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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也」。[1]

在這則著名的法儒對話中，韓非試圖用楚

人故事闡釋「矛盾不能同世而立」的道理。在他看

來，儒家很多時候是矛盾的，

正如對堯舜的得失評價，「不

可兩譽」。法家主張的賞罰分

明，必須以邏輯一律的定斷為

前提。判斷要合理，必須就事

論事，保持思維的同一性。法

家主張中等之人用法律這樣

的簡易靈活工具來治理國家，

反對高調遵行連堯舜都難以

實行的德化之法。在《難勢》

篇中，韓非子再次提到了楚人

的故事，同樣，他還是為了證

明儒家宣揚的「賢治」與他主

張的「勢治」之間的矛盾。

韓非子故事中的「矛盾」

話語，首先是指事物之間的相

克關係，對立而不能統一。繼

而，韓非從事物矛盾推演出思

維矛盾，從相克的事物矛盾類比無法相容的思維

悖論。最後，當思維矛盾造成形式邏輯難以化解的

悖論時，有必要將問題還原為真實具體的社會關

係語境，釐定思維的路線。但此種「辯證推理」，在

韓非故事中隱而不彰。[2]

人在日常生活中會產生或捲入各種事物或思

維的矛盾，但這些矛盾不一定都是法律能夠處置

社會矛盾的法文化闡釋
——以「非均衡」為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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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從事物矛盾到思維矛盾

在《韓非子》中，就有一段圍繞「矛盾」的有趣

對話：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

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

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

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

下無奸也。今耕漁不爭，陶器

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

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

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

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

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

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

『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

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

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

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

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

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

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

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

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

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

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

摘  要：人固有的理智、情感和欲望的

非均衡，造就了社會矛盾本性，體現為社

會生活中的各種衝突，包括思想上的煩

悶波動和行動上的多變遊移。這既與總

體的資源約束和人的具體個性、稟賦、

能力直接有關，也與外部的多方規則約

束和利益關聯主體緊密相關。面向未來

的法律理論，可以通過新的文學法理學

等法文化研究進路，在多重非均衡及硬

約束的分析框架下，闡釋社會矛盾的發

生和演變機理，在大轉型和後轉型時代

尋找彌合紛爭的法治要道。

關鍵詞：社會矛盾；非均衡；法文化；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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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站在現代法學立場，我們可以批評韓非的法律

