法理论———它们认为法律来自社会契约论或

意志的构建,而萨维尼宣称:“在法律关系被讨论以及被意识到的所有地方,涉
及此法律关系的规则早已存在,因此,现在创造规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５７〕作
为抽象理性,法是非现实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在“给定的状态”中“具有已

然给定的现实的定在”,而法的历史性意味着法必须是实定法.由此可见,历史

性的方法针对的就是自然法、理性法的纯粹演绎,哲学法学强调法的合理性,而
历史法学则试图揭示出法的历史性.

既然理性法作为“普遍法”不具有外在性和定在的方面,所以是不现实的,
那么实定法必然就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和个别的法,其主体不能是抽象的普

遍,而必须是在历史中出现的个别主体,也就是民族.因此,萨维尼的历史方法

就要求“我们的科学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５８〕,法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必然属于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和这民族的其他文化现象分享了共同的

起源:

我们首先在原初历史即可发现,民法已经具有一种特定的、民族特有

的性质,正如同它的语言、风俗、宪制.这些现象并没有分离的存在,它们

只不过是一个民族单个的力量和活动牢不可分地结合在自然中,只是对我

们的考察而言才显得是特殊的.把它们与一个整体连接起来的是民族的

共同信念、内在必然性的相同情感,而这也就排除了任何偶然和任意起源

的思想.〔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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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历史的承载者不是普遍的“人”,而是个别的、独特的民族,因此,
对萨维尼来说,历史正是民族的历史,法的历史性同时也是民族法的历史性,而
绝不存在一种超民族、超历史的理性法.同时,法在历史的开端处就已经被给

定了,因此不存在一种类似自然状态的前历史的法,也不存在用这种前历史的

法来构想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自然法”的可能.在这一点上,萨维尼和黑格

尔一样,都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为的抽象,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对自然状态

的批判是基于其混淆政治与社会、普遍意志与共同意志的知性构建,而萨维尼

则是从法的历史性、实定性角度出发,认为一个民族历史的开端即是国家的开

端、法的开端、一个民族独特文化生命的开端,因为“每一民族,只要它作为一民

族出现,同时也就出现为国家”〔６０〕.但是历史法学派并不认同黑格尔把政治置

于私人领域之上的做法,萨维尼甚至根本认为黑格尔对罗马法的理解是错误

的.黑格尔把罗马法定位为一种抽象的法权状态,一种单个原子基于法权人格

建立起来的分裂的、冷冰冰的外在性关系状态,因此,黑格尔始终认为必须要有

一种更为精神性的伦理关系来超越这种私法状态.但是萨维尼认为,私法展现

了一个民族最鲜活的生活形态,是一个民族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私法和

一个民族的语言、信仰和艺术一样,诉说着一个民族最密切的、最具精神性的共

同意识.只有在私法中,每一个民族成员才感受到自己最真切的共同体归属

感,相比而言,公法则只不过是外在的强制的体系,国家的必然性只不过是个体

任意相互限制的结果,一个置于各个个体之间的第三者.
在对歌纳的反驳中,萨维尼指出,现代理性法试图创造一种对所有人和所

有时代都有效力的法,这也就取消了法本身所应当具有的活力和现实存在:“因
而为所有民族发明一种普遍的法同样是虚无的,正如同发明一种普遍的语言来

试图取代现实的活生生的语言.”萨维尼在这里更强调的法的历史性有一种生

存意义上的历史性意味,我们无法跳出我们的历史性生存境遇来先天地规定法

的合理性,我们现实地生存在法之中,法的合理性就在法的历史之中,不存在超

历史性的法,因此,我们对法之合理性的分析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对法的抽象,就
好比我们无法用一种历史性的语言来规定语言的合理性,因为当我们这样规

定、这样来说语言时,我们的规定、我们的说已经是历史性的了.但是,对萨维

尼而言,法的历史性并不意味着把法的历史起源、变迁和续造中出现的偶然要

素,也就是把法的历史偶然性作为法的本质.胡果作为哥廷根历史法学派的代

表人物,率先对理性法的形式性和抽象性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自然法无法

给出任何法的真实内容,从而无法作出任何证明和判决,这种内容只能由“经验

和历史”给出.但是,胡果的历史性理解过于强调法的后天、偶然和经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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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法的真理绝非“可先天认识的、纯粹的、普遍的、必然的”,法仅仅是

