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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２１５ 年自由大宪章诞辰 ８００ 年ꎬ学界对其的热情不减ꎮ 最初的宪章文本

用拉丁语书写ꎬ但当时的英国并不是单语国家ꎮ 除了符合当时欧洲拉丁语普遍化的语

言环境外ꎬ使用拉丁语是否影响大宪章实施呢? 本文从宪章的历史语境展开ꎬ分析拉丁

语所暗示的信息ꎬ进而认为ꎬ于自由大宪章效力而言ꎬ关键的并非语言使用ꎬ而是当时的

社会情境ꎮ
〔关键词〕自由大宪章ꎻ拉丁语ꎻ法律效力

１２１５ 年英王约翰签署了英国大宪章ꎮ 它在当时是英国国王和贵族之间的

一份协议ꎬ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性文件ꎬ也被法律研究者所推崇ꎬ不仅为英国后续

的法律文件提供了历史参考ꎬ而且远涉重洋对美国«独立宣言»有所影响ꎮ〔１〕 当

下看这部政治性法律文件ꎬ充满历史符号ꎬ最浅显莫过于语言文字ꎮ 从拉丁语层

面讨论自由大宪章的意义在于补充对自由大宪章现有的研究ꎬ因为尽管目前相

关研究层出不穷ꎬ但甚少有研究从作古的拉丁语层面展开ꎮ 从拉丁语切入研究

大宪章ꎬ一方面在现有的诸多研究的基础上ꎬ补充对自由大宪章的法律理解ꎮ 因

为拉丁语在英国历史上的普遍性尚有疑问ꎬ也影响这部法律文件的效力:尽管后

续几次修订以及英国持续的动乱状态说明ꎬ自由大宪章在当时的意义有限ꎬ但其

不失为一部规范性的法律文件ꎮ 法律规范的普遍性要求法律文本具备可读性ꎮ
早在战国时期ꎬ面对秦孝公关于法律实施的疑问ꎬ商鞅就提出ꎬ法律需要“明白

易知”才能引导民众“避祸就福”ꎮ〔２〕因为文本语言而导致人们不知法ꎬ影响法律

实施ꎬ而法律规范的实施程度决定其社会效应———这对当下的研究来说ꎬ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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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史意义的依据之一ꎮ
另一方面ꎬ通过本文的研究理解拉丁语作为法律语言的历史意义ꎮ 虽然现

今法律语言中有不少拉丁语词汇ꎬ但毋庸置疑拉丁语主导法律语言的时代已然

过去ꎬ自由大宪章使用拉丁语是有文可依的历史事实ꎬ历史唯物主义认为ꎬ法学

研究要关注法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的相互联系ꎮ 无论从法律现象的层

面看或者从历史关联的角度分析ꎬ研究拉丁语对法律实施的影响ꎬ不仅能更立体

地理解这部法律文件ꎬ也能挖掘法律语言甚至法学相关的知识ꎮ

一、自由大宪章采用拉丁语的原因

自由大宪章ꎬ常被称为“大宪章”ꎬ一般指的是 １３ 世纪英国限制王权的协

议ꎬ本文讨论的自由大宪章主要指的是 １２１５ 年英王约翰签署的文件ꎬ而不是后

续修订的法律文件以及之前和其相关的男爵法案(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ｏｎｓ)ꎮ
该文件使用拉丁语ꎬ虽然拉丁语在欧洲曾极度辉煌ꎬ但具体到当时的英国ꎬ拉丁

语并不是英国的本土语言ꎬ〔３〕那么自由大宪章为什么要使用拉丁语? 本部分先

对大宪章时期英国的语言使用状况说明ꎮ
(一)大宪章时期英国的语言使用状况

自由大宪章产生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ꎬ脍炙人口的游侠罗宾汉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个时期ꎮ〔４〕罗宾汉本身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尚待分析ꎬ但这没有

