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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想象力量(代序)

米海伊�戴尔玛斯 玛蒂(MireilleDelmasＧMarty)是法国当代
著名法学家.然而对于她,国内法学界的多数人还是知之甚少,有
所了解的也仅限于刑法或刑事政策学界,或比较法领域,因为她的
两本著作(«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和«世界
法的三个挑战»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在新世纪初经我和赵海峰
等人的译介,国内读者有所知晓.而在此后,特别是在她任法兰西
学院(CollègedeFrance)“比较法与法律国际化讲席”教授之后,她
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拓展,对于当今和未来世界的法律秩序的
思考更加深入,更加富有哲学意味,也更加富有前瞻性,富有想象
力和感染力,对于中文读者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值此大作中文
版问世之际,理当为之作序.

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给米海伊的著作写序或作评了.
第一次是为我自己翻译的«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作序,第二次是
为赵海峰等译的«世界法的三个挑战»写书评.作序或者评论,于
我既是学习的机会(毋宁说是复习、反思),也是我重新认识米海伊
的契机.孟子在«万章下»中要求,“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
乎? 是以论其世也”.尽管米海伊曾经是我的授业恩师,我们的交
往与学术合作也已三十多年,但要说知其人,何其难耶? 起初因为
她的研究主要限于刑事法律领域,这对我来说相对容易;然而随着
岁月的递进,她的学问开始转向或迈进更为广阔、深邃的比较法、
国际法、法哲学等领域,我就觉得跟不上了,要我现在来评说她的
学问,真是勉为其难.因此,就从其人开始说起吧!

米海伊�戴尔玛斯 玛蒂于１９６９年获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
学位,１９７０年获得法国私法与刑事科学教授资格,１９７０—１９７７年



在法国北部的里尔三大法学院任教授,自１９７７年起任巴黎十一大
教授,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执教于巴黎一大,１９９２年当选为法国大学研
究院院士,２００２年３月法国总统任命她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２００７
年米海伊又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InstitutdeFrance)院士.

我第一次听说其名是在１９８４年.那时我正受原国家教委公
派,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海滨名城蒙彼利埃大学法学院攻读刑法
与刑事科学的硕士学位(法文简写为DEA).刑事政策学是我最感
兴趣的课程,授课老师克里斯蒂娜 � 拉塞杰教授(Christine
Lazerges)在第一堂课上多次提到一个很长的名字,由于教授的语
速奇快,而我当时的法语还未完全过关,难以将这个名字记全,于
是只好把她记成了 MDM.多年以后米海伊告诉我,她的很多学生
都是这么记的.下了课我就直奔书店,买了 MDM 的两本书,一是
«刑事政策的模式与运动»,二是«惩罚的道路».囫囵吞枣地看完,
虽然似懂非懂,但已然觉得这位女士真不简单,很有学问.

第一次见其人是在１９８５年６月.因为当时我已经确定将刑事
政策作为我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因此当课程学习阶段一结
束,我就立即去了巴黎.在巴黎７区圣 纪尧姆大街２８号的法国比
较法研究院(这里同时也是法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心的所在地),我
拜访了法国刑法学界的泰斗、国际刑法学界的元老、新社会防卫思
想的创始人马克�安塞尔(MarcAncel)先生,并经这位仁厚长者
的引荐,我认识了他的得意门生米海伊�戴尔玛斯 玛蒂教授,由
此开始了我们之间延续至今的学术交往和友谊.

瘦瘦的身材,同样瘦瘦的脸,一头褐色的头发做成一个巨大的
爆炸头,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这是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而且
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呈放射状的爆炸头
与她的学说思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以后每当我见到她的大作问
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的爆炸头.这个头颅里面究竟蕴藏了多
少智慧呀? 按照中国学界的标准,戴尔玛斯 玛蒂教授的专业领域

是很难界定的———她最多只能算是个法学教授! 因为她所发表出
版的文章著作及所参加的研究工作,涉猎的往往不是同一个专业
领域的问题.她的博士论文是«刑法中的建筑公司»,１９７１年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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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出版社著名的«QuesaisＧje?»系列丛书中出版«婚姻与离
婚»,１９７３在法国大学出版社«Thémis»系列丛书中出版的«经济刑
法»上下卷是其成名作;此后便是在法国著名的PUF、Seuil、EcoＧ
nomica、Fayard等出版公司出版的«惩罚的道路»(１９８０)、«刑事政
策的模式与运动»(１９８３)、«模糊法»(１９８６)、«理性审视国家理性»
(１９８９)、«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１９９２)、«未审就罚———从行政惩
罚到行政刑法»(１９９２)、«共同法»(１９９４)、«人类共同法»(１９９６)、
«世界法的三个挑战»(１９９８)、«法兰西学院开讲»(２００３)、«法律的
想象力第一卷:相对与普遍»(２００４)、«法律的想象力第二卷:有序
的多元化»(２００６)、«法律的想象力第三卷:权力的重建»(２００７)、
«反人类罪»(２００９)、«风险世界的自由与安全»(２０１０)、«法律的想
象力第四卷:迈向价值的共同体?»(２０１１)、«抵御、责任化和预防»
(２０１３)、«法律世界化时代的工作»(２０１３)、«四面来风:世界化海洋
中的航行指南»(２０１６)、«从大加速到大变形»(２０１７)等一系列学术
著作.同时,她接受法国总统、总理的委托,以专家身份领衔主持
或参与了法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典»与«刑法典»的修订工作,在
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任欧盟、欧洲议会刑法典草案起草委员
会主席、欧盟反欺诈指导委员会主席,领导了欧盟第一个«保护欧
盟财政利益的专家法案(Corpusjuris)»的创制工作.她发起并领
导了中法“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克隆人:法律与社会”以及与
美国、巴西、中国、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国际化”等多项重大国际合
作项目,主编了«经济犯罪与共同市场»(１９８２)、«刑事案件揭秘»
(１９９１)、«刑事诉讼与人权»(１９９２)、«欧洲刑事政策»(１９９３)、«欧洲
刑事诉讼»(１９９５)、«基本权利与自由»(１９９６)、«欧盟保护财政利益
法案专家建议稿»(１９９７)、«欧盟保护财政利益法案专家建议稿之
实施»(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国际犯罪与国内司法»(２００２)、«国际犯罪与
国际司法»(２００２)、«共同法的变量»(２００２)、«克隆人:法律与社会»
(２００２)、«欧洲刑事制裁的协调化»(２００３)、«克隆人———法律与社
会:中法比较»(２００４)、«规范整合之批判»(２００４)、«国际刑法的渊
源»(２００５)、«MDM 在巴黎一大的岁月»(２００５)、«新政治想象»
(２００７)、«中国与民主»(２００７)、«刑法协调的道路»(２００８)、«法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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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的多维度考察:法美比较»(２００９)、«恐怖主义:历史与法律»
(２０１０)、«阿拉伯世界刑事政策的演化»(２０１３)、«人文主义与法»
(２０１５)、«认真对待责任»(２０１５)、«环境及其变异»(２０１５)、«国际刑
法的补充性»(２０１７)、«法律的宪法化:中法比较».

综上可见,她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政治学、宪法学、行政
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国际刑法、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
策学、人权法、欧盟法、国际法、比较法、共同法或世界法等.她的
学术影响力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其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世界主要语
言如德语、英语、阿拉伯语、中文、意大利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波斯语、瑞典语、土耳其语等.她长期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
席、«比较刑法与刑事科学杂志»主编等职务,同时兼任国际经济法
协会理事、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加拿
大蒙特利尔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学府的名誉博
士学位,也因为其广泛的学术影响和杰出的理论贡献,１９９９年她获
得法国荣誉勋位团勋章,２００３年又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团骑士勋章.
因此,虽然她是刑法出身,早期的研究教学也基本以刑事法为主,
但给她巨大的爆炸头上安一顶刑法学教授的帽子显然是委屈她

了.随着她学问的不断精进,她的学术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由巴黎
十一大教授到巴黎一大的教授,再到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法兰西
学院教授,再到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本书收录的是其２００２年任法兰西学院讲席教授之后在法兰
西学院授课的内容.要介绍她的作品,还得先介绍一下法兰西学
院.这个学院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１５３０年创立的,１８５２年
起划归法国国民教育部管理,但是完全独立于大学.自创立之初,
法兰西学院就一直承担两项使命:尖端科学的研究中心和新知识
的教学基地.法兰西学院的首要使命不是传授那些已经定型了的
而是“正在形成的知识”(connaissancesquisontentraindese
faire).正像梅洛 庞蒂(MerleauＧPonty)所指出的那样,“法兰西学
院从其诞生时起就承担起向其听众传播自由研究这一理念的任

务,而不是讲授已经获得的真理”(Pasdeconnaissancesacquises,
maisl’idéed’unerecherchelibre).学院教授基本都是学界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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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认的权威性,如萨特、布迪厄、福柯等学术大师都曾在此任
教.其所开设的课程因此具有相当的前沿性,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每年都会讲授新的课程,这些课程与他们的研究成果或相关领域
的最新发展相关联.学院“向一切人开放”,听众参加学术讲座无
需任何事先的注册程序,同时也不会授予任何文凭.每年都会有
近１２万听众参加课程的学习,其中包括学生、研究人员、大学教
师,普通公众甚至外国游客也可以随意去听课.他们从法兰西学
院的课程中了解了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法兰西学院目前设有５３
个教席,分为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学、历史、语言和
考古学等学科群.