萬能主義，因為他不願承認法律解決矛盾的條件

和限度。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無法否認，矛盾如果

可以在內部的法理思維中得到統一，就沒有必要借

助外在的法律行動加以處置。例如，楚人遇到的

矛盾就可以通過辯證思考、互動協商的法理方法

得到化解。他對買者的質疑可如此作答：矛與盾不

可分離合二為一，以我之矛陷我之盾的情形即使

發生，定是因為兩相分離。他還可以進一步勸諫眾

人：最佳購買方案就是矛和盾同買，不然就可能陷

入真正的矛盾。當一個人同時擁有了矛盾，除非有

意自戕，不然則是天下無敵。他也可以退一步講，

矛為進攻武器，以矛陷盾當然無不陷者，即使最堅

固的盾牌也擋不住。但對於一般的矛來講，吾之盾

足以抵擋。矛與盾看似對立其實合一，一旦分離勢

必矛盾，一旦合體，攻守互補，則能量無窮。進而言

之，法律如果能與心靈溝通，其威力勢必無窮。這

正是古典時代哲人的理想法律造型，無論儒法，抑

或中西，哲人們對此都頗為推崇。

通過辯證法的思維利器剖解矛盾，我們或可

發現真正的奧道。[3]將矛盾的表像置於社會生活的

整體情境中，先從思維上對其進行剖察，那些不能

溶解的晶石也許正是問題的癥結要津。制度的作

用由此發揮，法律的威力也順勢彰顯。對於法律而

言，以程式化的方法解決社會矛盾激化形成的日常

紛爭，系其不變使命。但對於通過常規方法仍不

得其解的疑難案件，我們又不得不退回到社會生

活原點，整體觀察，深入透視，發現其中隱含的文

化價值衝突，嘗試以新的方法化解彌合，並努力使

之成為法制進化的範例。

二、日常生活、社會矛盾及其直覺觀

察

接下來，我們虛擬一位學者的矛盾生活，看一

看欲望、情感和理性的糾結如何發生，及其與法文

化的關係。

某位學者正端坐在電腦前，他收到了一封催

交論文修改稿的郵件，陷入了矛盾。從內心深處，

他已不太想發表那篇文章。在他看來，時過境遷，

原來的文章需要大幅修正，而修改需要大量時間，

在短期內無法完成；即使耗時耗力的技術性修改

可以做到，但確實對提升文章的品質了無意義。他

很想回絕，但又不太確定，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回

絕。他擔心會破壞與期刊的信任關係，以及自己的

拖延對編輯工作的負面影響。在現代社會，以學術

為業的人多少都會遭遇此等煩惱。

此時，他最真實的欲求是，以某種最簡單的

方式，迅速發表這篇本就被拖延了很久的陳文舊

稿——但這似乎很難為既定的編輯流程允許。既

然他不能指望期刊為其破例，因而有三個選擇：

一、是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投入百分百的精

力，按要求完成修改，儘快發送；

二、是以比較合理得體的方式表示拒絕；

三、是繼續拖延，採取不那麼負責卻可能頗

為有效的「鴕鳥戰術」。

第一種方案必須消耗時間，雖然可能，但非其

所願；後兩種貌似可行，但要找一個真正的「好理

由」並不是那麼容易，並且拖延的後果具有難測的

風險。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做法有違交往和學術倫

理，嚴重的說，可能因此形成對這位學者聲譽的損

害。

這個矛盾如何化解？學者一開始選擇的方法

是暫時拖延，想像著自己並未查看郵件，或者不幸

生病臥床或臨時外出辦事，實在無暇處置。但不

久之後，他開始動搖心意。因為如此一來，可能意

味著這篇千辛萬苦寫就的論文將沉沒海底，再難

有公諸天下的機會。歸根結底，他對這篇論文的理

性期待不足以讓他下定決心，去克服困難、解決矛

盾。如果這是一篇學校認可的獎勵論文，或是同行

敬重的權威期刊文章，他也許會完成這項棘手的

工作。另外，他的行為選擇還表現出對一些形式主

義慣例的不滿，但這種情感無法改變現實，極易轉

化為消極不合作的方式。再者，要看他有無替代性

方式補償可能失卻的利益。如果學者手頭正在撰

寫的是更為看重的論文，此時不希望有任何干擾

因素，他大概不會太在意拖延帶來的後果。但無

論如何迴避和拖延，這位學者面臨的矛盾始終需

要化解。學者本打算等最後期限過後，既成事實出

現，然後撤回稿件或等待下一期刊發，以贏得當下

的寶貴時間。於是，他大致確立了行動策略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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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作必要拖延，然後提出延遲刊發的要求，最後