一种经验给定的、偶然生成的东西,每一种内容都可填充入此种“暂时的法”,
正如胡果所言:“(法的)真实状况是后天的、经验的、依照时间和地点各有差

别的、偶 然 的,通 过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事 实 经 验 可 以 获 知,历 史 性 的

(geschichtlich).”〔６１〕因此,胡果的历史性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偶然性,法被他完

全相对化为一种历史和经验事实.萨维尼所谓法的历史性是一种有机发展的

内在必然性、“有机进步的法学”,此种历史性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必然性.
萨维尼反对自然法以及自然状态和公民状态的区分,但是他提出了一种自然

性的法(natürlichesRecht)与“人为法”(künsterlichesRecht)或者“专家法”
(gelehrtesRecht)的区分,而这也分别对应于所谓的“青年时代”和“老年时

代”:

诸民族的青年时代在概念上贫乏,但它们对其状况和关系却享有一种

更为清晰的意识,它们完全和完整地感受和经历之,而我们,在我们人为卷

入的生存中,则被我们的财富压倒了,而不是享受和掌控它.〔６２〕

萨维尼的这段话不得不让人想起卢梭对现代社会分裂和异化的批判以及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古代人自然意识和现代人抽象思维的比较.在

青年时代、“自然性的状态”,法直接地就作为民族的“精神功能”而产生,就如同

语言、宪制等其他精神功能一样,也必须具有一种外在性的呈现.由于缺乏概

念,自然性状态中的法就表现为一种具有直观性的“象征性的行为”,这种法与

民族的信仰、共同意识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具有与“民族本质和性格的有机联

系”〔６３〕.
但是,这种状态并不会继续持续下去,“不存在完全静止的时刻,而只有持

续不断的有机发展,在民族生活以及构成整体生活的所有个别组成部分中也同

样如此”〔６４〕,民族必然进展到老年时代、教化时代.在我们的时代,社会需要会

愈发地细化,也会产生更专门、更广泛的劳动分工.共同意识的民族法会变成

专家的法,一个专门的法律人阶层也就此形成:

从现在起,法在语言中不断形成,它采取了一种科学的方向,如同它之

前生于全体民族的意识中,现在它归于法律人的意识,从现在起,民族中的

这个功能由法律人代表.从现在起,法的定在更具有人为性、更充满纠葛,
法因此具有两重生命,一方面它并不停止作为整个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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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则作为特殊的科学掌控在法律人手里.〔６５〕

黑格尔一般性地反对法律人专家主义,而萨维尼则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

角度说明了法律人群体和法律职业出现的必然性.但是萨维尼的这种历史必

然性却不同于黑格尔“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进步的历史”,他既不认为历史的开

端和终点是自由,就像他的“民族精神”一样极具有神秘和宗教气息,也不认为

历史是合理性的展开,无论是它的开端还是目的都是一种理性和概念无法把握

的隐蔽神启计划:“在这里存在着近代伟大目标的发展进程,我们还无法看透其

最终的目标.”〔６６〕萨维尼始终强调,历史并不一定可以纳入人的计划、任意和理

解范围,历史的深处是理性穿不透的神秘,面对它,我们只能尽其可能地回到开

端去发现它的原则,投之以情感、直观和信仰,不断亲近和融入历史悄无声息的

力量中.
既然历史的方向无法被先天地规定,那么置身于历史性生存境遇中的我

们,也就只能从过去、传统中汲取法和生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代本身展现

出不同的法律原则,但是这种法律原则并不是一种“无中生有”,并不来自理性

的纯演绎,而是一种延续性的生成和变迁过程.历史法学并不否认历史存在一

种渐变、甚至剧变的可能性,它只是否认这种变化可以由人的理性外在地、任意

地设置.因此,历史法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法的历史性、法的实定性,它构成

一个民族法生活的基础出发点,一个我们无论怎样扯着头皮也无法跳脱的地

表,它不单单是一具风干的死尸,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形塑着我们对现在、对未来

的理解.对１９世纪的德国人而言,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一夜之间把自己变

成法国人,这个民族的自我理解也决定了他们无法与法国人共享同一个历史理

性、同一套法的体系.

