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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的話：「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述另一種囚

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是理性

的。」加繆寫的那座城市，其平庸可從以下方面看

出：首先是外形醜陋，或

者說毫無特點。其次，此

間居民習慣於狂熱而漫不

經心的生活，換言之，商

業城市的所有問題，它都

具備。而美德呢，則要費

力尋找。最後，那裡沒有

餘暇去考慮日常生活（賺

錢、放縱情慾、再賺錢等）

之外的事物。如果說那座

城市有什麼別樣之處，那

便是生病及死亡發生的概

率極大。因為，那裡氣候

嚴酷、景色單調、生活節

奏緊張、娛樂方式極端，

都會讓疾病輕易侵入—面
對死神的垂詢，人們能有

何防備？

就在那座平庸的城

市，一場奪人性命的鼠疫悄然發生。一個新聞記

者，平日並不敏銳，但碰巧察覺了一些詭異之事，

從中感受到巨大危險。他要讓人們相信自己的預

警，因為這事關全城人民的生死。為了讓人相信，

他要將自己收集的證據系統整理，然後公之於眾。

正是在這極不尋常的時刻，他充當了記錄事實的

證人角色。但他並非主角。主角是醫生，他也從老

鼠的奇怪死亡中嗅察到異樣的危險。在送別妻子

通過法律的疫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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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梢，一場疾疫帶著幽暗聲響，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勢在全球彌散。人們在嚴峻的疫情面