主動撤稿，以學術嚴謹為理由再恰當不過。但很

快，他又慮及其他因素：由於這篇文章系專題研

討的約稿論文，準備同期發表的還有其他師友的

文章。這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殃及效應？因為他的

延遲，造成該組文章不能順利如期發表？最終，學

者意識到，應當克制自己的個人意志，充分考慮到

各方的利益和需求，按照編輯部的要求儘快修稿

論文格式。當他著手這項本不情願的工作，竟然意

外發現，自己的論文其實在格式上已經相當規範。

編輯部發修改通知，屬於例行公事，只是意在提醒

作者可以進一步完善規範。

從日常小事的細微波瀾中，我們不難發現，社

會矛盾是多麼現實常見，但其內蘊的豐厚資訊值

得深思細解。現代人的煩惱，或許與古代人並無本

質的不同。人的理智、情感與欲望衝突，造就了社

會固有的矛盾本性，體現為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

的各種衝突，包括思想上的煩悶波動和行動上的

多變遊移。這既與總體的資源約束和人的具體個

性、稟賦、能力直接有關，也與外部的多方規則約

束和利益關聯主體緊密相關。個體內心的矛盾認

知，很大程度上屬於社會規範塑造的產物。社會

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整體改變，也不必然帶來規範

本原的革命性改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文化傳統

的力量，它對於法律規範的生成和運轉具有至關

重要的意義。

就此而言，日常生活是社會矛盾的淵藪，也是

社會規範的母體。每個人來到世間，無論從事何

種工作，都會有其類型化的日常生活。每個人都要

睡覺、吃飯、交友、繁衍，儘管各自的對象、環境、

方式和習慣不同。「如果個體要再生產出社會，他

們就必須再生產出作為個體的自身。我們可以把

『日常生活』界定為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

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4]這些個人再生

產的活動，構成了社會再生產的原動力。更重要的

是，每個人都身處具體的社會條件之中，必須學習

和接受新事物和老慣例。缺失這種能力，生存和

發展就會出現危機。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一系列

資源制約條件決定了以情欲需求為基礎的個人再

生產活動不可能一帆風順，尤其是在與他人利益

和情感產生競爭的場合，矛盾、紛爭和衝突自然也

會不可避免。由於資源供給和情欲需求不能合乎

比例的對應，社會化的人就會產生紛爭和衝突，出

現各種越軌、失範、敗德、違法之舉。例如，那位學

者的日常生活，除了基本欲求的滿足，他還需要完

成學術上的一系列標準化要求。因而，除了吃喝拉

撒、柴米油鹽，他必須將最大限度的精力投入到

研究工作中。由於學術資源的有限，他必須選擇

那些最有可能產生效益的熱點、難點去展開研

究，同時還要與現有學術體制保持良好的關係。

這就是他不能隨心所欲的深層原因，也是社會規

範強制力的內在機理。不惟學者，在現代風險社會

下生活的人們，都應儘可能審慎嚴謹，防止細小偏

差——當它們積累到一定程度，多會帶來難以收

拾的衝突惡果。所以，無論時代如何變壞，社會如

何轉型，人們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形式上全面重塑，

但其受矛盾和規範雙重約束的本質機理仍維持一

貫之穩定。

讓我們再度返回日常生活。試想那位學者近

來享受難得的假期空閒，沒有教學和行政雜務，

獨居在家，無人打擾，可以自由讀書思考。但他並

沒有脫離社會生活的狀態，每天在互聯網上訂餐，

間或出門購物。總體上看，他處於一種暫時的無

矛盾、無紛爭的安寧，即使有些糾葛和麻煩，也不

至於影響他的「詩意棲居」。對於許多社會現象，

他試圖做出自己的分析，但通常不能深入某個具

體問題，因為有限的精力和智識決定了他不可能

成為「萬事通」。他只能選擇一些自認為有價值的

課題加以研究，並且，他必須從中找到矛盾，不然

其研究將毫無意義。他發現水滸好漢結成的梁山

模式有些像西方的社會運動，但究竟同或不同，

必須經過嚴整的研究。他還發現羅爾斯的《正義

論》充斥著各種理論上的含糊與歧異，但如何進

行通盤檢討與深度批判，他尚無從下手。他在享

受自由的同時，又不得苦苦思索著如何應對即將

紛至遝來的各種不自由。他的平靜生活，時時處

處都有各式各樣的矛盾聚集，從思維上並不需要

一一留意、個個破解，沒有哪個人承受得了這般

神勞。他只需要應付當下迫切的矛盾，獲得短期的

安寧，這便是他此刻生活的最高綱領。長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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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生活設想，但他不會將現實的苦悶都

上升到根本矛盾的高度，因為他相信，時間、機遇

甚至某種神秘的宿命終將解決這些「問題」。

一般而言，任何人都生活在具體的不完美的

場境，他必須正視矛盾為常態，在朝向某種朦朧美

的理想進程中，不斷調試自己的心理結構及行為

方式，塑造一種私我卻又公共的「活法」，嵌入社

會的團結與共益系統。很多社會矛盾衝突肇源於

內心的欲望、情感和理性糾葛，對此，心理學、怨

恨理論、儒家心學都有各自的揭示。然而，如科學

話語所言：「我們都是自己的陌生人」。[5]每個人的

心靈世界都是隱秘的，其正常與否很難用「行為動

機」、「法律後果」這樣的規範語詞明確標識。法

律難免專斷，尤其是在處置特殊個體思想心境的

時候。但法律又決非完全不能干預人們的心靈，從

理論上講，只要人們共同選擇了一種比較理想的正

義原則，隨之而來的創制、執行和遵守等活動都具

有了「元法」的根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和法律性

指令，當然可以影響甚至制約人的日常思維和行為

判斷。更何況，身心並非二元，思想和行動的界限

本來就是模糊而遊移的。[6]