妨碍诸多的故事把罗宾汉和约翰王联系在一起ꎮ〔５〕 将其故事相关的语言历史结

合ꎬ可以将宪章生成的英国历史语言状况通过个体人物形象化ꎬ并将社会主体和

语言相关联ꎮ
选取罗宾汉主要考虑其社会身份:第一ꎬ从经济状况看ꎬ罗宾汉作为“法外

人”在一群劫富济贫的底层人中生活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带有其所处环境的特

征ꎻ第二ꎬ从人物背景看ꎬ罗宾汉出身并不低微ꎬ据说祖上还是领主ꎬ拥有大量的

产业ꎮ 他多少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后来得罪了国王权贵ꎬ被宣布为法外人ꎮ 第三ꎬ
从人物活动看ꎬ罗宾汉除了伙同法外人劫富济贫之外ꎬ还和贵族国王打过交道ꎬ
暗示罗宾汉在不同群体中具备交流能力ꎮ 从语言的社会学意义层面看ꎬ语言是

保持和证明群体成员身份的重要方式ꎬ个体使用某一种语言ꎬ说明其是某个群体

的“圈内人”ꎮ〔６〕分析虚拟人物罗宾汉的语言使用可以从主体层面窥知当时英国

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ꎮ 现有的故事鲜有说明罗宾汉使用什么样的语言ꎮ 本文权

且从当时社会语言使用情况说起ꎮ 当时的英国主要使用英语、拉丁语和法语:第
一ꎬ在诺曼征服之前ꎬ英国的语言环境没因海峡而封闭ꎬ加上后来信仰基督教ꎬ拉
丁语已在英国使用ꎻ第二ꎬ因为英国国王与法国的渊源ꎬ以及地理上隔海相望ꎬ法
语在当时法律和社会生活中也不少见ꎻ第三ꎬ语言并没有因征服而统一ꎬ英语、拉
丁语和法语并存使用ꎬ这三类语言在当时都比较普遍ꎮ 研究者对当时语言使用

情况的描述:诺曼征服之后ꎬ上流社会讲的是诺曼法语ꎬ教会使用拉丁语ꎬ而农

民、商人、手工艺者使用英语ꎮ〔７〕罗宾汉主要使用什么语言呢? 罗宾汉的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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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地方提到:他小时候在叔父家里学过拉丁语ꎬ但成年后就很少用

到ꎮ〔８〕这一线索帮助排除拉丁语同时从社会身份层面暗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一方面ꎬ罗宾汉尽管不是村野乡夫出身ꎬ但并没有位列上层社会ꎮ 不太可能操上

流贵族使用的法语ꎬ另一方面ꎬ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ꎬ语言表达出个体的社会

群体归属和成员身份ꎬ罗宾汉身处法外人之中ꎬ作为下里巴人ꎬ他们交流更不太

可能使用法语和拉丁语ꎮ 这样推定其使用的主要语言为英语ꎮ 从故事的细节对

语言使用作如此理解ꎬ将罗宾汉推定为英语使用者ꎬ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所具备的

语言能力ꎬ而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身份确定ꎮ 按照现今的理解ꎬ大宪

章的语言并不面对诸如罗宾汉这样的非拉丁语使用者ꎬ自由大宪章为什么要使

用拉丁语呢?
(二)大宪章的性质和历史环境

从自由大宪章的性质看使用拉丁语未必就要饱受攻击ꎮ 大宪章的意义在学

界已得到承认ꎬ但并非不存在争议ꎬ在法理层面ꎬ这部宪章是否是一部法律尚没

有统一的观点ꎮ 有的观点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自由大宪章由平民院(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ｃｏｎｃｉｌｉｕｍ)公布ꎬ并且得到包括国王在内的教会、贵族各阶层的认可ꎬ可以视为立

法活动ꎮ 但它没有经过提案等立法程序ꎬ在贵族反叛胁迫的情况下签署ꎬ被视为

立法产物或许不妥ꎮ 同时根据大宪章的内容将它视为英王和贵族之间的协议也

受到质疑ꎬ从理论看涉及公共政治的协议是两个独立主权体之间签订的ꎬ而大宪

章签署双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ꎮ 同时将自由大宪章视为私人协定亦因外在强制

力而受到质疑ꎮ 相比之下ꎬ大宪章是国王和贵族之间互相磋商妥协的结果ꎬ因为

后来法国和美国宪政实践以及相关研究所阐述的大宪章精神ꎬ将其视为自然权

利宣言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认可度ꎮ 和已有的研究一样ꎬ〔９〕 本文倾向于将自由