前，通過生命原初本能，回應各種緊急事態。潛藏

在人性深處的欲望、情感

和理性，無論是協調合

力，或者是衝突博弈，都

對法治提出了制度回應的

要求。但疾疫如何控制？

疾疫帶來的情感衝突如

何解決？這不僅是醫學、

流行病學、公共衛生政策

問題，更是融貫情理的

「回應型法治」必須解答

的疑難。[1]針對疾疫的法

律調控，需要一種貫通醫

學和法律、疾病與診療、

技術與政治的整合性文

化視角。本文以文化話語

為分析視角，[2]通過重解

加繆的《鼠疫》，提出了

理性主義律法的悖論，進

而指向醫學、法律與治理

的文化關聯，進一步反思唯理主義法治觀的局限。

在此基礎上，重點闡釋了通過法律的疫情治理，必

須借助充沛的情感資源，建立均衡的調節系統。

一、《鼠疫》謎題

那是一座極為平庸的城市，與現實中那些缺

乏特色的地方沒有兩樣。這樣的雷同，讓人已無

驚詫。若有驚詫，不過是感概過分相似。這印證了

摘  要：作為經典的疾疫文本，加繆的《鼠疫》

揭示了危急時刻情感運動的文化真相。以文化話

語分析為視角，通過醫學、法律與治理的關聯探

察，可明確技術主義的不足，及法律情感治理之

必要。在此基礎上，確立一種新的「疫情」觀，可

指陳疾疫發生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病毒感染、擴散

的過程，不能囿於醫學治療術的層面討論防控策

略，進而凸顯法律的情感主題。就疫情防治的制

度困境而言，有效的防控的思路應強調情感文化，

重視法律的情感治理邏輯，中和調停非常時期的

突發矛盾和社會衝突，在民眾的焦慮、恐懼、疑

惑、憂思等情感表達中，進一步探察法治的文化動

力。

關鍵詞：疫情；治理；法律；情感；文化話語



疫
下
世
情

廖 

奕
：
通
過
法
律
的
疫
情
治
理

８３

的車站，他遇見了一位法官，但這位法官卻對老鼠

的話題故作輕鬆。既然官方沒有任何警覺，醫生

只有利用記者採訪的機會，想讓公眾知道城市裡

發生的大量老鼠死亡的蹊蹺事。但公眾似乎並未

真切感受到危險的來臨—無論是門衛、房客，還
是醫生的母親，甚至醫生自己。在新聞報紙的推

動下，市政府開始清理、焚燒死鼠。此時，大家的

心情也不過是對一件厭惡之事的抱怨。但當人們

發現某種難查根源的極大威脅時，抱怨、憂慮、憤

怒等消極情感會很快彙聚，上升到一個極點，進而

對當局施加種種譴責，一些人同時開始計劃如何

逃離。當政府宣佈奇怪現象已然終止，換言之，威

脅已經解除，全城人剛提起的警備心旋即煙消雲

散。

可是，那個年老的門衛病了，病得很厲害。陪

伴他的神父對醫生說：這應是一種瘟疫。他圓形

眼鏡後的雙目，竟透出一絲得意。老門衛的病情嚴

重惡化，讓醫生決心打電話詢問更有地位的權威

同行，但這位在全城最有聲望的醫生也沒說出個

所以然。老門衛的死亡，似乎標誌著茫然無措時期

的終結，深度恐慌時期的開始。恐慌逼迫人們思

考。此時，那位主角醫生已確定，這就是真正的瘟

疫。但對公眾而言，這樣的疾病名稱會讓其更加恐

慌。因為官方的口徑一直是，這種疾病早已絕跡。

天災人禍本尋常，可一旦落到自己頭上，人們還是

難以相信。這種心理上的拒斥，會導致人們面臨兩

難選擇：要麼沉溺在虛無的過往，要麼直面悲慘

的現實。人們一時間或長時間不知所措，其正常生

活被驟然打斷，而合理調適需要諸種條件的就位。

很多人已沒有機會去調適了。有調適機會的人，未

必有足夠的機會和資源。經濟條件好的人，或許能

率先逃出噩夢般的城市，但他們的逃離又會加劇

其他人的恐慌，奮起的不平等情緒，又會對幾乎崩

塌的社會堡壘再度沖刷。人們即使接受現實，也只

是一種短暫有效的兌票。人們即使承受噩夢，也只

能主觀斷定它是可以馬上消失的。他們滿以為自由

自在，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

主角醫生有專業學識，此時的不安比較微弱，

他還能繼續往好處思考。但最終，他的腦海中還

是浮現出「鼠疫」這個不詳的詞，以及它帶來的一

連串恐怖意象。在隨後的戰鬥中，醫生試圖不斷用

理智驅走恐懼。比如，先從已有征狀中發現可控之

機，然後提醒它的宿主，認清事實，採取措施。他

堅信，理智可以振奮宿主的精神，把人從恐慌和悲

情中解放出來。最緊要的，是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他收集了大量資料，作為證據掌握，繼而提出堅決

的要求，使省政府同意召開衛生委員會會議。但承

認鼠疫，經歷了很大的爭論。省長將技術上的判斷

權推給了醫生，醫生們意見不一，最後只好採用類

似於法律擬制的辦法，將這場疾疫推定為鼠疫。

當做鼠疫處置的最後決策，最終贏得了大家熱烈

的贊同。

可是，隨即發佈的省府公告，不僅樣狀小，也

不能看出當局正視事實的態度，因為相關措施並

不嚴厲。這大概是為了避免公眾的恐慌。但情況卻

與預想背道而馳—發病者日多，謠言日甚。官方不
得不發出電文，正式宣佈發生鼠疫，封閉整個城

市。公眾的情感反應，如同澎拜的潮水：先是禁絕

的隔離感、孤立的流放感、毫無準備的親友分離；

然後是，從頭到尾的心煩意亂。人們似乎重新陷入

囚禁狀態，只有靠懷念模糊的過去，維持當下難熬

的生活。當一個個樂觀的推算被擊毀，人們殘餘的

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沒了，甚至有些人感到再也

爬不起來了。他們活像受到復仇女神追殺的獵物，

過著終生鐵窗生涯的罪人。末了，擺脫這種難以忍

受的空虛感的唯一方式，就是讓火車在幻想中通

車，讓時光重現門鈴響個不停的繁碌—而火車畢
竟沒有通車，門鈴也異常頑固地保持沉默。

幸好，人們未被禁足，在城內，他們可以遊晃、

看電影、喝咖啡和醇酒。群眾因此相信，酒精有預

防傳染病的作用。每到半夜兩點，街頭到處可見被

逐出酒館的醉漢。人們在恐慌絕望後不得不學習

適應，但適應的方式卻是，回復以往無比放縱、得

過且過的生活。這樣的「快意」生活，帶有難以掩

飾的壓抑與悲傷。它容易在一閃念間，變異為某

種更為極端的激情：徹底絕望和無限悲觀。就連

那個記者，也想以愛情的名義逃離。主角醫生警告

他，那樣做「不合法律」。記者反駁說，他的那種抽

象觀念很惹人厭。醫生說，自己也不喜歡，但此時

離開了它沒辦法說話。的確，此時的他，似乎只能

在具體診療和抽象觀念間來回穿梭，自己也感到

漸漸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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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學無能為力或能力有限時，宗教治療會