“比较法与法律国际化讲席”隶属于哲学和社会学学科群.就
是在这个讲席上,立足世纪之交,米海伊分析了经济一体化、人权
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世界化的现实性,勾勒了世界法的未来蓝图,也
指明了实现法律世界化的主要路径、风险和机遇.她向世界各国
学者提出的问题是:法律世界化是否可行? 其在法律上是否合理
或正当? 其在伦理上是否令人向往? 在米海伊看来,法律世界化
或共同法,其实是建立在价值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人类法律的趋同,
而非将一国或一地的法律思想或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法

律霸权主义.法律世界化的前提是承认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法
律差异和制度差异,其主要的实现方式是协调同步、和谐相容(coＧ
ordinationouharmonisation),并在原则上达成共识,而不强求法
律规则的统一或一体化(uniformisationouunification).为此,她
甚至提出或运用了“软法”“模糊法”等新概念,以期作为推行法律
世界化的工具.她主张,世界法不能按照国家法的模式来设计,而
应该遵循“有序的多元主义”(pluralismeordonné,orderingpluralＧ
ism)的范式;“多元主义”以对抗霸权主义,“有序”以求将多元主义
组合在共同原则周围,避免分裂与失和.她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
权利与社会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将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
利、公民权利人为地割裂开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更是有
害的.在法律世界化的进程中,应该将这两部分权利重新整合,为
人类建立一个共同法律秩序.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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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权结合起来,使得法律世界化的两大途径即经济全球化与人
权普遍化相辅相成,将是今后的主要任务.

米海伊的上述思想或设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其头
脑里固有的,而是自有其独特的渊源.大约十年前,牛津大学出版
社旗下的«国际宪法学评论»曾向十位世界著名法学家发出邀请,
要求他们分别选出对自己学术生涯或思想影响最大的十部著作.
米海伊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发表于«国际宪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８
卷第３期的«走向法律世界化的十个伴侣»一文〔１〕中,她对自己的
研究路径有过这样的描写:

我的研究主要取决于事件.我研究法律,最初是研究法
国实证法,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最早的出版物是教科书.尽
管那时法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开始趋向国际化,但我们并不知
道,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发现.然而,自１９７４年起,
我开始注意到这些方面的变化,因为此时法国开始推行法律
的“宪法化”(允许国会议员提请宪法委员会对法律进行审查)
和法律的“国际化”(批准«欧洲人权公约»).这些进程使法律
领域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既有规范意义(将法律秩序阶梯
式、僵化的表现转变为一种互动的演进性的表现),也有价值
意义(通过将人权引入法律领域而宣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国际人权文件为国际化开辟了道路,而国际化也同样表
现在经济领域,欧洲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联盟便
是例证.国际化运动在冷战末期加速,因为此时全球化加深
了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译世界主义)和主权主义(soverＧ
eigntism)之间的对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刑事法院
(ICC)已经建立;全球风险(比如气候和核危险)使得国家之间
的相互依赖日益明显,全球治理的主张开始兴起.尽管
“９�１１”事件导致了某种向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后退,但
它并未阻止国际化的运动,由此将我自己的研究引向以下三
个领域:影响法律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与逻辑(预见说);有关

６ 一起迈向世界的共同法:统一与多元

〔１〕 本文原载于«国际宪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８卷第３期,４４５—４５２页.



法律人道主义的伦理价值(合法性);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和
权力(有效性).

为了完成«国际宪法学评论»给她安排的这项任务,她选出了
十件作品(毋宁说是十个作者).这些作品或作者,有的帮她提出
了问题,有的帮她找到了实践中或理论上的答案,更多的是激发了
她的想象力.

排在第一的是比较法学大家雷蒙�萨莱叶(RaymondSaleilＧ
les)的«历史学派与自然法»(Ecolehistoriqueetdroitnaturel),从
中她学到了比较方法这个重新认识法律形式主义的钥匙,也汲取
了人类共同法(commonlaw)的概念.虽然这种人类的“共同法”来
源于各国的实践,而且是附属性的,但它已经包含了“普遍性的原
则”(principleofuniversality).由于这种普遍性内涵丰富多样,而
且不排斥“每个国家判例法”的具体运用,为此萨莱叶设想了一种
“国家评判余地”(nationalmarginofappreciation)的技术,这比欧
洲人权法院的实践早了５０年.

排在第二的是亨利�亚特兰(HenriAtlan)的«伦理的层次»
(Lesniveauxdel’ethique).要想理解“国家评判余地”何以能够
构建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又是如何用互动的形式(国际法并不完
全吸收国内法)和进化的形式(这个余地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来
取代法律制度固定僵化、等级森严的关系的,就必须摈弃二元逻
辑.米海伊尝试将扎德(LoftiZadeh)的模糊系统理论(theoryof
fuzzy)运用到国际法中,认为不明确性并不排斥法律推理的严密
性,而且使用分等逻辑的方法会限制规范的不可预见性和司法的
任意性.然而,在国际层面上,在一些主要原则上达成的一致并不
能保证在其应用上也达成一致(并且国家之间在对共同原则的理
解上也经常不一致).为此她转而求助于生物学家亨利�亚特兰
的复杂系统和生物伦理学,主要是其三个伦理层次的理论:第一层
次,即能够激发道德义愤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明显普世的层次;第
二层次,即制度的层次,由国家法律规定而可预见,突出弘扬以相
对论为特征的不同价值;第三层次,即关于普世性的超伦理(meＧ
taethical,或超法律metalegal)层次,这个层次仍有待建立,而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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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第三层次,就必须借助前两个层次.因此,从道德义愤上得到的
推动力,通过协调的过程使不同的系统趋同而不是完全消除差异,
从而实现第二层次的“使相对主义相对化”(relativizingtherelaＧ
tivism).而且,这一协调的过程有时也为融合做了准备,由此将自
己融入了第三层次.

第三个作品是著名的国际刑法学家安东尼�卡塞斯(Antonio
Cassese)的«关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Y)埃德莫维奇(ErdeＧ
movic)案的不同意见»(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７日).卡塞斯教授确信,国
际法已经不再遵从传统的、格劳休斯时代的国家间模式,转而遵循
反映康德世界主义理念的超国家模式,并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寻求
超国家模式的实践应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Y)只是试图“在
确保正义的同时维持英美法系控辩式诉讼和大陆法系纠问式诉讼

之间的平衡”.而国际刑事程序是从国家的刑事法概念中逐渐分
离出来的,然后又被移植到了国际性的容器里,它并不是从一个统
一的法律体系中产生的.由于国际刑事程序结合和融合了控辩式
诉讼和纠问式诉讼的方法,因此,将一个国家法律中的概念“机械
地进口”到国际刑事程序中,“可能会改变或者扭曲这些程序的特
性”.在米海伊看来,这是对融合程序(theprocessofhybridizaＧ
tion)的最好定义;而这种融合程序对于避免霸权主义的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融合程序仍然局限在西方的
制度框架里.因为这种新的形式只有吸收新的人文主义才有意
义,因此,融合程序必须向其他法律传统开放.

第四个作品是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人的条件».
阿伦特开启了关于“人”权的讨论,人的生死,严格来讲,不是自然
发生的事件,人权不应该被认为是自然的,相反的,人权是对自然
的抗议.由此,人权融入了“人化”(humanization)这个使人类这一
物种更加符合人道的伦理进化过程.“过程”一词尤其重要,立足
于具有行动性的人类,“过程”这个词既昭示了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也彰显了人类事务“超乎寻常的弹性”.人权法的脆弱性在这里无
需证明,而是司空见惯的:它引发人们质疑关于人权的通常解读,
如关于人权是基础性范畴(foundingconcepts),人权是“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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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rights),甚或是法治(ruleoflaw)赖以建立的“基础”
(base).要想使人权在全球得到保障,就必须让人权得到所有文化
的认同.正如阿伦特所强调的那样,人道是多元的:“没有任何人
可以至高无上,因为不是单个人,而是人类,居住在地球之上.”

第五个作品是日本学者大沼保昭教授(OnumaYasuaki)的«文
明相容的人权观».在１９９３年６月的维也纳会议上,人权的普遍主
义受到了质疑,质疑来自«曼谷宣言»,因为«曼谷宣言»“表达了一
种相对主义或特性主义的人权观,强调尊重国家主权 以及对

不同国家和地区特殊性的认识”.虽然«世界人权宣言»也包含了
多元文化甚至中国儒家文化(通过张彭春)的贡献,但这一“世界
性”宣言仍然主要是一个西方文本.大沼保昭否定以西方为中心
的普遍主义人权观,而主张通过“不同文明之间”(InterＧcivilizaＧ
tions)进而是“跨越不同文明”(TransＧcivilizations)的方法,尽可能
地为人权的进化做出贡献,因为“人权思想的力量在于其普遍化的
能量”.这种动态的历史观驱使大沼保昭强调,由于国家文化“因
时而变”,所以对各国文化应予重新诠释,并对“那种狭隘的、以自
由为中心的人权概念”提出质疑.人权的普遍化本质取决于人权
的不可分割性,虽然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因在１９６６年被分割为两个
公约而有所削弱,但在维也纳大会上,作为“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
的人权其不可分割性再次得到肯定,而这也是大沼保昭教授所主
张的.