還是那位學者，在穿行馬路時險些被一輛飛

馳而來的轎車撞倒。讓他感到憤怒的，不是司機糟

糕的駕駛技術，而是此種境況違反了其長期秉持

的信念推論：首先，每個人都應當遵守交通規則；

其次，只要自己遵守了規則，其他人也應當同樣遵

守；最後，他人的不遵守造成了對自己的嚴重危

害，需要承擔責任。這種推論並不是非理性的，也

沒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但如果這位學者不是強烈

地認為人們必須永遠遵守規則，或者自己一定是

無辜受害者，其反應可能只是短暫的氣惱，隨後會

根據實際情形作出下一步的判斷。恰好，司機也同

樣執拗，在他看來，自己並沒有闖紅燈，反倒是學

者不遵守交規。一場激烈的爭吵不可避免，最糟糕

的結果是兩人大打出手，阻斷交通，被員警帶走。

這些都可以表明，繁雜的欲求、情感及理性認知行

為，構成了現實生活中的日常行動和衝突糾紛，法

律理論必須直面這些矛盾和問題。

三、面向「非均衡」的法文化闡釋

現今，法治理想的建構者們已經開始關注制

度層面的均衡分析，在不同的法律領域塑造出了

罪刑均衡、交易均衡、治理均衡等模型。[7]如果借

用經濟學上微觀市場均衡和宏觀體系均衡的分

類，法治均衡模型大體可分為：實在法意義上的微

觀均衡模型和自然法意義上的宏觀均衡模型。[8]

兩者緊密關聯、一體同胞、協同演進。微觀的法治

均衡模型側重法律定紛止爭的規範性功能，同時

強調法律社會效益最大化，往往以案例和制度分

析的方法概括而出。而宏觀模型更偏愛體系化的

建構，這與物理學上的「均衡」原義頗為貼合，重

在描述一種法律體系的完美狀態。例如，法治藍圖

的政治設計總是致力於某種完美無缺的社會體系

均衡模型，用以框構斧正多變混亂的現實。借用馬

克盧普對均衡的經典定義：「政治家的法治設計

總是希望『由經過選擇的相互聯繫的變數所組成

的群集』，保持穩定的狀態，這些變數的值已經過

互相調整，以致在它們所構成的模型裏任何內在

的改變既定狀態的傾向都不能佔優勢」。[9]法律經

濟學和法律社會學都反復強調輸入與輸出、需求

與供給的均衡，也是此種思路的明證。

然而，法學的均衡美夢尚不能稱之為理想原

則，其內發於潛意識驅策，外顯於權力導向的制度

設計。直接原因在於，法學家的均衡觀仍然停留於

靜態均衡的機械構造，隔絕了均衡與非均衡的概

念通道，使得法律研究多具有自上而下的正面規

範效用，難以闡釋海量的自下而上的違規行為。很

明顯，這不符合法律研究自身的辯證法。更重要的

根由在於，社會權力系統常常處於反均衡、非均衡

和偽均衡的狀態，而這些重要機制都沒有通過法

文化研究呈現出來。弗洛伊德告訴我們，壓抑的潛

意識會通過夢境表達。美夢既是人們現實不滿、

焦慮、恐懼的投影，也隱喻著更糟糕狀況的緊急

逼近。用政論家的話說，它是一種警示，告誡掌握

核心權力的精英團體，社會不均衡的弊害已經到

了必須精準回應的程度，許多民間呼號和盛世危言

必須認真對待。須知，法治系統不是一部機械回應

公眾需求的無生命器具，它有自我意識和獨特利

益，其運作系統本身也彌散著各種非均衡。既然需

求和供給總是難以實現完美的均衡，我們唯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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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的社會環境中決定交往行為模式的選擇，