粉墨登場。鼠疫爆發近一個月時，教會當局決定組

織一周的祈禱。神父的講話，可謂一篇宗教律法與

疾病關係的傳世佳文！他的演講充滿激情，蕩漾著

救贖、光明和肯定，但有些人依然試圖逃出這個罪

惡的城市。宗教的解說，甚至為大眾放縱找到了

更好的理由：既然是注定的天罰，既然死亡不可逃

避，那麼，就盡情享受最後的時光吧！醫生打從心

底不認同神父的大道理。他在談話中表示，首先要

去照顧受苦的人，然後才會想去證明苦難是一件

好事。

是的，正常的理智，在邏輯上不以真理自居，

對真理秉持非絕對主義的態度。理智總是希望在

現實條件下盡可能避免最壞的結果，因而不能投

降，必須力所能及地去鬥爭。在鼠疫中，那位小公

務員的奮鬥，他的義務工作，讓醫生感到無比真

實。雖然這位小人物，時常矯揉造作，捉摸推敲作

品的遣詞造句，但並不妨礙他每天機器般描畫疾

病傳播曲線。即使辦公室的上司和同僚對他早有

非議，但他依然如故，仿佛一個鐵人。還有那位以

愛之名，用盡合法與非法手段試圖逃離的記者，與

執著堅定的主角醫生有一場精彩對談，這場對談，

顯示出鼠疫圍城下職分和情感的衝撞。最終，記者

克服了私我情感的糾絆，重新回到抗擊鼠疫的共

同體。關鍵時刻，政府當局並未閑著。比如，如何

處理不斷增多的屍體？行政措施要求去除一切不

必要的儀式，為了安全和效率，迅速埋葬或火化。

至於那些暴亂，很快被嚴厲執行的刑罰平息下去。

法官透露，鼠疫讓大案發生率大為下降。

法律可以平定行為的紛亂，但對精神的「暴

亂」還是無計可施。當痛苦變成日常，精神的騷亂

也逐漸停息。人們為適應鼠疫的蔓延，平淡無奇，

平凡單調，沒了怨憤，沒了暴怒，腦筋還算清醒，但

神志已經脆弱無力。野性的衝動為沮喪代替，不

能說是逆來順受，但也不能說是不得已的認同。適

應疾病的環境，習慣於絕望的處境，在醫生看來，

這才是真正的不幸。這種不幸正在人群中擴散：偶

有痛感的刺激，旋即被無邊的暗夜吞噬，回到循環

往復的麻木以待。

故事仍在繼續，戰疫仍在進行。醫生與神父、

公務員、逃犯、記者、旅人連結起來，一邊救治病

患，一邊收拾死亡。但市民開始用迷信取代宗教，

神父再次登台演講。在這場科學與宗教、理性與

迷信的對話中，神父思想上的變化已頗為明顯。

不幸的是，他也感染了病毒，最後咳血而亡。那位

神秘的旅人，向醫生主動坦白了他的身世。原來他

是檢察官之子，放棄優渥生活，選擇四處流浪。其

生活的轉折在於，旁聽了一次父親出庭的公訴。他

震撼於被告的茫然無助，憤怒於法律的合法殺人，

從此下定決心要與心靈中的瘟疫做決絕的鬥爭。

他希望成為一個聖人，但醫生的願望是一個真正

的人，但二者似乎沒有什麼差別。在一場共同海泳

後，他們更加同心同德。

加繆構造的鼠疫結局，通過醫生的內心話語

呈現：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俱和

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

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

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一座幸

福的城市作為葬身之所，使人們再罹禍患，從中吸

取教訓。[3]加繆的故事看似荒謬的想像，但結合他

對荒謬情感的哲學闡釋，我們不難發現理性主義

律法在存在主義層面的永恆謎題。總體而言，加

繆講述了一個結局還算光明的故事。他並未像一

些評論家所說的對權力抗爭濃墨重彩，而是在有

限的政治描述裡，如在那位小公務員不起眼的奉

獻中，想著讓讀者去理解真實基層政治的無奈。

他要闡釋的，更接近於一種理性主義的悖反命運，

正如他開篇引用的笛福之言。他要警示人們的，是

無形的心靈毒素，任何醫術和宗教都無法清除

它，現有的法律更是滋生它的溫床。真正的醫生是

什麼角色？直到最後，加繆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

他的故事實際上已經給出可答案。真正的醫生治

療的不僅是身體的疾患，更是社會情感的失調紊

亂。醫生與法官是一體的。

二、醫學、法律與治理

沿著《鼠疫》謎題繼續思考，我們可以提出

如下問題：作為社會病症的診療者，法律職業是

否與醫生職業存在交合？法律治理是否與情感診

療存在密切的關係？法律是否具有診療人心的功

能？它能否通過某種情感均衡系統，實現理性和

欲望的衝突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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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醫學被視為一門專業科學。殊不知，它