第六个是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Ricoeur)的«论公正»(Le
juste).文明的冲突可以称之为理性的悲剧.当理性所假定的普
遍主义仍然遥远,而对话又不充分时,利科推荐了一种“翻译”
(translation)的“范式”(paradigm),即在貌似纷繁复杂的地方创建
相似性.奥斯特(FrancoisOst)教授将这种范式运用到了法律领
域,他将翻译与论辩(argumentation)和司法解释(judicialinterＧ
pretation,要求在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预先达成共识)做了
区分.翻译与其说是增进同化,不如说是有助于构建变异,是在调
和“普遍主义和历史”,因为它鼓励深度挖掘.对此,利科借助球体
做了极其形象的描述:“假如我在一个球面上奔跑,公允地说,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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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无法发现球体的全貌,因为我主要是在综合(别人的)观点而
已;但假使我在自己的传统内部做足够深度的挖掘,我将在深度上
缩短与别人的差距 虽然在球面上的距离很远,但如果我挖得
越深,我和另一个沿着相同路径挖掘的人的距离就越近.”(利科
«自然与规则»,２００５年)探寻这条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深挖的路
径,或许是全球民主治理的前提之一.

第七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后民族结
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哈贝马斯精心构思了
“世界民主”(cosmopolitaindemocracy)计划和“全球内政”.他强
调,若要将治理扩展到整个地球,这个治理就必须包括整个地球上
的居民.而早在很久以前,风险的全球化客观上就将世界团结起
来了,世界成为一个建立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基础之上的非
自愿共同体.为了应对全球风险,如气候变化,或者更为广泛的环
境恶化,我们必须从一个非自愿的共同体转变为自愿的共同体,掌
握我们共同的命运,并且构思适应全球治理的新工具(如温室效应
气体排放指标的市场化或生态损害的法律概念)和新使命(如保护
我们的子孙后代).

第八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BreyＧ
er)的«走向能动的民主».由于缺少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全球治
理主要依靠法官.当各国的法官,特别是各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变得更加有为的时候,国际法庭(院)的数量也在猛增.就连美利
坚合众国也重新认识到了各国法律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布雷耶大
法官积极援引外国司法裁决的举动也凸显了这种开放态度.他认
为,在这个商业、贸易和旅游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中,即便
没有参议院对有关条约的批准等议会的行动,美国仍然应该履行
并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条约义务.

第九是中国早年留学法国的陈绍源(TchengChaoYuen)的博
士论文«孙中山及其学说影响下的中国宪政».这篇完成于１９３７
年的博士论文对她的启发是,寻求新的治理模式不仅限于２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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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也不仅仅限于西方世界.这位鲜为人知的中国作者陈绍源〔２〕,
解释了孙中山是如何在２０世纪初期,通过将中国古老的“宪法”与
西方模式的结合,推导出了“五权”(fivepowers)理论的.孙中山认
为,同时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的皇权“代表着一种完全的君
主制,是民主时代难以忍受的一种专制政权”,他试图改革皇权,同
时维持另外两个“作为中国古老制度中最佳组成部分”的考试权和
监察权.孙中山的这一理论在１９３６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
得到了体现,创造了一个东西融合的先例.当宪法审查在欧洲还
很少应用的时代,孙中山的理论就引导中国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将
监察院的监督职能与独立的司法权相连接的审查制度,而这种制
度有助于催生全球治理.也许因为孙中山熟读«大同书»,该书极
具前瞻性地勾画了一个将不同国家统一为大同世界的三阶段蓝

图,也为孙中山的融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法国诗人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Glissant)的«海牛

湾»(LaCohéeduLamentin)〔３〕.“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南半球的诗
人来说,我们的主题不可能是春天和草地,而是那些盘根错节的灌
木丛,那些突如其来和出乎意料的地震与龙卷风 我们的诗学

将是极度的过度(excessofexcessiveness).”我们离正义的天平所
象征的平衡还很遥远! 然而,正是在这种“过度”的实践中,诗人兼
哲学家爱德华�格里桑在寻找一种与野蛮的全球化相对的东西:
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要弘扬一种作为“团结的多样性”(suppor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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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源(１８８８—１９５５年),福州沙县人,是一位已被历史湮没的传奇人物.
１９２２年他３４岁时赴法国留学,１９２４年入法国第戎大学攻读法学,于１９３７年
６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陈绍源放弃在法国的优厚待遇
和舒适生活,于１９３８年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也曾在
军中任职,著有«中国教育史研究»«化学讲义录»«制药化学»等.１９３９年,他
针对日本侵略军使用毒气而撰写的«毒气学大纲»一书,是国内这一方面较早
的军事著作(１９８６年该书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新中国成立初,出任沙
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１９５１年,因政治历史问题受到管制.１９５５
年夏,国务院外交部曾来函查询陈绍源的情况,中共沙县县委派人查找,而陈
已于１９５５年７月逝世.
法国当代著名诗人爱德华�格里桑出生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海牛湾(la
CohéeduLamentin)畔.



diversity,diversitésolidaire)的“世界性”(法文为mondialité).
“团结的多样性”正是米海伊试图通过“有序的多元主义”所要

寻求的.格里桑洞悉变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因此敦促我们“尽个
人之所能”,同时学会“用世界的观点思考”,因为数千年来,人文科
学所构建和围绕的都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法律体系也必须学
会“用世界的观点思考”,因为单靠国家本位的法律是不能应对全
球化潮流与全球性风险的.这位诗人诠释了为什么法律概念必须
让位于转变过程的原因.格里桑所称的“混合原理”(principleof
creolization)赋予融合以丰富的不可预见的结果;世界各地除了其
原本的意义之外,也变成了“共同的地方”,成为具有全新意义的
载体.

米海伊早年曾在巴黎一大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过中文,现在仍
坚持自学不辍,有时兴之所至,她也会说几句中文,唱几句中文歌
曲,背诵一些中文的经典语句;她在我们面前背诵最多的是“庄周
梦蝶”.每当此时,她的脸上就满是喜悦,眼光也已脱离尘世,飘向
遥远的地方,确有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情.
在她的论著中,老子的«道德经»、康有为的«大同书»、沈家本、梁启
超等,都是经常被引用的.她崇拜沈家本,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
清朝,沈家本就在思考着如何进行中西法律的融合了.

基于她的中国情结,她热心于招收培养中国留学生,硕士、博
士至少数十位;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游说下,１９９５年法国政府(后来
也有欧盟的介入)启动了面向中国学生的欧洲法培训项目,至今已
进行十多期,近２００人受益.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她担任欧中法律司法
合作项目顾问,最早提议在中国建立欧洲法学院;她积极推动法国
欧盟与中国法学界的各种交往与学术合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９２年底,在她的积极筹措下,由她和髙铭暄教授共同主持、我居
中协调的中法合作研究项目“刑法国际指导原则”正式启动,这是
我国刑法学界第一个正式的国际合作项目;至结题时,已出版成果
１０卷,其中法国人文科学之家(MSL)出版法文本７卷(第一卷«欧
洲国家»、第二卷«中国»、第三卷«亚洲国家»、第四卷«国际组织»、
第五卷«总结与建议»,再加上后来的«欧洲与伊斯兰国家»«法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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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的进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３卷,引起法
中两国政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带动了中法、中欧更多的双边
科研合作项目,如２００２年与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合作的«克隆人:
法律与社会»项目,２００７年启动的由她和我共同主持的“法律国际
化———中法合作研究网络”,２０１７年的“法律的宪法化:中法比较”
等项目.

截至目前,她的众多著述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但翻译成中文
的不多,仅有两本书和十多篇文章.这远远不能反映其丰富的学
识与思想,也无法充分表达她对中国、中国法、中国法学在未来法
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所寄予的深切期望.她和她的先生
保罗(这同样是一位传奇人物)多次来中国,考察开会讲学,对中国
历史、文化和法治建设事业情有独钟.我清晰地记得,２００８年北京
奥运会刚刚结束,她带病来北京主持在香山脚下召开的«法律国际
化»研讨会.那时的她身体确实不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眼
泪也会不期而至,但她一直在会场,主持或演讲,直到会议结束.
临别时,也许预计因为健康原因,再来中国可能会很困难,她泪流
不止,对我和李滨嘱咐再三,要我们一定加强比较法、国际法或法
律国际化方面的研究与交流合作! 那种惜别之情,那种不舍和牵
挂,也让我们潸然泪下.好在回法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
修养,她康复得很好,不仅身体健康,学术研究也是峰回路转,佳作
迭出.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本书持续关注了新时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高度评价了习近平总书记倡议的一带一路
(新丝绸之路)计划,认真探讨了法律在其中的领航员作用及其对
全球法治的可能影响;书中有关人类相互依赖性、全球团结或连带
性责任的主张,与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要”的构想(要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要坚持以对
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家园)可谓高度契合.