這個制約條件應當成為法律理念的邏輯起點，類

似法律規範中的基本假設，如同政治哲人筆下的

「原初狀態」。

能否通過非均衡的視角去解讀社會與法律的

關係，讓我們更好應對時代問題和危機，為可能的

理想均衡提供總體思路和方案？畢竟，在任何時

代，社會穩定都具有局部均衡或曰暫時均衡的特

點。在以大轉型為特徵的巨變時代，此種特徵尤

為明顯。社會研究已然揭示出：均衡只是一種理

想，非均衡才是現實的常態。非均衡不一定意味著

混亂無序，它表明的是一種臨界(critical)狀態。例
如，學者指出：「通過研究在非均衡條件下從相互

糾結的事物網路中產生的自然結構，我們就可以

理解從翻滾的大氣到人腦的各種自然現象。複雜

系統的研究所涉及的都是非均衡狀態下的事物，

當然，在這項任務上，科學家們還剛剛起步」。[10]

與一個靜止的鋼珠不同，社會即使沒有外力推動，

它也不會維持機械靜止的均衡狀態。新的社會關

係一旦產生，就會持續不斷發生作用。它宛如不停

發射的電波，無論接收者是否在場，都不能阻礙其

自動輸出。即使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終止，比如一

個被雇主解雇的工人，他仍然處於動態的社會之

中，尋找新的工作或失業在家帶小孩，都表明他仍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動態社會主體。再極端些，即

使那些被驅逐到無人島的罪犯，或孤身漂流的魯

賓遜，他們在記憶和觀念上的社會性烙印非但不

會消失，反而會更加鮮明堅韌。當其他罪犯都出現

時，非均衡的社會關係立刻產生。動態社會的現

實，決定了非均衡的社會事實。

基於上述，以個體和群體矛盾為經緯，我們可

以觀察到四種非均衡或曰矛盾狀態：

1.	 個體內部的非均衡：理性、情感和欲望

的矛盾

2.	 個體之間（外部）的非均衡：利益衝突背

後的情感和理念矛盾

3.	 群體內部的非均衡：精英與大眾、少數

和多數的矛盾

4.	 群體之間（外部）的非均衡：各種集團和

組織間的矛盾

而非均衡的社會矛盾事實，從根源上彰顯了

人類普遍面臨的四重硬約束：

1.	 資源硬約束：廣義稟賦的非均衡分佈

2.	 情欲硬約束：情感和欲望的非均衡衝突

3.	 權能硬約束：人類理性能力的限度及非

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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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制硬約束：以法律為代表的統治規則