的原初形態與自然哲學、巫術、宗教都有千絲萬縷

的關聯。我們可以認為，原初「醫學」並非現代意

義的醫學科學，甚至可以一筆取消早前醫學的歷

史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如今的醫科乃是幾千年

醫理、醫論、醫術累積演化而成的事實。在這個漫

長的過程中，各種理論和技術，在不同時代條件下

演化，有的存活，有的變易，有的消亡。醫學的變

遷，不僅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更是各種因素交融衝

撞的文化產物。在醫學的演化過程中，不難發現法

律的幽靈。礙於現代學科的嚴格區分，有些人只好

將它們生生割裂，斬斷了醫學與法理的關聯，也隔

斷了法律與診療在疾病治理層面的勾連。透過醫

學、法律與治理的文化關聯，可以發現許多被主流

知識權力壓抑的活性細胞，打破某些不證自明的

前見，擺脫其無所不在的宰製。總體而言，醫學內

含法的精神，既包括醫論蘊含的宇宙和人體哲學、

疾病規律、治療方案等客觀法則，也包括人與外部

環境溝通時的規範行為準則，更包括在特定疾疫

危機中重建個人和社會、身體與心靈、緊急與常態

等多重均衡的公義價值。法律人和醫生在職業上

有諸多的相似，這種類似並非偶然。法學和醫學、

法律與治療、正義與健康，具有一言難盡的歷史關

聯。

醫學和法律都是特定文化的重要內容，與不

同歷史條件下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觀念、宗教傳

統、政治機制、經濟狀況都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

因而理解法律和醫學的共同文化基礎非常重要。

首先，它們在歷史起源上都有某種整體論哲學作

為指引。比如，無論西方世界或中國、日本、印度、

伊斯蘭國家，醫學和法律都在整體論的哲學背景

下，展開對人和宇宙關係的探索。最初的醫術和法

律，都強調人體的身心和諧、人和自然關係的平

衡，並視之為神聖的戒律。它們都關注病人和罪

人，甚於疾病和罪行本身，強調病人或罪人同醫生

或法官的合作。其次，在近代科學主義轉向過程

中，醫學和法律分享共同的文化資源，遵循相似的

演化路徑。西方的醫學在近代開始背離傳統，轉向

新的範式。尤其是在16世紀文藝復興後，蓋侖及其
他希臘、羅馬醫學家的著作逐漸被拋棄，人們認為

真理不在過去，不在書本上，而在現實中、人的軀

體上。醫學的進步不是取決於古人的權威看法，而

是來自於觀察、實驗、新事實的收集以及對病人生

前和死後的嚴密檢查。[4]法學的近代轉向，雖無醫

學與傳統決裂的那樣徹底，但也受到了進化論及

自然科學的強大影響，漸趨將古代的智慧視為某

種批判的樣本。最後，從發展趨勢看，20世紀60年
代以來，正如許多人對西方經濟、政治、軍事體制

的批判一樣，醫學和法律體制都遭到了猛烈攻擊。

公眾的譴責，主要集中於二者都有過度技術化、非

人格化、科學主義、官僚化弊病，都有為職業利益

無視病人或當事人的固有傾向。在之後數十年間，

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醫學和法律回到傳統，並努力

吸收多元知識，以求困境解脫的替代性智慧。

最有代表性的反思，出自福柯。他在《臨床醫

學的誕生》中指出：「現代醫學把自己的誕生時間

定在十八世紀末的那幾年。在開始思索自身時，它

把自己的實證性起源等同於超越一切理論的有效

的樸素知覺的回復。事實上，這種所謂的經驗主義

並不是基於對可見物的絕對價值的發現，也不是

基於對各種體系及其幻想的堅決摒棄，而是基於

對那種明顯和隱蔽的空間的重組；當千百年來的

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時，這種空間被打開了。但

是，醫學感知的蘇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臨床醫

生目光照耀下的復活，並不僅僅是神話。十九世紀

初，醫生們描述了千百年來一直不可見的和無法表

述的東西。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擺脫了冥思，

重新恢復了感知，也不是說他們開始傾聽理性的

聲音而拋棄了想像。這只是意味著可見物與不可

見物之間的關係—一切具體知識必不可少的關
係—改變了結構，通過目光和語言揭示了以前處
於它們的領域之內或之外的東西。詞語和事物之

間的新聯盟形成了，使得人們能夠看見和說出來。

的確，有時候話語是如此之『天真無邪』，看上去

好像是屬於一種更古老的理性層次，它似乎包含著

向某個較早的黃金時代的明晰純真的目光的回

歸。」 [5]福柯所懷疑的回歸，雖然是那樣的不確

定，但還是表明科學對自身困境解脫的希望所在。

為了衝出僵化、獨斷的真理權力自我封閉的魔圈，

現代法律和治療都需要借助情感理性的話語權

能，重新調整自身的目的和對象、手段和程式、表

達和實踐，以此恢復曾經的即使是想像中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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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光榮。