本次与中文读者见面的是米海伊在全球化时代关于法律世界

化的最新思考或畅想,集中展现了蕴含在她身上的强大的法律想

３１法律的想象力量(代序)



象力量.套用一个几年前的商业广告,如果没有想象,世界将会怎
样? 如果没有法学家的想象,未来的世界法治又会怎样? 当然,这
种想象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苦思冥想,而应该是无数人集体的
甚至共同的想象.就是在这种思想或想象的相互激荡中,未来世
界法治的曙光将悄然而至.

是为序.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于时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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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携手迈向世界的共同法

米海伊�戴尔玛斯 玛蒂

法兰西学院,法兰西研究院成员

本书反映了自１９９３年起我所从事的研究与思考,当时法律的
国际化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一些领域,例如刑法,就已经
开始显现出这种趋势.这促使我与高铭暄等中国学者共同组织了
一项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互动关系的中法合作研究计划.〔１〕该项
研究计划在方法上不仅是比较性的,即描述、认识和比较各个国家
法律体系的特点,同时也是展望性的,即针对美国法朝着霸权式发
展的趋势,寻找一种多元的法律国际化发展的可能途径,这种国际
化尊重各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多元性,同时也促进不同国家法律体
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融合.

在将近十年之后,特别是在“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
久,我们的研究计划在２００３年得以重启.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３日,我在
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恰逢美国启动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我是
要在法兰西学院建立一个“比较法律研究与法律国际化”的讲席,
这在当时似乎有些不切实际.本书的主要内容反映了我在法兰西
学院的讲席从事讲座的成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境,我在一开始便引
用了尼采在１８７３年针对德国战胜法国时所讲的这句话:“一个巨

〔１〕 本项研究计划的成果参见«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三卷本),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巨大的危险.”他说,如果胜利让人们盲目相信
某种文明形式的成功,那么它也能导致人们精神的溃败,这就是危
险所在.在２００３年时,在精神的溃败之外,还有法律的溃败,«联
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机制无法有效限制使用武力,恰恰表明
了世界法律秩序的缺失.

尽管如此,这种法律秩序的缺失并没有妨碍法律全球化的进
程,其特点是法律的扩张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任何国家,
不论其多强大,都不可能持续地摆脱法律.今天,国家间的相互依
赖已经变得如此坚实,人们已经不可能否认国家、地方、国际、区域
间、全球性等各类规范之间相互叠加的事实,也不可能否认大量存
在的各种国家性、非国家性机构,以及拥有区域或全球性的扩大化
的管辖权的各种司法机构.无论是在反腐或反恐领域,以及先后
出现的移民、金融或卫生健康危机方面,或者是气候变化方面,所
有这些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似乎都表明,全球化已经达到一个发
生翻转的临界点,它要求产生一个全球层面上的法律体系.然而,
全世界的思想家长久以来坚持着那种世界和谐的梦想,从中国学
者倡导的“天下大同”到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均是如此.１８世纪
末,康德从他的全球观出发,主张人们在进入任何一个国家时享有
不被敌视的权利.这种“普遍友善”的原则被作为普世权利的首要
内容,在康德看来,其理由在于“无限地排斥是不可能的”,“不同民
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法律在某地被违背时,任何其
他地方都会有感受”.康德的这种说法随着全球化的两个进程的
不断发展而变得越发明显:一方面是各个民族之间联系的扩张,这
也可以称为狭义的全球化(表现在流动、风险,甚至犯罪等方面),另
一方面是价值的普遍化(例如人权、反人类罪这些范畴的出现).

然而,历史也表明,人们的梦想也可能退化成不同部落或国家
之间永久战争的噩梦;这可以表现为对恐怖主义的极端排斥以及
为了安全目的而衍生出的例外措施;与移民有关的人道主义灾难,
或者是由气候变暖与资源穷尽引起的全球性灾害.所有这些都不
是新鲜事物,只是技术进步使得上述情形进一步恶化.

当今有可能使我们转向一个全球性的法律秩序的,是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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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的跨越式增长(康德时代的１０亿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３０亿人,截至目前全球人口接近８０
亿),城市化的普及(城市人口将很快超过农村人口数量),以及飞
速发展的数字化革命.我们已经无法再满足于将康德或康有为
(以及由梁启超进一步发展)的世界主义与霍布斯所主张的那种战
争观对立起来.因此,需要超越这种悖论式的困境,我们将其称为
“人类纪的悖论”,这种说法忽略了地球和人类自身历史发展在时
间维度上的明显差异,但却强调了下面这种情形,即人类变成了可
以影响地球进程的力量,但人类本身仍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

本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假定,以权力为核心内容的地缘政
治(权力的集中或分散)和关系模式(竞争或合作)并不能摆脱法律
手段,因为后者能够用来处理相互依赖性,并在那些影响全球的领
域内巩固连带性.总之,本书的关键在于主张法律手段有助于形
成一种缩小的距离,是实现“趋于和平化”的力量,它不排除所有的
差异和分歧,但是,对于各种不同主张,它将尝试弱化其相互间的
差异,并进而将它们组织起来.

下面将首先介绍本书的基本结构,此后提出目前仍存在的几
个不确定性的事例,进而尝试提出本书暗含的问题,即如何不断迈
向一个趋于和平的世界性.

一、本书的基本结构

我很荣幸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我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基础
上先后完成的五本书,在刘文玲教授和我的学生李滨教授共同努
力下翻译成中文,现在分为两卷在中国出版.这些书的主线是表
明当今世界存在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的方法.

中文版第一卷名为«一起迈向世界的共同法:统一与多元»,它
囊括了我的前两部法文版著作,它们的共同主标题是“法律的想象
力”,副标题分别为“相对与普遍”(２００４年出版),“有序的多元化”
(２００６年出版).从书名上看,它反映出世界化面临的巨大挑战,这
就是它一方面以假定世界的单一化为目标,但实际上世界本身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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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性为其特征.
第二卷名为«一起迈向世界的共同法:理念与规则»,则由我

«法律的想象力»这套书的第三本«权力的重建»(２００７年出版),第
四本«迈向价值的共同体?»(２０１１年出版)和２０１３年出版的另一本
书«抵御、责任化和预防»共同组成.

(一)世界化的单一和多元

这一标题本身就表明了某种巨大的挑战,因为“人类家庭”的
单一性既是理想也是现实.然而,多元则同时代表了机遇与风险.
因而,有必要探索“相对与普遍”之间的张力,进而尝试以“有序的
多元化”的方式将二者加以协调,最终找到“权力的重建”的可
能性.

相对与普遍

长期以来相对论占据了法律实践的核心.与此同时,各个法
律体系的自主性,根据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获得了普遍承认.
理性的理论普遍性以更为抽象的方式建立起某种“自然法”,然后
则是“万民法”的出现,它们的含义则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
下有所不同.在规范意义上的相对和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之间,人
们曾认为存在某种断裂,它维护了政治主权和法律的自主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宪章»制定了旨在具有普遍性
的规则,以此尝试疏导诉诸武力的情形.但是这些规则在本质上
只限于寻求“被动的和平”,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它既不以缩小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为目的,也不缓和伦理和宗教上的冲突,
因此宪章并没有为联合国提供建立“积极和平”的手段.

然而这种人为的分割变得无法持久下去,其原因主要不是意
识形态上的,而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已经成
为现实,它要求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计划.每一次恐怖主义活动,
正如同每一次危机(金融、移民或气候)的发生一样,不仅没有从根
本上否定联合国,反而使得建立“国际秩序”的必要性变得更为迫
切,而这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８条所宣告的,每个人均享有的
一项基本权利,即,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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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遍性以碎片化的方式被实在法所吸收时,人们发现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以及由各种模糊概念、缺乏效力的规范与存在
冲突的价值所构成的国际法自身的缺陷.这些缺陷恰恰表明了普
遍主义观念的“不周延性”.

但是,人们也发现了相对主义的局限,它无法适应于国家间不
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性,并且在各种流动(资金、互联网信息)、风险
(生物技术、生态以及气候和环境)或罪行(从腐败到恐怖主义或其
他超越国界限制的罪行)出现全球化时停滞不前.相对主义只是
在表面上存在,当它遇到客观现实时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正因
为如此,真正的相对主义应该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纠正其观念上
的不周延性,进而尝试将相对与普遍加以协调.这就是我在«有序
的多元化»一书中强调的观点.

有序的多元化

为了实现将相对与普遍相协调,需要接受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观,它既不是将不同法律体系相互融合,也不是将它们完全割裂开
来.这意味着既要抛弃那种统一的乌托邦式理想,也不能按照不
同人群之间相互独立的模式来理解国家的自主性.换句话说,需
要一种谦和的法律观,它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通过各种司法、立
法性质的自主或被动的、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进程,将各个法律体系
(国内的和国际的)连结在一起,而这些法律体系的相互割裂是历
史造成的,这种法律观并不接受那种可能被转化为霸权的融合观.