在對象上的非均衡

個人一旦進入社會狀態，成為群體的一員，某

種偉大的悲劇效應就會呈顯。「人類沒有能力使自

己的群體生活符合個人的理想。作為個人，人相信

他們應該愛，應該相互關心，應該在彼此之間建立

起公正的秩序；而作為他們自認的種族的、經濟的

和國家的群體，他們則想盡一切辦法佔有所能攫

取的一切權力」。[11]在社群內部，即使資源有限，

但由於大家緊密聯結相互依存，對不公正的容忍

度很高。更重要的是，當群體面對強有力的競爭對

手時，敵人效應會激發人們的恐懼感、好勝心和戰

鬥欲，從而掩蓋資源匱乏背景下內部利益鬥爭的

殘酷性。當人們團契一體，面向未來的美好收益而

攜手鬥爭時，內部的非均衡被暫時忽略，圍繞外部

非均衡的鬥爭成為社會矛盾運動的主題。於是，兩

種並行不悖的強制機制出現。對內的強制往往以

嚴明的一般性法律、內部戒律、道德、民俗、禮儀

等規範綜合構成，以官方法律為中心形成網狀結

構，依憑團體實力發揮強制規約的效能。對外的強

制則以利益鬥爭、武裝衝突甚至大規模戰爭為表

現方式，通過政治談判化作法律上的協約，取得暫

定的均衡。

個體可以修身養性，慎獨成聖，但群體的道德

不那麼容易達成。當個體進入團體或其他社會生

活狀態，必定會衝破原有規範世界的束縛，接受新

的規約體系。在進入社會的那一剎那，規則的真空

無可遏制地出現；隨著社會化程度的加深，各種規

則在個體心靈深處的矛盾越來越顯著，直到人生

的完結，這樣的糾結可能還在關聯主體那裏繼

續。如果團體自身處於無規混亂的迷狂狀態，烏合

之眾的感染力和同化力會將淹沒個體的良知。即

使某個團體具有相對完善的規則系統，但出於自

利自保的生存競爭法則，也難免產生群體間的暴

力衝突。在大歷史的經驗中，恒久的社會合作總顯

得鏡花水月。有學者揭示了資源稟賦不均衡狀況

下的江南早期工業化，提出這樣一個很有意義的

問題：如果沒有西方的入侵，沿著歷史的慣性，江

南繼續發展節約資源、重用人工的技術和生產方

式，並不斷擴大規模，它會從其他地方運來煤、鐵

和其他資源，複製英國的模式嗎？[12]從理論上當然

可能，但這種假設建立在排除能力硬約束的前提

下，因而並不是最靠譜的解釋。合適的發問應當

是，在不均衡的資源配置下，江南早期工業化是如

何完成的，最後又是如何失敗的？其中，必然不僅

涉及個人和群體的情欲衝突，也包括各種權能主

體及背後的規則博弈。

廣義「稟賦」的非均衡分佈決定了社會分工

與合作的必要性，但這種必要性如果沒有堅強的

情感連結和制度規約，極易被無度的野心和求利

的欲望擊破。由此，情欲、權能和規制硬約束的難

題次第出現。人性本善也好，人性劣根也罷，情欲

的自負讓社會合作多半懸空。由此，權能非均衡，

成為古典分配正義的理據。千年以前，柏拉圖就

根據人之不同能力稟賦，勾畫了一幅理想國的藍

圖。亞里士多德也承認倫理學上的能力差異和偏

頗，需要正義品質的均衡統合。直到近代，隨著科

學勃興，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大為改善，文化成為再

造自然的利器，但文化權能的差異及衝突又讓世

界動盪不寧。人生來就有發現規範、學習規範並且

塑造規範的文化權能，但這種能力因人而異、因時

而異、因地而異。無論是價值感受力還是事實甄別

力，無論是邏輯推理力還是表達修辭力，或者行

動執行力，都呈現出不同的非均衡格局。綜合能力

更強的個體，在團體中的地位、表現、貢獻和收益

的可能性空間自然越大，權能優勢就越突出。但這

種綜合能力並非天生具有的，而主要由社會習得

過程塑造。並且，此種綜合能力的習得，必須承認

非均衡的能力佈局，有計畫、有選擇揚長避短，建

立一種個體中心的權能互助網路。這可以解釋為

什麼有效的社會合作，常常是在精英引導下產生，

一旦精英權能發生遷移，原有的合作網絡就會解

散崩解。經由反復不斷的相互合作和融合吸納，社

會權能網路會蔓延生長。那些在各種網路中交結

重複最多的個體，往往會成為綜合能力和整體權

能最為豐盈的個體，所謂「精英中的精英」，亦即

大眾常說的「人上人」。當他們產生進一步統合協

調的權能需求，就會採取行動改變既定的規範結

構，完成制度和文化的更新，以積聚更大的權能儲

備。權能不斷集中的後果必然是法律規制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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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密化和一體化。由於權力強制必須具有正當