大宪章看作当时贵族和国王之间的政治协议ꎬ因为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ꎬ它可被

视为国王颁布的特许状ꎬ用以调和各种权力之间的矛盾ꎮ 就英国来说ꎬ在约翰称

王之前ꎬ英国国王就面临着贵族等组成的政治组织问题以及教会和国家关系问

题ꎬ这些都涉及英王、贵族和教会等上层社会的权力ꎮ 国王的特许状既可以自主

颁发ꎬ也可以是战争的产物ꎮ 诺曼征服后的英国ꎬ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持续存

在ꎮ 到了约翰掌权ꎬ贵族和教会反对国王ꎬ迫使英王签订限制王权的协议ꎬ也就

是本文讨论的自由大宪章ꎬ它主要涉及协议双方ꎬ直接关系贵族和英王ꎬ不使用

当时下里巴人的英语ꎬ同时ꎬ当时被约翰王得罪的教会同贵族联合ꎬ参与大宪章

的草拟ꎬ〔１０〕使用拉丁语符合这份协议主体的社会身份ꎮ
此外ꎬ除了大宪章的性质之外从语言史的角度看ꎬ诺曼征服后作为英法两地

的通用语ꎬ拉丁语是法律文件的主要书面语言ꎬ在宪章中沿用这些词汇书写ꎬ一
则符合官方文书的表达传统ꎻ二则考虑到大量的法律已经通过拉丁语表达ꎬ形成

专门的术语、句式ꎬ使用拉丁语书写便利明了ꎬ容易阅读ꎮ 经上文梳理ꎬ从大宪章

的性质和历史环境看ꎬ拉丁语文本并不是问题ꎬ而使用拉丁语是否对这份法律性

文件的实施带来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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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丁语未对大宪章的实施造成困难

法律规范的意义在于实施ꎮ 在文学剧本中有这样一个桥段ꎬ英王约翰想要

置罗宾汉于死地ꎬ但他自己签署的大宪章第 ３９ 条限制了他ꎮ〔１１〕 而且据记载ꎬ
１２２１ 年当事人根据大宪章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得到支持ꎬ１２６５ 年伦敦市民根据

大宪章坚持自己选举市长和郡长ꎮ〔１２〕 这似乎说明大宪章在社会上被认可和实

施ꎬ那么拉丁语是否对其实施造成困难呢? 很难找到能确认这一猜测的研究ꎬ相
反ꎬ根据资料仅仅在语用层面推测ꎬ拉丁语可能并没有造成语言障碍:一方面从

欧洲拉丁语的发展历史来说ꎬ资料表明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够用拉丁语进行交流ꎬ
而且ꎬ这门语言在欧洲各地和当地原有的语言相结合不断普及化ꎬ并不意味着经

院派和贵族化ꎬ〔１３〕民众对拉丁语可能并不陌生ꎮ 另一方面ꎬ中世纪教会在法律

解释层面有话语权又深入到社会各层面ꎬ不能排除教士或者其他从事法律活动

的人对法律进行翻译解释的可能ꎮ
简言之ꎬ将自由大宪章视为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政治协议ꎬ拉丁语是协议

当事人的语言也符合当时英国官方语言环境和法律语言的历史惯例ꎬ拉丁语未

必给宪章实施造成困难ꎮ 笔者之所以产生上述疑惑是带着今人对法律的理解ꎬ
用当下语言文字状况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衡量分析所致ꎮ 但疑惑并非毫无是

处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ꎬ问题对知识本身的贡献不必然依赖于答案———就像人们

好奇我国古代有没有名片ꎬ翻阅史料ꎬ了解和梳理了“谒”“门状”等相关的历史

知识一样ꎬ〔１４〕为疑惑寻求答案时ꎬ亦将本文的研究融入自由大宪章的历史语境:
在当时的英国拉丁语并不是畅行无阻ꎬ进而对拉丁语文本的质疑暗含对大宪章

主体效力普遍性的怀疑ꎮ 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效力”指法律规范的生效范围ꎬ包
括对人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ꎮ〔１５〕 自由大宪章的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已在