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来看,即处于这种对法律秩序和法律
体系观念均产生影响的转变的开端,“有序”的多元既不同于建立
在相互割裂基础上的多元,也不同于通过混同这种方式实现的融
合,而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摆动,它是某种将差异“转化为相互
吻合”的形态.它并不是某种已经形成的秩序,而是从表面上看是
存在着矛盾的发展进程(一体化与解体化,扩张与限缩,共时性与
异时性并存),这种进程是由从地方到超国家这些不同层面的互动
引起的,其发展速度在不同的规范整体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表现出
差异.

这里有必要联想到“有序变化的云朵”这种景象.霸权式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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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单方面地强制实施法律移植,以及被称为超自由主义实践的流
行,都是将被认为能够自动实现治理目标的私法规范体系并列在
一起,但它们都无法解决一与多之间的难题.相反,“有序的多元”
这种模式则主张在我们的法律体系观念中引入一种转型,从文字
意义上看,就是从一种简单的模型(纵向互动)转变为复杂的模型
(横向互动),或者超复杂的模型(同时包含纵向和横向的两种互
动,而且是在不同层面以不同的速度发展).

当这种转型从国家层面发展到国家间的区域性层面,甚至发
展到全球层面时,它就不能仅仅受到法学者的关注了:因为在这
时,这里所说的转型就要求存在某种意愿,从而回归到政治领域.
在这里,我们开始构想未来发展的路径.为了避免法律国际化发
展的过程在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时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变得无法
预见和无法控制,有必要重新关注行动主体,并进而构思权力的
重建.

权力的重建

这里并不仅仅是要将孟德斯鸠所区分的三种权力(立法、司
法、行政)或者孙中山提出的五种权力(在三权之外还增加了监察
和考试两种权力)从国内上升到国际层面.更为深刻的转变可能
是要超越公私的对立,将不同的行动主体联系起来,由此,需要关
注的不仅是那些机构化的行动主体,它们的权力在国内、国际组织
或者地方通过各种机构而被制度化.此外还需关注的是这些主体
与其他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包括经济和民间主体(表现为
权力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包括科学领域的主体(这表
现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将权力、意愿和知识连结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
有可能需要从权力的制度化开始,这是从传统意义上讲的(形成行
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这是因为世界化要求在国际和国内的各个
权力机构间形成新的交往关系.但权力的重构也意味着在经济主
体、民间主体之间的权力再平衡,与此同时也不忽视地位不断提升
的知识权力,即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权力再平衡(即科学知识和
生活常识,包括最贫困的人口和原住民的知识之间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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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状态下,知识启发意愿,促使人们作出理性的选择,
反过来意愿也会对权力产生启示作用,其途径是通过组织权力并
将其正当化,避免那种常常会发生的权力自己衍生和自我正当化
的现象.在现实中,冲突的暴力和应对措施的强化往往会使现实
主义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意愿、权力之间则形成一种
不稳定的反三角形态,三者之间各自遵循不同的逻辑,当它们混合
在一起时就产生了这种不稳定的形态,这与机构性和非机构的行
动主体交集在一起时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同.然而,不稳定性并不
排除对重建的尝试.

有些人主张一种新的全球契约.但其困难在于这既是一种
“多维度”的契约,它将行动主体和机构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层面
和不同领域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是一种“整体”式的契约,其目的是
要把所有的行动主体都囊括在内.但是这种全球契约的对立面存
在于共同体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即,每一个行动主体都会成为
其他主体的对立面.从这个整体性的全球契约出发,我们很容易
滑向一种普遍化的极权主义.

正因为如此,权力的重建是不能离开法律的.可能需要尝试
将治理模式与法治进行某种相互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保留了“协
调/命令”的艺术,即组织国家主体和参与权力行使的非国家主体
之间互动的艺术,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更为困难的“排序/命令”的艺
术,它将各种权力根据不同的价值诉求进行排序.在这里,我们有
可能将世界性秩序置于伦理价值和实践行动这两极之间,或者说,
将其置于理念与规则二者之间.

(二)理念与规则之间:未来共同法的两极性

我们的世界处于全球化及其引起的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背

景下,这要求某种具有“连带性”的世界治理,这种治理是由被普遍
接受的共同法所决定的,而不只是由强权和武力决定,我们提出一
种理念与规则之间两极性的假定,理念促成运动并指明方向,规则
付诸实践并提供手段.这种两极性似乎已经反映在共同法的历史
中,例如在欧洲,共同法就是将教会法的理念与罗马法的规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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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同样,在东亚,儒家精神与封建法典的规则也被相互联系起
来.中国思想不就曾让人们学会了用礼(传统或理念)来解释法
(实证法或成文法),同时用法来解释礼吗?

我们是从全球价值共同体产生这个角度来关注理念的,然后
通过考察如何防止伴随世界化发展进程而可能出现的去人道化现

象来关注法律规则,再接下来分析如何让主要的行动主体承担起
相应的责任,最后分析的是预防未来风险的问题.

迈向价值的共同体?
通过禁止战争罪将暴力人道化,这是价值共同体在国家间共

同体的阴影下逐步形成的最初反应.尽管对侵略罪的惩罚还没有
完全实现,国际法还是努力地在战时法(jusinbello)中引入了某些
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先后出现的各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规
约中均规定了禁止违反战争法规和习惯,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新
的罪行,即“反人类罪”.

但是这一发展进程是缓慢、不持续及可能逆转的,因为反恐的
强化已经在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１日袭击之后,引起了普世价值的倒退,
其名义是国家生存的必要例外和为了国家利益.在“反恐战争”的
口号下,美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法律范式,它有可能使酷刑变得随
意,将非人道的做法正当化,其根据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
打击犯罪的战争范式与战争罪(限制非人道)和反人类罪(避免人
类成为犯罪的受害主体,因而将人类本身作为一项价值对待)所代
表的范式相对立,它以所有人的生存或一国国民的生存为名将非
人道正当化.它将导致刑法被置于伦理之下的次一级位阶———这
就是将不同共同体对立起来的相对主义,或者说,是将刑法置于以
仇恨为内核的伦理的首要位阶,这种以恶制恶的做法有可能促成
“原教旨主义”的过度适用.

这里要强调的是“基本”权利对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价值共
同体的重要性,这将是一个同时作为国家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价值
共同体.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次以积极的方式提到了这种共
同体,强调了共同的价值.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参与了«世界人权
宣言»的起草过程,尽管如此,宣言的最初文本仍是参考了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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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而形成的,因此仍旧反映了西方的影响.但人权本身则
不断获得发展,例如,在反殖民或将奴役行为规定为反人类罪时,
其基本依据就是人权.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计划中,提出了“全
球公共产品”的提法,诸如健康和气候.这些正在形成的全球价值
承载着新的人道理念,其特点是“关系性”,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
的,强调将人与其他非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不同的人道
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人道观是多元和开放的,它并不否认文化
的多元,以及相应的人道进程的多元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全球价
值共同体可以借助这种“相互的人道化”而产生,实现将共同但存
在差异的价值加以分享.

因此,本书在最后一部分提出的问题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
法律秩序可以抵御世界化进程的非人化后果,也就是说让主要的
行动主体承担起责任,并由此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抵御、责任化、预防
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世界化进程已经触及

用来识别国家身份的各国法律体系.世界化并没有消除各国的法
律而代之以国际法,相反,它促成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交叉,这既
带来问题也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
交叉有助于世界共同法的产生和形成,这可以说是提供了某种解
决问题的方案;但另一方面,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共同法,从法社
会学意义上讲,正如让�加本尼艾所说的“没有历史,不存在生长
的土壤”那种情形,它仍旧过于脆弱而无法在国家间的实力关系上
实现再平衡,而且它也过于碎片化,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法律
体系.

这里所说的碎片化———既是纵向的(地方、国家、国家间、区域
性和全球性的法律)也是横向的(人权法、商事交易法、刑法、环境
法等不同领域)———似乎从根本上排除了某种逻辑性:每一个领域
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每一个层面都在寻求其自主性.例如,主导
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主义理念强调的是利润、竞争和效率,而体现
在区域人权法院实践中的人文主义理念则强调分担和连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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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恰恰是国家向商品和资本打开了大门,而对于人自身却采取回
避的态度;它们坚持对市场的放松管制,却在移民问题上强化刑法
的制裁,毫无顾忌地一方面采取开放的自由主义实践,坚持主权意
识形态,为了安全名义而实施极端保守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却自相
矛盾地宣扬人权的普世性和人道性.

当人权的盾牌转化为压制的利剑时,当干涉内政的行为转变
为人道主义的战争时,当国际刑法被认为存在偏袒时,反人道思潮
有理由去谴责法律人文主义这一谜题的无意义性及其霸权性.与
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为真正的市场帝国主义铺平道路,“打
击犯罪的战争”结合新技术的利用则宣告了那种可怕的到处是监
视的社会的来临.总之,这里待解的谜题在很多情形下其实是人
道的神秘化,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在不断被扭曲和被利用时,将宣
告法律人文主义的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规
则来让人文理念重新获得意义?