對於方法論，福柯接著說：「難道就不能有一

種話語分析，假設被說出的東西沒有任何遺留，沒

有任何過剩，只是其歷史形態的事實，從而避免評

論的覆轍？話語的種種事件因而就應該不被看作

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應被當作一些事件和

功能的片段，能夠逐漸彙集起來構成一個體系。決

定陳述的意義的，不是它可能蘊含的、既揭示又掩

蓋它的豐富意圖，而是使這個陳述與其他實際或

可能的陳述聯結起來的那種差異。其他那些陳述

或者與它是同時性的，或者線上性時間系列中是

與它相對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現一種全面系統

的話語史。」[6]懷揣重寫醫學話語史，在某種意義

上也是法律治理話語史的心願，福柯帶領我們走

進了一種全新的場景，讓語詞、陳述、檔案、記錄

的互動體系化呈現。由此，他果斷放棄了編年體和

人造斷層的傳統思想史方法。

需要留意的是，福柯說的「古典時代」並非指

古代，而是指19世紀理性啟蒙後的科學化時代。在
此語境下，他從疾病的空間和分類起筆，突顯了病

理解剖學的奧義，即探尋疾病的實體與病人的肉

體之間的準確疊合。他發現，基於經驗觀察的凝視

（regard）主導權力，其中有關真理的權力知識，
建基在疾病類型學上，後者為前者創造了可能性

條件。[7]此種新的醫學科學，需要有一種對於特質

的細微感知，對於不同情況的感知，對於變異的精

細感知—即以被調整過的和被染過顏色的經驗為
基礎的、關於病理事實的完整詮釋；人們應該對變

異、平衡、過分和不足加以度量。這種感知應該關

照每一種特殊的平衡。[8]福柯聲稱，醫生和病人被

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密關係中，被綁定在一起。

作為醫學科學的第一波，分類醫學通過三項

空間化，逐步加深對客體的凝視，強化自身的使

命。第一次空間化將疾病與類型化形成系譜。第二

次空間話似乎是對第一次的否定，強調對病人個

體的敏銳感知。第三次空間化則是特定社會圈定

一種疾病後，對其進行醫學干涉，將其封閉起來，

劃分出封閉的特殊的區域，或按照最有利的方式，

將其毫無遺漏的分配給各個治療中心。[9]正是基

於三次空間化，整個傳統醫療經驗遭到顛覆，而為

醫學感知確定了一切最具體的維度和新的基礎。

[10]疾病類型學，或者說分類醫學，認為疾病具有原

始性，不受任何干擾。但當社會空間愈益複雜，它

就變得越不自然。當疾病在社會文明中不斷變異，

日漸多樣化、嚴峻化，醫院這種人造的文明場所容

易成為「死亡廟宇」。在此種醫學看來，疾病自然

場合就是生命的自然場合—家庭。但醫學與社會
無法完全隔離。「如果一種醫學能夠與國家同心協

力的實行一種強制性的、普遍的、而又區別對待

的救助政策，那麼人們必然會認為它是與國家緊

密聯繫在一起的；醫療也就變成了國家任務。」[11]

由此出現一種18世紀不曾有過的、對疾病實行制
度空間規制的全新形式。

作為隨之而來的第二波，流行病學讓醫學國

家化有了突破契機和支撐槓杆。這種流行病分析

不是把疾病置於疾病分類學的抽象空間裡來確認

其一般形式，而是通過一般跡象來發現特殊過

程。此種科學認為，不同的流行病在不同的情況下

會有不同的過程，這種過程把病因與發病形式編

織成一個所有病人都套進去的網路，但是這個網

路只在特定時間和地點才會出現。傳染只是流行

病確認的因素，而非其本質。為了探究並形塑其本

質，不同視角的交叉對證必不可少，應輔以經常性

的強制干預。比如，借助警員力量、一系列衛生法

規的訓誡指導和專業治療人員的配備。[12]通過話

語分析比較，福柯指出：流行病醫學和分類醫學在

很多方面都是相反的。前者是對擴散獨特不可重

複現象的整體感知，後者是對經常自我顯現的同

一本質的個別感知；前者是系列分析，後者是類型

解讀；前者需要對時間進行整合，後者需要確定

疾病在等級體系中的位置；前者需要找尋因果關

係和內聚脈絡，後者需要解讀某種相似特徵。但

兩者涉及醫療與社會關係時，都需要建構醫學的

政治地位，建構國家層次的醫學意識。因而這種醫

學的經常任務是，提供資訊、監督和控制，而這些

與實在法及治安權密切相關。[13]

福柯用法國皇家醫學會的建立及其與傳統醫

（學）院的矛盾，深刻且生動闡釋了醫學國家化的

歷程和機理。其關鍵是，建立一種雙重的控制：政

治當局對醫學實踐的控制和特權醫學機構對醫務

工作者的控制。[14]皇家醫學會因為獲得了法律上

的認同，作為流行病控制機構，它逐漸變成知識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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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中心，乃至所有醫療活動的登記和裁決機構。

這就是臨床醫學誕生的故事。臨床醫學強調開

放、動態的資訊和知識獲取，而非用一種體系將自

己封閉起來。這與當時殘存的整體論哲學認識有

著微妙的契合，即「確實存在著一種貫穿整個宇

宙、地球、人、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物體、所有的情

感的鏈條。這種鏈條極其微妙，能夠逃脫精細的

試驗者和冷靜的論文寫作者的目光，只會向真正

的觀察天才顯露出來。」[15]

臨床醫學基於凝視的統一性，不在於知識的

完整和完成，而是在個別的系列進展中實現擬制

的統一，它是開放、無限、有始無終的總體化，對

不斷變化的時間系列的事實記錄。支撐此種機制

運作的，不是對特殊病人的感知，而是一種由多方

資訊交匯織成的集體意識。此種新的集體意識以

複雜、蔓延的方式發展，最終擴展到歷史、地理和

國家的各個方面。[16]此種醫學「既存在於一種直

接的層次，存在於『原始』觀察的秩序裡，又被提

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在這種更高的層次上，它查

驗各種病質，與他們對質，然後，再返回到疾病的

各種自發性事實時，它就居高臨下地宣佈它的判

決和知識。」[17]與此密切相關，時人提議設立衛生

法院，在那裡檢察官可以指控沒有資格證書而實

施醫療行為的人，這個法院對醫療弊端、無能和缺

陷的判決應成為醫學界的法律原則。警權負責監

控這些認識的合法性。除此以外，還有一種行政權

力，享有整個衛生領域的最高保安權。在福柯看

來，普遍的國家意義上的醫學化和醫學意識借此

形成。醫學通過法的包裹，變成一種公共的、無私

利的、受到監督的活動，它能不斷改進；它在減輕

肉體痛苦過程中，接續教會的古老精神使命，成為

後者的一個世俗翻版。[18]