历史中定格ꎬ同时ꎬ上文强调和贯穿了语言学中语言和社会身份关联的观点ꎬ拉
丁语主要关系到法律效力的主体ꎬ要开释对宪章主体效力普遍性的怀疑ꎬ则需回

溯到已定格的历史时空ꎬ联系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从社会主体的身份层面了解其

效力ꎮ 因此ꎬ下文概述自由大宪章的历史语境ꎬ进而说明对自由大宪章的对人效

力ꎮ

二、自由大宪章的历史语境及效力

(一)历史语境

历史语境ꎬ指的是历史事实发生时的具体环境和氛围ꎬ〔１６〕 具体到本文是自

由大宪章的具体环境和氛围ꎬ是借助史料来探究的关于宪章的“实况”ꎬ１２１５ 年

的自由大宪章只是英国历史维度上一个备受瞩目的节点ꎬ在与其之前的历史分

离的情况下理解大宪章以及历史语境无异于建立空中阁楼ꎬ将这一历史语境作

为认识对象ꎬ要认识它则需要诉诸于更早的关于英国的历史研究ꎮ 综观之ꎬ自由

大宪章之前英国社会一直纷争不断ꎬ王朝更迭ꎬ其中“诺曼征服”被认为是英国

历史的转折点ꎮ〔１７〕自其之后到大宪章时期ꎬ约翰王之前几代君王的制度构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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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的统治措施共同作用于 １３ 世纪的英国社会ꎬ形成自由大宪章的历史语

境ꎬ因此本部分对英国历史情况的介绍从威廉一世那里开始ꎮ
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统治英国ꎬ在政治上开启英国的集权君主制ꎮ 征服者

建立了以土地为纽带ꎬ以广大中小贵族为主要社会支柱的强大的王权ꎮ 威廉一

世分封土地ꎬ在国王和贵族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贵族要效忠帮助国王ꎬ而国

王要保护和维持分封的贵族ꎮ 大概是吸取法国大贵族据地自雄、无视王权的教

训ꎬ他还召开盟誓大会来确认君臣的效忠关系ꎮ 在分封制的基础上ꎬ国王采取了

其他社会措施加强王权:１. 改造和利用地方行政单位ꎬ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ꎻ
２. 利用和限制英国范围内的军事资源ꎬ为国王所用ꎻ３. 利用原来法律制度中保护

国王的一部分ꎬ改造法律制度并使之成为保护诺曼征服者的工具ꎻ４. 在教职任免

等层面削弱教会的独立性ꎬ宣布教会法庭和世俗法庭分离ꎮ〔１８〕此外ꎬ威廉一世在

政治人员任用上偏向于诺曼贵族ꎬ并下令对全国的土地、人口和税金进行彻查ꎬ
制定了被称为«末日审判书»的«土地赋役调查簿»ꎮ〔１９〕 同期英国的经济却不见

乐观ꎬ征服战争给英国经济带来挫伤和打击ꎬ其后诺曼人的到来并未给经济以任

何好的兆头ꎬ英国的财富不断流向法国ꎮ〔２０〕 政治经济的变化毫无疑问地带动社

会结构变化ꎮ 自诺曼征服到百年战争之间的英国历史又被历史学家称为“法国

的殖民地时代”ꎮ 诺曼征服之后ꎬ英国贵族财产流转到了诺曼贵族手里ꎬ有的甚

至被剔除出贵族之列沦为农民ꎮ 而诺曼贵族则在英国生活丰沃ꎬ包括教士职位

在内的英国上层被法国人占据ꎬ出于军事需要ꎬ骑士阶层在英国兴起ꎬ确保收受

封地的领主忠诚ꎮ 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战争而“翻身”ꎬ除了要承受领主转移

的负担之外ꎬ森林等资源成为王室财产ꎬ人们失去了公地的使用权ꎮ〔２１〕从社会结

构看ꎬ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国王在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同时ꎬ国王集中的权力依赖于

和贵族之间建立在封地之上的君臣关系ꎮ 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对后世英

王的统治产生影响ꎬ暗示国王和贵族、国王和教会、上层社会和农民等下层人民

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而又利益竞争的紧张关系ꎮ
后来的英王不断调整各方关系ꎬ巩固中央集权ꎬ维护自身利益ꎬ例如亨利一