本书最后一部分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提这个时代和背景下的谜

题,而是致力于让法律人文主义重新获得意义,其途径是将固定的
人文主义观转变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和以相互人道化为内容的互动

进程.为了尝试解决“将世界化进程人道化”所带来的挑战,这里
采取的方法是从三个方面让法律规则适应于世界化可能的后果:
抵御非人化,让权力持有者承担责任,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此外还需说服各国的是,它们的责任并不弱化其主权,恰恰相
反,这种责任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张了主权,从“孤立”的主权转变为
一种“连带”的主权,其内涵是保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同样,
还应说服其他主体承担它们各自份内的责任,包括企业、公民、非
政府组织或科学家.这是因为人们的意愿正是亨利�伯格森在讨
论正义时所说的“向前跃进”的动力.当然,这也是一种向着未知
的跃进,因为预防风险并不等同于预见无法预测的事物,而是按照
爱德华�格里桑的说法,“在无法预见中学会生存和成长”〔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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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来,我们所处的当下恰恰是被置于各种不同的影响之下,充满
了不确定性.

二、不确定的现实

全球治理是否会陷入某种“赤道低压带”的情境,丧失全部决
策能力,发生进入某种混沌状态的颠覆呢? “赤道低压带”的形象
比喻是说世界进入了一个多种风向交汇的区域,各种风向并存且
实力相当,它会让行使中的船舶难以保持航向.这个比喻表明,全
球治理中的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的各种力量可能会使治理变得瘫痪

或者完全失败.〔３〕
在这个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里,世界化进程是碎片化和尚未

实现的,各种危机信号不断显现.当金融危机触及发达国家时,它
就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而且持续若干年,由它引起的连锁的
不良反应和排斥反应即便是在富有的欧洲也无法避免.与此同
时,还发生了健康危机(例如埃博拉病毒)和社会性危机(例如在孟
加拉国发生的萨瓦区大楼倒塌事故).２０１５年欧洲的移民问题转
化为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申请避难的人口超过百万,其中既
包括为躲避恐怖主义的政治移民,也包括因经济问题而申请庇护
的难民.移民本身在经济上或人道上讲都毫无疑问具有积极意
义,同时因为人口原因也是无法避免的,然而移民人数却以难以承
受的速度增长,致使移民被视为罪犯,同时还需要通过人道援助来
应对.

为了说明这种巨大的秩序混乱,以及不同理念和模式的相互
叠加的现实,本书仅提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恐战争(国家
安全理念和主权模式);气候管制弱化(生态理念和普遍模式);以
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为象征的经济世界化的发展(经济理念
和自由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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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恐战争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纽约“双子塔”遭受恐怖袭击倒塌成为全球
的标志性事件,袭击者和受害者来自不同国家,从袭击的准备到袭
击事件新闻的传播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跨国通信手段,特别是
互联网.从逻辑上讲,这种全球性的犯罪理应通过全球性的司法
审判来处理,例如由一个国际性的刑事法院审理以实现正义.但
在政治上很难想象美国自己不去迎接这种挑战,或者不去亲自确
保其安全,哪怕是以破坏自由的手段来维护安全.因此,对恐怖主
义的反击首先来自国内,布什总统就是以美国的名义针对邪恶轴
心宣告了反恐战争.

这种战争策略在国际法上产生了影响.恐怖主义第一次被联
合国安理会定义为侵略行为.针对侵略,美国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这种“防卫”后来又被前所未有地扩大为“预先性”防卫,用来作为
在２００３年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武装行动的合理借口.其后果
是规训的世界化.这种国内法上的以主权为依据并以正当防卫为
名义开展的反击,很快就发展过渡为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包括
关塔那摩监狱的建立,以及在美国本土以外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
的美式“罗网”,它由各种秘密监狱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非法转移被
扣押人员的行动组成.

上述行动的影响延续到今天,在美国、中东或欧洲都没有例
外.例如,２００４年马德里地铁爆炸事件和２００５年伦敦爆炸事件,
乃至２０１５年在法国巴黎发生的歌剧院恐袭事件.法国在宣布反
恐战争作为反击时,则进一步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犯罪与战争之间
的区分.这也许是因为法国或美国这些国家受到了超越国界的恐
怖主义的威胁,所以才不断地背离法治国家的要求:美国是在２００１
年,法国则是在２０１５年,均宣告了进入紧急状态.法国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１日通过的法律结束了紧急状态,而代之以“新的持续性预防和
反击恐怖主义的措施”,该项法律将预防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将
预防与惩罚完全区别开来,从而将预防作为一项独立的刑法制裁
目标,其后果是将目前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社会转变为以怀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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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社会.由此,可能出现的是某种非人化的进程,将受到怀疑
的个人从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与将危险产品从市场中召回的做法
很相似.

这是一种“哲学”断裂,它要求不断地向犯罪的源头追溯,它所
施加的矫正措施并不以惩罚已经犯下的罪行为目的,而是惩罚可
能犯罪的人,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政治”断裂,它将惩罚延伸
至预防,甚至包括在危险尚未变得明确之前就采取审慎的做法,其
后果是弱化了权利的法律保障.即便只是针对恐怖主义而言,类
似监视居住、检视、行政搜查和扣押、人身监视仪,以及关闭宗教祷
告场所这些做法,可以如同在紧急状态下一样,仅由内政部或警署
来决定实施.

上述情形的风险是有可能导致托克维尔曾经预言过的“温和
的暴政”的产生.“民主的暴政将是更广泛和更温和的,它可以在
不造成痛苦的前提下降低人格.”这种温和的暴政用由各种复杂细
密、形式单一的规则所构造起来的网络来覆盖整个社会,“试图将
人们桎梏在童年时代,将各个民族弱化成类似一群胆小觅食的动
物,而政府则扮演放牧人的角色”.

当然,仍旧存在着抵御这种温和暴政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放弃
打击恐怖主义.正如在有关气候变化的第２１次缔约方大会上,尽
管存在紧急状态,但那次会议并没有被取消,法国政府和其他１９５
个国家的政府在巴黎举行会议,并且取得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
题的初步方案,预示着全球治理的开端.

(二)抵御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现实,其严重性得到公认,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影
响报告尤其引起公众的关注,政府间专家组的研究结果向全世界
发出了警示.人类面对气候变暖而采取的行动是前所未有的,从
非政府组织到普通公民再到宗教人士,从那些对主权最为重视的
国家如中国到跨国际企业的领导人,以及不能被忽视的科学界人
士,都先后参与到这些行动中来.但是人类还没有掌握应对气候变
暖的关键措施.从«巴黎协定»的内容上看,人们似乎仍旧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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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普遍主义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主权模式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国
家之间存在竞争,但国际社会还是成功地将１９５个国家和１５０位国
家元首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参与方都充分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以
确立公认的共同宗旨,实现将气温上升限制在２摄氏度以下的目
标,同时通过鼓励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式使人类社会适应气候变
暖.尽管如此,还应当进一步强化对各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尽
管美国表示退出«巴黎协定»,但它并没有阻止人类社会应对气候
变化的进程,因为还有其他国家的承诺,如中国,不过协定的具体
实施还有待未来的继续努力.

应对气候变暖还需要非国家实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中首
要的是跨国企业的责任,因为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再平衡首先遇到
主导商业活动的经济逻辑的制约.尽管很多企业自然地与应对气
候变化的措施存在联系,而且通过声明表示在自愿的基础上承担
责任,但这些企业都是自己来决定将要达到的减排温室气体的目
标,这与各国期望自主治理和激励机制,而不是制裁的做法更为相
近.自主治理(软法)意味着适用由企业的社会或环境责任引申出
的规范和技术规范,或者是行业协定包含的规范(例如由国际航空
和航海企业所制定的规范),或者是环境协定的规范(这些规范之
所以被接受是为了回避约束力更强的立法).所有这些规范的实施
都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良好意愿.然而,仅仅靠市场的逻辑还不能
确保上述承诺得到遵守.正如教皇弗朗索瓦曾经有力指出的那
样,当下应该放弃对市场的“迷信”了,即认为所有问题都能借助
利益的增加而得以解决,唯有如此才能使必要的措施得以被
采纳.

即便上面提到的那些措施被采纳,在缺乏制裁程序的背景下,
其效果同样会有疑问.正如对于国家而言,应该通过实施制裁而
将软法加以强化(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当承担的义务没有得到
遵守时就应适用制裁措施.但由此引起的问题是,国际法只适用
于国家,那么谁来担当法官的角色? 除非建立一个国际环境法庭
来审理国家和跨国企业,那么就只能由国内法官履行实施制裁的
职能,这在一些情况下已经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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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路径仍然显得狭窄,有必要将传统模式(主权模式
和自治的自由主义模式)适应于保护气候这种全球公共产品.在
这种情况下,对于国家而言,法律规则的模糊性可能导致国际法的
“再国内化”,由此全面确立国家主权的地位.对于企业而言,通过
立法强化企业在气候方面的责任,则有可能抑制企业自愿尽其努
力.除非相反的情形出现,当企业承担起主要责任时,它们将转变
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护卫者,但这种从国家到企业的权力转移并不
具有政治正当性.不过,这种情形却是经济的世界化的一种前所
未有的发展形式.