在大革命歲月，政治意識形態與醫學技術要

求間，存在一種深刻的根源上的自發重合現象。醫

生、律師和政治家捲入同一運動，雖然基於不同的

理由，卻往往使用相似的語言，要求克服建構這種

新空間的各種障礙。醫院財產國有化，公共救助成

為一項神聖的國家義務，在法律上而不是在實際

中讓貧困和疾病徹底擺脫醫院的偉大夢想，都在

著手實施。那時的理想狀態就是，人類再也不會因

繁重的勞動精疲力盡，再也不會有導致死亡的醫

院。「人被創造出來，不是為了從事某種行業，不是

為了進醫院，也不是為了進濟貧院；那些前景都太

可怕了。」[19]

三、新疫情觀下的法情感問題

針對疾疫的治理，當下的共識是必須依靠法

律的力量。但精準而言，究竟是怎樣的法治方式？

是絕對理性主導的法治，還是情感均衡的法治？

當然應是後者。確立這樣的法治觀，需要我們對

「疫情」一詞的所指予以必要的澄清。現今，「疫

情」指「疾疫的情況」，但除了科學明確的疾病

客觀表現，是否還存在另一種更為廣泛的人情民

情？如果能消除「疫情」在話語上的治理對象所

指，明確它是一種法律必須任何對待的主體性力

量，結果會是什麼？

面對疫情，如果法律可以說話，其對「情感」

必會發出怨言：「可厭的幽靈，為何總在四周徘

徊，隨時準備侵入吾之身體，吞噬我的靈魂？」法

律對情感的不滿，並非沒有緣由。近代以降，自從

法律被賦予「主權者命令」的定位，任何有礙於令

行禁止的人和事物都可成為其規制對象。正如德

沃金所言：「法律是利劍，是護身盾，是威懾力

……我們是法律帝國的臣民，是其規則和理想的

忠實追隨者，我們爭論該當如何行事之際，即是我

們在精神上受其約束之時。」[20]這位聲名卓著的當

代法學家，試圖打破法典沉默時的尷尬，用克制情

感的「赫拉克勒斯」作為理想法官的楷模。但無論

是法律命令、規則說，還是德氏的法律原則論，都

沒有讓現代法律的理性自負平息，反倒是在風險

社會的彌漫情境下，為其致命的剛強尋找接續下

來的理由。

法律為何離不開情感？糾纏也好，騷擾也

罷—情感對法律而言，絕非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
現今，法學家多數默認法律與情感的二元對立，並

將法律視為克制情感的利器，某些極端情感成為

學術作品中的妖靈。如果放寬歷史的視界，看看古

典時代的哲學家，他們對情感和法律的關係則有

另外一種態度。比如，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

一個情感極為充沛的愛智者，他構造的「理想國」

也是一個以情感為樞紐，將慾望和理性均衡一體

的「美麗城」。做過魯國大司寇的孔子，對政刑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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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加以區分，相比於剛硬的政刑之治，禮樂之治更