世时期ꎬ在特殊地区实施特殊制度ꎬ增强国王的司法权限并加强对郡长的控制

等ꎮ 到了亨利二世则在税收、军队建设层面大有建树ꎬ既增加了王室收入又稳定

了军事人员ꎬ减轻对贵族的依赖ꎬ而且意识到教权和王权的冲突ꎬ颁布了规章确

认世俗法律对教士的约束ꎬ并在英国实施司法改革ꎬ实现司法集权化ꎮ〔２２〕到了自

由大宪章成书的约翰王时期ꎬ贵族和国王、教会和国王的关系紧张到了一定程

度ꎬ英王约翰即位之后ꎬ不但冒犯教会还得罪贵族:１. 在身兼法务大臣的坎特伯

雷大主教去世之后ꎬ约翰和教皇就接任人选发生矛盾ꎻ２. 约翰侵犯教会财产ꎬ被
开除教籍ꎮ 尽管和解但和教皇教会的冲突让国王名誉扫地ꎬ为他后续征战和政

务管理埋下隐患ꎮ〔２３〕而在贵族方面ꎬ约翰没有维持之前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政治

合作ꎬ而且因为当时法国领土的丧失、英国通货膨胀ꎬ导致贵族的利益受损ꎬ并且

间接影响到下层民众生活ꎬ因而激发各阶层对国王的不满ꎮ〔２４〕 总之当时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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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ꎬ经济状况发生变化ꎬ而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ꎬ在巩固

封建分封制ꎬ国王和贵族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同时ꎬ英国社会的状况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各方主体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协调ꎮ 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大宪章的

效力如何呢?
(二)大宪章的效力

仅就自由大宪章的内容和性质看ꎬ在社会主体层面ꎬ其具有广泛效力ꎮ 一方

面ꎬ从内容看ꎬ除了规定贵族的特权之外ꎬ其对民众利益也有涉及ꎮ 对于大宪章

的内容ꎬ早期研究中ꎬ学者将其归纳为两个部分:上层阶层的特权和民众的权

利ꎮ〔２５〕在宪章中确实有不少涉及到诸如骑士、下层臣民这样非贵族的权益的条

款ꎬ例如下列两条相关规定:
第 ３０ 条ꎬ“任何执行吏或管家吏ꎬ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车与马作为运输之用ꎬ

但依照该自由人意志为之者ꎬ不在此限”
第 ３９ 条ꎬ“任何自由人ꎬ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作

出合法裁判ꎬ皆不得逮捕ꎬ监禁ꎬ没收财产ꎬ剥夺法律保护权ꎬ流放ꎬ或加以其他任

何形式的损害ꎮ” 〔２６〕

这类保障民众权利的条款经常作为这份法律文件进步的例证ꎬ比如将大宪

章和其他欧洲的法律性文件相比较认为ꎬ宪章所确认的非贵族利益的让步远多

于其他欧洲的文件ꎮ 而且对非贵族利益授权的范围更加广阔:宪章的效力因内

容而具有普遍性ꎮ
另一方面从大宪章的性质看ꎬ它是政治性契约ꎮ 中世纪西欧的国家ꎬ盛行政

治契约关系:不同于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及其表达的社会关系ꎬ它
是一种经济政治制度ꎬ国王把在其名义下的土地分封而治ꎬ保护臣民ꎬ贵族骑士