三、结语

里德尔(ManfredRiedel)曾指出,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再把国家理

解为自身的现实,而是理解为历史的产物.”〔６７〕黑格尔试图从思想的角度把握

国家的真理和现实性,以此确立起法的概念、规范性,而萨维尼的历史主义则试

图表明,规范性基础必须从历史中得出,法作为实践生活的尺度本身是历史性

的.哲学法学和历史法学的这场争执,就像一根绷紧的弦,逼迫着我们去追问:
绝对的规范性主张本身一定像历史主义宣称的那样是独断的吗? 而历史主义

的主张又必然无视真理,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对于理性法学而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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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社会规制形式,更要在其实施过程中塑造一种法律人格的

理想类型.依照这种理想类型,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都可以被还原为

种种权利和义务争议,然后法律人依据每个人所禀有的人格就可以以一种公开

透明的、程序化的方式定分止争.但是对历史法学而言,理性法学不过是描绘

了一幅支离破碎的人类图景,民族生活的鲜活生命被抽干为僵死的标本,法律

人的工作被还原和抽象为一种枯燥的类型分类,法律不再是民族生活的创造性

言说与实践,反倒是一种匠气十足的“抽象劳动”,其中精神的要素由于无限的

分解、切割而枯萎了.但是,理性法学又拒绝历史法学的浪漫主义叙事.在它

看来,在历史法学这种温情脉脉的“原乡”背后,隐含着对历史现实的熟视无

睹———现代所造成的种种撕裂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绝对消极的东西,正是在它们

当中历史自身对于理性的意义才展现出来.这种意义在于,只有在现代社会的

种种撕裂中,法才获得一种前所未见的、历史本身揭示出来的可能性:理性的人

过一种理性的法生活是可欲的.理性法学的所有主张都建立在一种现代意识

之上,我们的时代呈现出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意义.正像黑格尔反复强调的

那样,一种全然不同的原则从世界的西北角突入到人类世界,地球上的每一个

民族都要依据这种原则承受历史法庭的审判.
对新时代的中国法律人来说,重审法的理性和历史性之争有助于我们在传

统与未来之间理解法的精神:一方面,法必须贴合一个时代的精神、共识,法本

身是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自我理解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源自过去和传

统,它的延续必然是一个与过去不断接榫、在传统的土壤中不断更新的过程.
清末以降我国经历了数次民法典的编纂,贯穿数次修典始终的问题皆在于:如
何把舶来的法律观念、立法技术移植入中国的社会语境和生活土壤之中? 面对

如此两难,全盘西化论者有之,主张利用本土资源或是对中西加以调和之论者

亦有之.调和论者借助反形而上学话语消解大叙事的历史理性话语,将理性主

义的普遍性主张还原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对本土资源论者来说,这更多是

一种“技术性”处理,他们拒绝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把法治原则彻底碎片化、
虚无化,他们怀乡,但是所谓怀乡也不过是遗憾地瞥上一眼,道路依然通向城

市.在最终的路径取向上,他们与全盘西化者并无不同,只不过他们并不认为

接轨西方的抽象法律原则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法治需要的是真正的实践技

术和经验眼光.但是这一说法不同样是片面的吗? 如果舶来的权利话语只具

有相对性的效力,不过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大写的真理”,那么它何以搅动起我

们文明如此剧烈的阵痛? 它必然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单纯的暴力,野蛮民族

可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器具、建筑等,但是却无法撼动教化,而我们文明承受的是

一种来自教化的暴力,这也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意:它从根本上撼

动了一个民族的教化,而法亦是其中之一.而本土资源论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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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思索这种历史和文明转轨的意义,因此他们对这种根本性冲突的理解是轻忽

的,似乎社会的发展、民族生活的变迁会自动消解这些问题,法学只需忠实地

记录.
而回顾黑格尔与萨维尼、哲学法学与历史法学之争,我们可以看到两百年

前的德国法学思想家面临着法国革命及其原则何种强烈的冲击,黑格尔和萨维

尼的争执正是这一冲击的回响.这一回响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与近代中国如出

一辙:历史的延续性、民族生活习以为常的安定性猛然间被外部引来的暴力和

裹挟在暴力中的原则所打破.因此,理性法学和历史法学之争也是关于德国民

族国家未来图景之争———未来的德意志究竟应当构筑在何种原则之上? 哪种

政治和生活形态才可以保持德意志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法乃至任何立法都要求法律人必须具有真正的政治和历

史眼光,敢于把思想的落脚点放在最艰深的问题上.我们更要知道,在理性与

历史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捷径,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张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

行消解,我们只能不断越出理性与历史各自封闭的疆界,不断理清思想和现实

的种种纠葛,在法的历史与法的意义之间寻求和解之道.

(审稿编辑　邵博文)
(校对编辑　徐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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