利於社群生活的情感和諧，它比政治和刑治更易

抵達心靈深處。即使在被看作「蒙昧混亂」的中古

時期，不少知識精英仍在努力探尋法律與情感契

合的路徑。縈繞心間的問題，概言即是：面對儀態

萬千的情感表達，法律究竟應當採取怎樣的調控

舉措？以今之觀念衡量，古人的法律與情感的關係

論說具有濃厚的道德和價值判斷色彩，談不上科

學嚴謹。但從相關話語的理念論證上，法律與情感

的關係絕不是天然對立的，它們存在契合的空間

和要求。在哲學家和政治家和理論與行動中，「法

不外乎情」的定律不斷得到重申和驗證。因此，

法律的情感本體論並不是一個現代性命題。反倒

是近代以降的情感研究，過度注重實驗和經驗法

則，從技術上給了法律實踐強大的支持，卻在本體

論上卻回撤了一大步。科學的理性主義法則，開始

替代情感均衡原則，成為了法律制定和實施的第

一要義。

正是在此背景下，法情感話語，讓固守法律理

性主義的人感到不適。作為理性命令的法律，本質

在於對權威和權力的服從，而人類情感除了基於

神聖之愛的尊崇，喜、怒、哀、懼、愛、慾、憂諸情

都可能會強化或破壞這種先定的結構。即使是贊

成法律規則說或原則論的學者，也難以在短時間

內釐清情感在法治結構中的位置。充其量，他們將

情感放在一個注意力不集中的邊緣角落，納入法

律意識、法律態度、法律觀念等非核心範疇，做一

番可有可無、不痛不癢的表述。至少，現今通行的

法學教科書大多是這樣處理的。長此以往，造成

一種法律人頭腦中的「意蒂牢結」（Ideology）：法
律在本質上無關情感，在規範上迴避情感，在施

行中克制情感。正如馬克斯·韋伯在《社會學的基
本概念》中所述：「我們自己越涉入以下的情感反

應，如焦慮、野心、羡慕、嫉妒、愛、狂熱、驕傲、仇

恨、忠誠、奉獻和各種不同的慾望以及所衍生的非

理性行為時，我們就越能夠同情地去理解。即使對

感情強烈的程度完全無法擬情式理解，並且無法

知性地計算情感對行動方向和手段的影響時，亦

是如此。」[21]如果說傳統型和價值理性型、終極理

性型社會，要麼屬於過去，要麼屬於將來，最切合

當前這個時代的名詞應當是「情感型社會」。既然

法律指向的是社會關係和行為，沒有了情感也就

喪失了對象，自身也將消亡。

法律不僅在理念上離不開情感的構成性支

撐，在對象上離不開情感行為的社會化互動，在

規範表達上也必須尊重情感自身的邏輯，適用情

感自身的話語。法律必須體現情理，情理反映了普

通人的看法和常人觀點。雖然法律語言具有較強

的人為專業性色彩，但其底色是由日常情理話語

染就的。立法者只是一個個加工人，其在表述法律

時斷不可依據自己的偏好，隨便增添來路不明的

顏料。平實、素樸、精準、簡約、典雅的法律話語風

格，正好代表了一種中立、節制、均衡、不偏不倚的

情感均衡樣態。在法律完成其價值使命的過程中，

必須認真對待情感。因為在一系列法律運行環節

中，包括執法、司法、違法、守法、護法等環節，情

感的力量從不缺席。在微觀的糾紛解決方面，定紛

止爭首先要求法律人對真正的情感成因進行深入

透徹的分析，這是事實與規範分析的基礎。此時，

情感的邏輯不同於形式邏輯，也有別於實質價值

邏輯，或者說是二者的混雜，因而並非一種嚴格的

邏輯。情感的不確定性，使法律規制情感事件會有

很大的風險和成本，因而特別需要審慎作為，如預

先進行模態塑形、提前研判、做好預案等。就中觀

制度建構而言，應根據基本的情感類型融通法律

規範資源，打破現有部門法的思維定式，根據真實

的國情民意，動態調整法律體系的結構和要素資

源配置。就宏觀法治方略而言，辯證理解黨法、德

法、法民關係等重大戰略問題，都需要引入情感正

義的維度。

面對突如其來似乎又有跡可循的「疫情」，現

代社會的高風險特質已無需多言。法律利用這種

風險，推出了諸多管用的機制，比如保險法（其實

並不保險，只是對風險費用的組織調配）。但多數

法律上的防範機制，都是在一種相對正常的風險

預設下建構運行的。一旦遭遇突如其來的超大型

風險，比如新型傳染性疾疫，恐怕一時間難以應

激調試，甚至瞬間被擊垮，代之以戰時秩序。中國

傳統文化崇尚平安喜樂，不主張將世界想像的太

過黑暗陰冷。罪感文化，在樂感文化面前是卑微的

存在。長期以來，這種文化積習讓吾國吾民總能在

光明中前行，即使遇到各種超大型風險，但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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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感記憶仍相對稀少。如果傳統文化依然鐵板

一塊，防禦風險的文化機制會在相對平和的情感

環境下生成代碼，多種應對方式會齊同上陣，從政

治到宗教、從官方到民間，大概都有發揮作用的空

間。然而科學文化浸淫吾等心智久矣，對科學的崇

信，讓疾疫防治有了新的主心骨，但也增加了純技

術主義的風險。跡象觀察成為一種風險確定的程

式必要，而實驗主義的醫學的診療肯定需要時間，

與短期內解決疫病傳播的需要無法契合。

於是，我們看到了精英的冷靜與大眾的哀痛

共生共存。在互聯網平台上，人民群眾的話語力量

勃發。潛在的被感染風險，經由互聯網的訊息傳播

形成了強大的「恐懼正能量」。對於政府應對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的作為與不作為，公眾通過樸素的

法治思維研判，形成了在網上批評某些地方政府、

個別官員的焦點事件。政府主導的官方媒體，不斷

回應各種來源的資訊，成功塑造了危機時刻防控

疫情的主流輿論。但如何應對過度的恐慌，以及

由此造成的情感和行為失控，相關治理舉措依然

帶有強大的「壓制型法治」慣習。社會撕裂，在網

路輿情當中反復呈現。這構成了法治必須回應的

長期挑戰，即如何動用情感系統的均衡資源，建立

牢靠的危機時代的社會團結？正如我們看到的，

在疫情席捲下，人群產生即時性分類：那些堅持理

性、客觀、冷醒立場，全情投入真理的戰鬥，不放

棄任何合理希望的一群，可謂精英。相對而言，怯

弱的、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甚至借災禍謀私

利者，可稱「烏合之眾」。他們在科學理性與日常

情慾之間遊移，規則缺少定準，時而嚴峻，時而寬

容，時而在場，時而缺席，時而由上而下，時而由下

而上，全然一副「八爪魚」模樣。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將「疾疫發生、擴散和影

響的情況」稱為「疫情」，但對於這個語詞被過度

賦予的客觀主義，應以真正的科學精神去探查，

明確疫情的主幹邏輯所在。依照本文的分析，疫

情固然有某種客觀描繪的可能，但構造其實況的

素材離不開主觀情感的構成和運作。正如當前全

球的疫情，實乃無數國家、區域、個人、機構、事物

交織而成的共時情感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 — 法
治系統必須認真對待這種情感的實質。比如，那些