对国王忠诚效力ꎬ在这种双向的关系界定下ꎬ契约当事人之间互负义务ꎮ 当时的

社会建立在此类契约关系之上ꎬ契约视为法律ꎮ〔２７〕 这类协议效力不仅限于协议

的私人间ꎬ就像国王加于贵族的税收负担会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一样ꎬ自由大宪

章对贵族的义务的规定也会在贵族管辖的下层人身上生效ꎬ可以说它在全国或

者领地范围内具有普遍效力ꎮ 如此ꎬ大宪章调整对象广泛ꎮ 但这样的界定显然

不够ꎬ因为它只留意自由大宪章的内容本身ꎮ
结合英国的历史情况ꎬ自由大宪章效力主体的普遍性值得质疑ꎮ 第一ꎬ从文

件的字里行间看ꎬ除了签订大宪章在场的三方ꎬ其中还有不少对市民、骑士一类

人的内容和规定ꎬ这些规定结合整个文本阐述民众的基本权利———文本中使用

的是“自由民”(ｌｉｂｅｒｉ)这一概念对其进行表述ꎬ例如在上文提到的第 ３０ 条和第

３９ 条ꎮ “自由民”概念在当时是对群体的界定ꎮ 可追溯至罗马时期ꎬ自由民指的

是罗马市民和外乡人(行省自由民)ꎬ民法适用于罗马市民ꎮ〔２８〕到中世纪英国ꎬ诺
曼征服之后自由民数量大大减少ꎬ自由民农奴化过程加速ꎮ 农奴处于社会底层ꎬ
虽然有基本的个人权利但并不是自由人ꎬ不在大宪章保障自由的范围内ꎮ〔２９〕

第二ꎬ将自由大宪章作为政治协议看ꎬ对自由大宪章效力主体普遍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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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浅显的来自其内容:宪章中规定的贵族的义务存在转移ꎬ但其权利不可能转嫁