(三)经济的世界化和“新丝绸之路”

以经济为内容的世界化,其动力来自大国和跨国企业,从目前
来看,它似乎还在西方的能动性与中国推动的实用性二者间徘徊,
前者以主张适用西方有关投资的条约和仲裁机制的短期性为特

点,后者则以建立基础设施和制订长期发展计划为特征.当西方
将政治、经济和法律联系在法治这个意识形态之下时,中国则尝试
将它们区分开来,有可能强化经济权力的自主性.当然现实的情
况可能更为复杂.

中国政府自２０１３年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倡
议),为向西方的拓展开辟了两条道路,一个是陆上,另一个是海
上,其交汇点可能是威尼斯.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建设基础设施(铁
路、航空、港口和公路设施).其关键内容首先是经济性的,但由于
倡议本身是有数十亿欧元贷款支持的,因此,其影响已经不仅限于
基础设施,而是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计划相对应.
“一带一路”倡议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融资支持,其目标
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包括高科技、电子商务、金融以及法
律服务”.〔４〕

该倡议的关键内容也具有政治性,包含地缘政治的精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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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学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早
在１９１９年就说过,“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区;谁统治心
脏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
界”.但是,上述学者补充说:“除了陆上的控制,还有必要将对陆
地统治的控制与欧亚大陆沿岸的海上交通相协调.”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内涵已经有很多分析,在法律上看,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它能否促成某种软法的形成,途径是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以及建立可靠的证据获取机制以便使相关司法判决
能够在国外得到承认和执行.按照法国学者安托万�卡拉邦的说
法,该倡议有可能促成中国的法官与其他法域的法官、国际司法机
构的法官之间开展对话.但是,这种不同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仍
旧比较复杂,正如李滨在其文章中提到的,这里涉及法律与权力之
间的联系〔５〕,也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之间的联系.

为了更为清晰地看待这里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弗朗索瓦�
奥斯特最近出版的著作«法律服务于什么?».该书通过将法律的
各种用处、功能、意义相结合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作者的主要
观点是法律具有领航员的指引功能,相比之下,政治具有船长的领
导功能.将这种比喻适用于世界化时,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假定:全
球共同体这艘航船并没有船长领导其航行(不存在一个全球政
府);若干经济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可能扮演船长的角色,但在这
些船长之间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出现的情形是,有时船长
缺位,有时若干大国争当船长,在这种情形下,法律这个领航员将
要发挥其核心功能,但前提是这个法律应该是被所有人接受的、具
有“普遍性”的法律.否则,当具有领航功能的法律落入船长的政
治权力之手成为其武器时,就会导致持久的霸权,比如美国法的域
外效力的扩张,特别是借助禁运法律和制裁海外官员腐败的法律
而引起的域外效力扩张.

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曾对外国银行或跨国企业作出不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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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处罚决定,这些决定通常是在与检察官进行磋商之后为了避
免依法启动的刑事调查,使企业负责人免受监禁这种严重刑罚而
作出的.罚金交付给美国财政部,其金额往往是几百万甚至数十
亿美元(比如对巴黎国民银行的处罚金额为９０亿美元).

当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能够使它寻求其他途径以摆脱
美国法的域外性,这种域外性效力的产生有时只是因为合同金额
以美元计算这种简单事实.例如,在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一项石油
交易就是以人民币为单位达成的,同时合同金额可以转换为黄金,
由此中国或许在尝试某种再平衡,以限制美国域外效力的扩张,特
别是,这种尝试可以促使其他交易主体加以效仿,例如欧盟可以尝
试使用欧元开展类似交易.

尽管如此,市场本身则可能在全球事务上同时扮演领航员和
船长的角色.从美国法的域外效力过渡到市场的自治,还不足以
将经济的世界化实现人道化,因为那两种做法本身所引起的效果
有可能是相同的.那些最弱的利益相关者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越
来越少,进而可能丧失它们已经很微弱的个人自主性:比如雇员的
处境越来越不稳定,原住民越来越因为资源穷竭和土地掠夺而变
贫困;还有那些极端贫困人口越来越被排斥,因贫困而造成的不幸
世代延续,所有这些情形都令人感到不安.

总之,美国、欧洲和中国对于经济、法律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可
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们可能对自由主义的教条却经常是都认
同的(增长、利润和效率),但也都面临着同样的人类自身的非人化
的风险,以及非人生命体的变异风险.对于自由主义而言,那些反
对它的人民可能采取抵制措施,因为自由主义威胁到他们对“共同
生活”的构想.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当每个人只根据自己的利益
来对待世界化时,它就可能产生消极后果,比如国家会将世界化视
为征服土地和攫取资源的契机;而跨国企业则将地球,甚至是其他
星球,仅仅视为开展经营的公平竞争场所.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在
短期内(２０３０年)世界范围内将形成若干“超级国家”,它们掌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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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权力,它们相互对立,以瓜分者的姿态行事.〔６〕
要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安的讲话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中提到的那样,“以一种对等的精神”建立新的
丝绸之路.这意味着应当想象出一种“可以普遍化”的法律,其意
义在于提供一种共同的法律方案,同时适用于政治和经济权力,将
不同层面的世界共同体(国家、地方、超国家的区域以及超国家的
全球层面)连结在一起.而这就是我本人和其他研究人员目前和
今后开展的研究计划“迈向一个可普遍化的共同法”所要解决的
问题.

当然,还应及时地制止掠夺者的出现,从而让目前的世界化转
变为某种世界性,这种转变可以借用爱德华�格里桑的说法,它
“是一种我们所有人应当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是在一种真实的
和令人敬畏的,将单一和多元相糅杂的方式构思出的时空中进行
的尝试”.〔７〕

三、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人类

我们处在所谓的人类纪,是一个人类发现自己能够影响地球
未来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
乌托邦.中国宪法在２０１８年的修订中增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表述,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大同的观念很早就出
现在中国的历史中.大同的愿望是缩小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之
间的距离,这在儒家的理论中早已有所体现,此后很多文人学者,
特别是清末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做了进一步阐述.

中国的宪法修正案是第一次将大同这一理念转化为现实.
２０１３年起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成一种新型的世界治理模
式,其必要性建立在各个领域里不断形成的相互依赖性,包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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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移民、全球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等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其关键在于共享经济增长与发展.抓住这一关键本身的同
时也可能会遇到某些风险,因为它可能与国家特殊性或者超国家
的生态关注产生某些冲突.当然,“一带一路”计划也会促成多边
合作,这在当下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从表面上看,“世界性”或“世界整体”这样的新词汇似乎很不
同,但它们的发明者,即出生在安的列斯群岛的作家格里桑和帕特
里克�夏莫瓦佐(PatrickChamoiseau),都是为了表达那种已经可
以从某些片段中观察到的现实:“人类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冒险
之中,所有生命都被真实地、突然地牵涉到同一个时空之中,它是
一个兼具单一和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时空.”〔８〕这种“史无前例的冒
险”既是一种诗意的直觉,也是一种政治观念,它们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相汇合.但是,世界整体却不是一个整体帝国.世界
整体表达的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团结的多样性,它将人与人之间的
对等关系置于世界性的核心位置.

上述说法与大同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并不是借助某种新的
乌托邦或新的思想体系来有效“管理”世界事务,它们只是关于可
能世界的某种新的叙述而已.除此之外,拉美的原住民们曾提出
大地母亲的说法,它已被生态思想所接受,还有园艺学者提出的地
球花园的说法,以及非洲文明中的乌班图,这些叙述都能激发人们
的想象力.实际上,只有一种真正的“想象力的颠覆”才能在思考
普遍的同时,不将其削减成为只属于某个集体或个人的利益,或者
将其仅仅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而这恰恰是过去几千
年中人们重复的做法.

在我看来,上述那些叙述本身包含着能够将充斥着各种冲突
的全球化转变为命运共同体的三个条件,在满足下面三个条件时,
命运共同体将会建立在一种共同法之上,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共同
法,而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共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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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认相互依赖性

相互依赖首先是个事实,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清晰并
更加多样化,人们很难再否认它的存在:这种依赖性存在于人类群
体之间(部落、国家集团、跨国企业);存在于现在的人类与未来世
代之间;也存在于人类与非人之间;以及作为“主体”的人与拥有
“智能”的客体之间.但富有戏剧性的是,相互依赖性与国家主张
或表现出来的独立性相对立,那种强调国家绝对独立的观点与主
张连带团结的主权观念相对立.在欧洲,“民粹主义”的尝试已足
够强大,以至于威胁到欧洲联合的奠基者们所构想的“联合于多样
化之中”的模式.尽管如此,民粹主义的尝试只是某种幻想,它根
本无法经受目前的各种社会挑战,金融危机、社会与卫生健康问
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移民有关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新技术
发展带来的威胁等等,这些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严重问题,根本无
法通过民粹主义来解决.