感染者經由醫學確診後，成為病毒侵害的受體及

擴散傳染的供體，為控制進一步擴散，對這些個體

隔離治療，對與之密切接觸者，以醫學觀察留置隔

離，將出現部分類似症狀患者列入疑似名錄。這種

工作，不是一般醫療機構的職責範圍，而是主要由

國家公共衛生系統承擔的執法活動。疾疫在多大

範圍傳播構成醫學上的流行病，評估其影響可能

危害，不僅需要醫學專業技術人員的高度審慎和

嚴謹，而且直接或更加有賴於法律決策機關的認

定和判斷。在這個過程中，原發信息中的當事者情

感容易被忽略，甚至變得無足輕重。他們只是極

少數、極微弱的病體，從醫學科學主義的立場看，

服從醫生的診斷，聽從有權部門的安排，即是對其

生命健康權的維護，也是當事人社會責任與法定

義務的履行。此時，主體的權利被置換為權利的

主體，主體自設的權利變為自設主體的權利。病人

與公眾的身份，在疫情話語中出現斷裂，隨即強行

縫合的現象，不是不可能發生。「新冠肺炎患者」、

「危重病人」等標籤符號，讓這些保持沉默的主體

必須壓抑情感。因為作為公眾一員，他們接受治療

被視為權利和義務的同步實踐。醫療診治與法律

運行，其實並沒有任何制度區隔。

因此，必須認真對待法治的情感話語，連同

其背後的文化邏輯。比如，西方理性主義法律文化

傳統，在此次疫情中也遭遇了巨大挑戰和衝擊。而

中國傳統內含的法治情感文化資源，卻顯現出更

為生動的力量。中國的情感法治文化與西方的唯

理法治文化都試圖規範慾望，但為何在危機時刻

形成鮮明對比？或許，中國法治更強調寬仁，西方

法治更講精確和嚴格。一方面，人情味讓中國法保

持煙火氣，理性化程度並未達到西方某些國家的

水準。另一方面，理性法治理在地域廣闊、人口密

集、思想複雜、關注樂感的中國人文語境中，始終

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問題。儘管現時代，理性主義法

治仍在高歌猛進，但情感均衡的主題正在興起。

取道執中論、中庸法度論、情感正義觀的影響，在

中國影響深遠，讓古老的禮法精神在崩解轉型中

精魂不滅。天道觀、正統論與精英政治，仍能通過

各種管道產生契合。越是在危難時刻，精英和大眾

越是需要法律通過情感的團結凝聚。面對大眾文

化自發隨性，沉迷慾望，在反抗大寫真理的同時陷

入情緒偏執一端，精英的中和調理需要時間，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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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過法制度系統尋找情感楔子的切入。面對精

英的臨時決策，大眾也要給予必要的支援，通過法

規範和法精神設定的正義情感紐帶，為其輸送智

慧和力量。

「偉大的情感攜帶者各自不同的天地—光明
燦爛的或貧困痛苦的天地—與自己一同遨遊。這
些偉大的情感用自己的激情照亮了一個獨特的世

界，並在這個世界中遇見了適合自己的氣氛。」[22]

如果人們無可避免地陷入突如其來的災難，「非理

性因素、人的懷念以及分別與這二者一起湧現的

荒謬，就是這場悲劇的三位主角，而這場悲劇必然

會與一個存在能夠有的所有邏輯一起結束。」[23]

在理性出現悖反的境況下，人們必須格外正視情

感，尤其是作為法治本體的正義情感。放棄對此問

題的文化探問，無異於心甘沉淪於黑暗；而要在非

理性的慾望和人的希望之間獲得均衡，除了情感

導向的法治正義，實在是別無良途。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

地重大專案「中國發展權理論體系研究」（專案號：

18JJD82006）和武漢大學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
系建設研究專項課題（專案號：2019HY016）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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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Governance through Law
--A kind of Cultural Discourse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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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lassic text of disease, the Plague 

by Camus reveals the cultural t ruth of emotional 
movement in a critical mo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e, law and governance, 
we can make clear the shortcomings of technic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legal emotional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epidemic 
situ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 is 
not only a simple process of virus infection and spread, 
but also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level of medical 
treatment to discus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emotional theme of the law. As far 
as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concerned,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deas should emphasize emotional cul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law, mediate 
the sudden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extraordinary period,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ultural 
power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people’s anxiety, fear, doubt and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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