到下层民众的身上ꎮ 具体到宪章规定ꎬ从贵族到居民的个人权利都得到一定程

度的保障ꎬ但其效力还是因身份存在差别ꎮ 例如规定了“同级审判”———贵族只

接受贵族的审判ꎬ实际确认了贵族的特权ꎬ甚至有研究者从政治立场出发来分析

大宪章的适用效力认为:它的很多条文反映的都是贵族的利益ꎬ对教会领主权利

予以保障ꎬ而对其他自由民的利益保障较少ꎮ 对大宪章内容更为中肯的历史分

析则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尔特的观点:大宪章的内容和其他的特许状并不存在不

同:第一重申了基本的封建原则ꎬ第二则是维护贵族权力ꎮ〔３０〕

至此ꎬ可知宪章的效力本身具有局限并非受制于使用的拉丁语本身ꎮ 那么

如何理解罗宾汉受保护和史料中诉讼管辖等的事件呢? 在诸多的罗宾汉故事中

有一个桥段ꎬ他被狮心王赦免ꎬ加官进爵ꎮ 比如在 Ｒｕｎｎｙｍｅｄｅ 这部剧本中ꎬ罗宾

汉的身份本身就是理查王的亲信ꎬ〔３１〕被保护的罗宾汉不是那个劫富济贫的法外

人ꎬ他在宪章所保护的自由民之列ꎮ 可见ꎬ罗宾汉受到大宪章保护和他的自由民

身份相关ꎬ而和他说什么语言没有关联ꎮ 相比较于文学故事ꎬ对诉讼管辖这样的

史料分析较为复杂ꎬ对“自由民”适用的大宪章于 １２２１ 年的诉讼管辖异议和

１２６５ 年的伦敦市民反对接管事件中ꎬ仍存在主体限制ꎮ

三、结　 语

上文从自由大宪章生成的语言环境展开讨论ꎬ结合历史语境可知ꎬ在法律层

面证明拉丁语并没有让大宪章沦为一纸空文ꎮ 笔者在分析上述内容的时候ꎬ主
要着重于自由大宪章时期英国的语言使用状况和大宪章的法律效力主体ꎬ在当

时的历史情况下仔细分析两者的关系ꎬ可以发现与拉丁语造成障碍的猜测相反ꎬ
使用拉丁语或许和这份法律性文件的效力吻合ꎮ 第一ꎬ拉丁语适合大宪章的效

力对象ꎮ １３ 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ꎬ拉丁语具有重要地位:诺曼征服

后ꎬ使用拉丁语的教士仍然承担着起草文书或者担任法官的工作ꎬ和欧洲的法语

或者英语这样的“平民”语言相比较ꎬ拉丁语被认为是文化和学识的象征ꎬ是主

要的书面语言ꎬ由于行政管理上越来越多使用书面文件ꎬ想要从政的人学习拉丁

语ꎬ〔３２〕它在上层社会普及ꎮ 大宪章主要适用于包括贵族在内的自由民ꎬ这份文

件使用拉丁语书写显然比贵族式的法语或者较为基层的英语更符合主体阅读需

求ꎮ 第二ꎬ拉丁语符合效力主体的身份ꎮ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和身份总

是相关联ꎬ在分析«萨克森明镜»原文本的语言时就有学者指出西罗马帝国之

后ꎬ基督教沿用拉丁语ꎬ进而该语言伴随着宗教信仰普及ꎬ拉丁语作为官方书面

语言ꎬ贵族以通晓拉丁语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ꎬ尽管后来的状况有所改观ꎬ
但拉丁语在西欧是受教育者的语言ꎬ是个人的社会背景符号ꎮ〔３３〕 大宪章使用拉

丁语文本ꎬ不妨理解为对主体身份和文本姿态的暗示ꎮ 第三ꎬ从制定过程看ꎬ除
了贵族和国王ꎬ大宪章的直接关系方还有教会ꎮ 在反对王权ꎬ促成宪章签订的过

程中ꎬ教会以兰顿大主教为代表参与ꎮ 使用拉丁语除了符合书写习惯还是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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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势力影响的表现ꎮ 这份文件主旨在于通过限制王权来保障贵族、教会权

力———使用拉丁语是平衡王权和特权的选择ꎮ
进一步分析ꎬ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熟稔于拉丁语法律文本ꎮ 选择拉丁语

而非其他语言ꎬ除了语言习惯、历史传统ꎬ其本身和文书性质关联ꎮ 作为一份政

治性协议ꎬ决定形式和内容的还有政治力量ꎮ 一方面宪章平衡协调当时各方政

治力量ꎮ 在法律性被后续研究者不断发掘的同时ꎬ自由大宪章在其历史时期的

政治色彩没有消退ꎬ其本身就是王权和贵族特权、王权和教权牵制平衡ꎬ明显的

是旨在分配和确认权力ꎮ 另一方面ꎬ自由大宪章是历史上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ꎮ
以宪章文本语言拉丁语为例ꎬ在签订大宪章的时候ꎬ王权显然在政治博弈中不占

优势ꎬ拉丁语文本体现中世纪教会力量在政治博弈中的影响力:一、参与自由大

宪章的生成ꎮ 在贵族叛乱而要求保障权利时ꎬ教会除了对英王约翰的侵占蔑视

表示反对外ꎬ也希望能够维持王权秩序ꎬ保持教会影响力ꎻ二、掌握大宪章形成的

主动权ꎬ使用教会语言书写法律文本ꎬ使得在当时世俗法院和教会法院分离的情

况下ꎬ仍然保持教会对世俗的事物掌控权ꎮ 拉丁语的官方语言姿态和大宪章政

治事务性质契合ꎬ这投射了当时教会在欧洲的普遍影响力和在一个国家具体事

物中的话语权ꎮ
基于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强制性ꎬ本文研究在回答自由大宪章问题时ꎬ也说

明文本背后的权力对社会生活有影响ꎮ 第一ꎬ大宪章效力和其文本语言表述都

指向身份ꎬ宪章作为普遍规范来说ꎬ无论在表达形式上还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不过

是身份权力化的再确认ꎮ 第二ꎬ自由大宪章对上层社会权力关系再次确认:就上

文的管辖权异议为例ꎬ当时被告依据大宪章提出ꎬ案件应该在郡法庭处理ꎬ案件

确实由郡法庭处理ꎮ 其历史社会背景是ꎬ英国因为土地结构ꎬ存在领主法庭ꎬ领
主具有司法权ꎮ 但在宪章之前ꎬ英国国王通过司法改革ꎬ强化了国王的司法权ꎬ
其法律程序主要在郡、百户区和城镇法庭ꎬ而不是领主法庭ꎬ在这些法庭上领主

没有法律特权ꎮ 这样的司法运行模式并不是以大宪章为开端ꎬ只是它对案件管

辖的规定分配和确认了司法权力ꎮ 总之ꎬ大宪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于确认以

身份为基础的权力配置ꎬ而拉丁语只是上层社会的身份符号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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