性的論證，不同時期的法治意識形態措辭各異，

但目的相同。權力朝向權威的邁進，是權能非均

衡發展的第一個飛躍。無論是強調祖制的傳統型

權威，還是注重績效的魅力型權威，抑或尊重律

法的法理型權威，其實都沒有放棄法律的工具效

用，也都沒有脫離權能非均衡發展的一貫邏輯。權

威形式的變遷，本質上是為了解決過度的權能聚

集帶來的社會矛盾。一旦相對均衡達成，權威的效

用直接體現為保障合法權力的規範執行。法律對

權威的實際控制，只能在理想法治國的虛構綱領

中發現。另一方面，權威的產生和變遷，會對現有

權力系統形成挑戰，新的改革甚至革命的社會風

潮也會同時湧現。為了解決權力與權威的矛盾，權

能的非均衡佈局必須在形式上接受法律原則的框

構，在理念上認同現代人權的文化原理和規則要

求。

法律規制的硬約束與文化權能的硬約束不可

分離，正是基於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非均衡

的多重制約，多重因素造成了以法律為中心的強

制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合法規制論、正

義戰爭論等諸種理論不過也是為了努力證成此種

「強制硬約束」。即使到了某個時候，人類群體的

理性進化發展到足以零成本公正協商的程度，資

源硬約束和非均衡分佈的鐵律仍然無法打破。隨

著人類理性文化權能的不斷拓展，情欲的硬約束

會不斷出現突破和軟化，但資源硬約束的問題將

會越來越突出，法律的強制機理也會變得越來越

精巧、迂迴、無所不在。

至此，我們大略可以理解，為什麼當下法學視

野必須拓展到跨學科的文化場域。打破資源硬約

束，最直接的方案就是寄望於科學昌明，實現人

類理性文化權能的革命性飛躍。與此同時，以法

律賦能和教育規訓的方式，提升多數人的社會權

能，充分發揮法律的心理強制功能，改變人們的情

欲慣習，深層次消除社會矛盾。體制化的民主法治

建設，成為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制度選擇。

對於無法吸納的部分，則以准制度化的社會運動

方式加以排解，或以一種新的柔性法治加以動態

規約。最後，以大眾文化革命的方式釋放過剩的

怨憤和矛盾，重整心靈秩序，再造理念社會，成為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兜底方案。科學家、思想家

（教育家、知識份子）、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

政治家、法律人、職業社運組織者、各式各樣的社

會改革者、林林種種的大眾文化生產者，無論意

識與否，都在這項偉大的系統工程中佔有一席之

地。

在社會矛盾的法文化闡釋語境下，新的法律

理論發展契機不僅可能，而且必要。用什麼樣的標

籤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從特定主體的心理視

角出發，揭示日常生活中正義感的生產和變遷過

程，從非均衡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歸納出一般性的

元法律則？此種新的法文化闡釋，可以兩個基本預

設為主軸旋轉：

預設A：轉型社會的矛盾根源：情欲在心理上

得不到紓解，在行為上得不到釋放，在制度上得不

到承認，在價值上得不到認同，最終在法正義層面

遭遇最為難解的內外矛盾。主人公精神崩解，行為

失範，制度規範受到重創，價值重整陷入迷惘，治

理紛亂成為救世急務。

預設B：後轉型社會的矛盾治理：市民生活的

日常情欲得到制度化安放，但法律的規訓無所不

在密不透風，社會生活呈現全面法律化的格局。另

類個體選擇死亡以擺脫不自由的困境，法正義的

宗教復興成為社會重構的要求。

在這種分析框架中，一種新的「文學法理學」

可作為法文化闡釋的典型代表，圍繞法律與情欲

的關係，對兼具現實感和藝術性的社會矛盾樣本

加以重點研究。文學文本對真實世界高度融概，若

是利用的好，其比人類學「定點取樣」所獲得的資

訊更豐盈典型，更能說明一個世界的全貌。梁啟

超有言：「善為史者，偏能於非事實中覓出事實。

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然

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

藪，此卻為一事實」。[13]西方學者亦認為，小說或

戲劇中的人，「他們是如此生動地活在許多人的心

裏，如此強烈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這種

實際的意義上，他比我們的大多數未失去肉體存

在的人更生動，……對有想像力的讀者來說是以

最真實的方式存在的，即直接以他們的個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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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在」。[14]從法學方法論角度，這也可稱作一種

「日常/典型案例研究法」。

以本人近年的研究為例，在《西遊記》中，孫

悟空的反抗行為，很大程度上系無意識的自尊衝

動和無理性的政治情欲使然。佛法規訓取得了顯

著效果，成功化解了孫悟空帶來的治理危機。猴性

（獸性）的自我進化與佛性（神性）的柔性治理，

塑造了特定時期的暫定均衡。孫悟空雖然成佛，但

離嚴格的仙佛標準還有很大差距。後續來看，他

始終是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因為社會情勢一

旦遭遇變動，此種脆弱的均衡遲早會被打破。[15]在

《審判》中，卡夫卡筆下的K以精英自許亦是同

理。他想法設法逃脫「法」的盤查，為自己的情欲

放縱和無罪心理創設一個又一個法外幻象，但還

是不能阻擋法的無情威力。K的死亡和終結，代表

了精英個體的社會悲劇。[16]比較而言，《西遊記》

隱藏的法律治理術更為複雜，屬於理想主義的思

維構想，故而以神魔小說的方式呈現。而卡夫卡的

《審判》則以自傳性的寫實筆法描繪了一種慘烈的

雙輸局面，一種零和博弈的無解，寫出了K與法的

共同悲劇。正是通過化身人物K，尋求法律之門的

卡夫卡式追問經久不息，呼應著西方「法治社會」

的現實悖論。

通過這樣的討論，我們或許更容易接近關鍵

的法律共識。首先，精英法理和群眾法理可以互通

互動。愈是貼近群眾的人愈有可能成為精英，甚至

是精英群體中的領導者。精英法理的第一條是傾

聽大眾的訴願，理解民聲背後的情欲形態，通過

有效策略達到集體利益最大化的資源配置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大眾的回饋禮物是認同權力，以利