上述情形已经在１９９２年里约地球峰会上由正式的法律文件
加以认可,当时通过的宣言中提及:“地球是以相互依赖性为特征
的整体.”此后,«里约宣言»的上述说法在很多法律文件中被重复
提及.２００５年,有关“相互依赖性的宣言”草案曾被提交给联合国,
当时的初衷是该草案能够在«联合国宪章»通过６０周年的联合国
大会上被采纳.我对该宣言非常熟悉,因为我作为国际伦理委员
会的成员参与了该宣言草案的起草,该委员会的成员中还包括法
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著名社会活动家斯特凡�埃赛尔.尽
管该宣言草案没有被联合国大会采纳,但它却影响了后来出现的
许多决议,例如,２０１１年的«世界人类责任宣言»,２０１３年的«全球
共生宣言»〔９〕,２０１５年的«人类权利宣言»,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
协定»,２０１７年关于环境权利的国际公约草案,以及将在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于摩洛哥开展讨论的有关移民的国际公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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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相互依赖性进一步要求明确共同的目标.例如,２０１５年
通过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１７项宗旨目标;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
协定»将气温上升限制在１．５摄氏度或２摄氏度的目标;以及关于
移民问题国际公约草案中确立的实现“安全、有序、正常和负责任”
的移民目标.当然,上述目标还应被进一步具体实现.由此,有必
要将被迫接受的相互依赖性转化为一种共同促进的连带团结关

系,其基础就是一种有关真正的共同责任的法律.

(二)促进连带团结性

作为第二个条件,促进连带团结性在实现起来存在困难,因为
它要求法律思维本身应该放弃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那种将法律体系与国家相等同的观念.巴什拉在探寻一种
新的科学精神时曾写道:“如果人们无法很快实现有序的多样性,
则可以用辩证法来震动唤醒自我陶醉.”〔１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
各种实践表明他拒绝承认当今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的现实这一背

景下,这种唤醒很可能是十分突然的.换言之,在当下,解放“法律
的想象力”是多么的迫切,正如巴什拉在提到精神的想象力时所指
出的那样,这种想象力包括:深化(通过比较法和历史来实现)和在
不同领域以碎片化方式的迸发(在国际法的商业、人权、气候等等
领域).

这里首先是国家之间的连带团结,因为国际法始终是由国家
并且是为了国家而形成的.国际法上的创新体现在“共同和有区
别的责任”上.这一责任体现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各种国际文件中
«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２年«里约宣言»、１９９７年«京
都议定书»、２０１５年«巴黎协定»,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是必要的,例如
涉及金融管制、有关移民管理的规定,因为它让国家承担起实现共
同宗旨的责任,与此同时,允许以差别化的方式来承担责任.

考虑到各国的情况,不同规范之间的严格等级关系已经被转
变为全球与国家两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的问题是,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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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巴黎协定»这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对于违背协定义务的
行为,也无法像在国内法上一样能够直接受到制裁.不过,“软法”
也可以经由不同步骤被转化为“硬法”.目前,«巴黎协定»已经规
定了一个“透明度框架”,在该框架下,各国提供的信息将被公开,
同时,一个专家委员会还被授权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由此可能使
有关国家受到公众意见的象征性惩罚.此外,违反«巴黎协定»义
务的行为还可能受到一国国内法官的制裁,这是因为国内法官在
解释国内法时会参考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例如,荷兰法院曾在 UrＧ
genda案的判决中认定国家没有恪守在«巴黎协定»下作出的温室
气体排放的承诺,此后类似以国家为被告的案件不断出现在国内
法院中.〔１１〕

这种有区别的国家责任,将各个国家孤立的主权(独立性)转
变为连带性的主权(相互依赖性).当然,抵制这一转变的力量十
分强大,不同国家之间的立场也存在分歧.在欧洲,存在着反对连
带团结主权的保护主义倒退,在美国,尽管尚未明确反对环境保护
的承诺,但特朗普总统在一步步地拒绝共同和有区别的责任.

相反,我们看到“非国家”的行动主体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包
括经济实体和民间实体,它们与国家不同已经在全球层面上相互
组织起来.这在跨国公司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巴黎协定»只是建
议性地提出“促使金融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弱排放的发展”(第
二条),但这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或金融方面的鼓励性措施提出了要
求(例如包括碳排放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交易、绿色债券,以及
银行业的“压力测试”,后者用来测试金融机构就气候变化对其稳
定性造成风险时的抵御能力).当然,还不确定的是,这种通过市
场进行的自律是否有效率.

对国家而言,适用于非国家行动主体的软法也应被强化(特别
是诸如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这类自愿承担的义务),其途径是当上
述软法义务被违背时应当适用制裁(硬法).但问题是,谁来担当
有管辖权的法官? 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建立全球环境法庭,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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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国企业行使管辖权,例如,２０１４年有人建立了有关大自然权利
的“法庭”,还有人在２０１６年针对孟山都向一个民间法庭提出了诉
讼(涉及的问题是母公司和发包公司对子公司或下游公司的警示
监管义务问题).

面对来自政治和最强大的那些经济行动主体的抵制,民间行
动主体能够扮演起主导角色,预示着未来世界公民的出现.在气
候变化问题上,就是首先由气候问题专家和科学研究人员发出警
示的.当然,也不能忽视其他“世界公民”的角色,他们也为警示气
候变化付出了行动,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它们有的为了气候变
化法律文件的制定和实施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还应当进一步
巩固民间行动主体的地位,使它们避免受到利益冲突的影响,确保
它们一开始就能以规范的方式参与协商,并最终对促进正义实现
的行动作出贡献.利益冲突的危险还应当促使人们在世界范围内
明确科学研究人员和专家的地位,以确保他们的公正性和职权范
围,但这对于那些拥有很少专家的领域而言则存在一定实际困难.

当然,还要避免非人化异变的风险,它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当
它导致人们按照同一个模式来统一行动时,就造成了非人化的
异变.

(三)保留差异

康德就曾担心,一个普遍性的共和国可能堕落为令人恐惧的
专制.托克维尔则指出,民主的专制会使人类变得幼稚,以至于变
成一群被驯化的动物.然而,没有人曾想象过市场、生物技术以及
数字革命可以将追逐利润与效率的教条结合在一起,从而服务于
一种温和的专制,人们很自然地参与到这种专制中去.

因此,最后一个条件是,要将那种开放式的命运叙述与那种更
为狭隘的不给想象力和不可预见性留有余地的叙述区分开来,后
者将人类的多样性缩减为“大市场”的格式化,利用生物技术实现
对人的选择性制造,以及那种以机器增强的人格或人格化的机器
人为内容的后人类幻象.

为了在承认相互依赖性的同时保留那些未知的差异,则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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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序多元的方式将差异组织起来并使差异之间形成某种相互吻

合的关系,其核心是在相互依赖性基础上确定的那些共同宗旨
目标.

这可能就是在有关文化多样性方面已有的那些规定内容

(２００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２００５年«文化多样性公约»).
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第１条规定的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尊严,从
而使该原则具有了普遍性;另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
多样性的宣言,其中第１条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象生
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
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需要指出的是,该宣言是于２００１年１１
月通过的,其背景是纽约发生的“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同时,多
元化“是与文化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相应的一套政策”(«世界人权
宣言»第２条).不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也指出“任何人不
得以文化多样性为由,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或限制其范围”
(«世界人权宣言»第４条).如果我们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一种有生
命的财富,是可以再生的,那么宣言的起草者并没有提供这样一种
方案,它能将多元加以秩序化,将多元与普遍相协调.

为了构思出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共同法,法律精神可能需要
向世界开放,这里可以借助不同的词语来表明,“可以普遍化”的共
同法将包含一系列不同的过程.首先是通过对话实现协调,例如
在各国立法和各国法官之间的协调.接下来更为远大的目标是一
个和谐化的过程,和谐化可以类比为翻译行为,因为不同法律之间
的和谐化需要承认不同国家实践之间存在相当性,这与不同语言
之间的相互翻译过程很近似.例如在人权法领域,“国家自主空
间”的做法可以用来判断不同国家实践之间具有相当性,还有,在
国际反腐败合作领域,功能相当的观念也具有类似的作用.接下
来,第三个目前还相对较少发生的过程是各个国家法律之间的相
互融合以至于出现某种统一,这是一种相互融合的模式,由此产生
出某些新的和出乎意料的结果,这可以用交融这个词来表达.这
种融合过程能够丰富诸如“反人类”罪的定义,以及未来可能出现
的灭绝生态环境的罪行这类概念,它们都建立在多样文化相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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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基础之上.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尝试中的主人将是“不可克减权

利的人”,它在１９９３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就已经被提出.不
可克减的人既不是与大自然相互分离的人,摆脱启蒙哲学的统治
者,也不是后人类时代的由机器被动增强的人,而是抵御非人化倾
向的人.不可克减权利的人了解自己知识的有限性、自己的不合
理与不完美,进而不仅仅发展其认知能力,同时也发展其想象力、
创造力和共生性.由此,为了避免进入停滞不前甚至会发生颠覆
的危险区域,不可克减的人将发明出新的海上、陆上或空中道路,
向着希望奋力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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