證權，讓權保利。權力和權利的分流，讓精英的地

位不斷鞏固，構成相對固化的階層，變成馬克思所

講的「上層建築」。精英階層通過分工配合形成社

會治理表層結構，法律文本成為這種社會權力結

構的折射和反映。

其次，當社會急劇轉型、利益衝突日趨激化之

際，權力精英的法理構造是穩定社會的核心動力，

個體必須服從團體，否則法律秩序的鋼鐵法則會

摧毀一切越軌的路障。此時的最佳策略往往以權

力精英的法律綜合治理為主軸，以不斷取得局部

的社會均衡，逐漸平息整體性的紛爭。當社會趨於

穩定，體制已有成規，團體的力量特別是權力精英

的法理必須在形式上退隱，保持謙抑、開放與寬

和，避免孤獨個體在後轉型時代的心靈極化。正如

仙佛聯手為無法無天的孫悟空安尋了組織，創造

了一個新的法理事業和生存環境，無形中改變了他

的心性結構。宋江等江湖好漢自我組織，形成了一

種規模化的梁山模式，但最後在外部利益和壓力

下自我遣散，小團體不復存在。K沒有任何確定的

歸宿，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願服從任何法律，最

終生命消亡，為後人留下無盡的疑問。

最後，法治的根本意涵應以文化秩序和靈魂

正義為指向。強制權力主導的法律行為治理，遲早

會調整到新的頻道，注重整體法文化的規劃重建。

在此大潮下，無論精英或群眾，社會個體必定會轉

變生活哲學和處世態度，在枯燥、乏味、機械的日

常生活中找尋安頓心靈的法理家園。法律，對新時

代公民而言，意味著一種有機結合體：嚴肅的娛樂

和娛樂的嚴肅。在法律社會學的諸多洞見中，「司

法-娛樂複合體」（J u r i d i c -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Complex）的觀念獨樹一幟，它意在將法律程式和
法律衝突轉變為消費品，這種消費品聲稱是在實

施教育和啟蒙，但同時又在激發普通人的衝動，供

他們消遣，讓他們開心。[17]這樣的圖景並非只有在

法治高度發達的未來社會才能出現，事實上，無論

作為文化生產機制抑或文化產品本身，甚至無論

古今中西，良善的元法總是標識著通向優良生活

方式的可能道路，並力求通過全面規範的教育實

現公平正義的理性認知，貫通精英和大眾的身份、

稟賦及制度區隔。而當今的法律家，在變革時代雖

光彩四射，內在的危機仍是精神上的迷惘與混

亂——要麼盲從，要麼獨斷；要麼依法機械裁斷，

要麼任心模糊處理。其實，化解社會矛盾的法治方

案並不複雜，且長久存在。對法學作品而言，臨摹

的藍本最好選擇「內心的憲法」，追求的理想最後

莫非「永恆的正義」。在直面矛盾的法文化成熟定

型前，所謂的「均衡啟蒙」，不過是讓人暫時緩解

苦痛的催眠術。在法文化的魔鏡下，法律對自身品

格的審慎反思，一直在路上。面向非均衡的法理論

構建，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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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

發展權理論體系研究」（18JJD8200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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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Cultur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 with Non-equilibrium as the main line
Liao Yi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 t :The imbalance among in herent 

reasoning, emotion and desire of human has brought 
about social contradic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various 
social life conf licts including boring but stirring in 
thoughts as well as varied and mobile in action.  That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ntire resources 
constraints and the specific personality, endowment 
and ability of people,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aints of numerous regulations and vested interest 
group imposed by external parties.  In future, the legal 
culture research study will be taken place in the latest 
literary jurisprudence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 non-equilibrium and hard constraints.  That 
provides illustrations as how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come about including their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s, 
as well as looking for resolution in mediating conflicts 
by rule of law at times of great transition and post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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