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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恶法亦法”的迷宫
———哈特法哲学的悖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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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特指出了边沁和奥斯丁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原创性贡献ꎬ却未能发现这种区分的根源在于

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之别ꎬ反倒将它归结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ꎬ结果在背离他们精辟见解的同时ꎬ又在奥斯丁

混淆实然与应然的错谬看法影响下ꎬ走向了“实然即应然”的歧途ꎬ以主张“恶法也有正当约束力”的方式扭曲了

正义感ꎬ没有看到“恶法亦法”的意思只是要求在实然维度上忽略恶法之恶而承认它是实证法ꎬ并不包含在应然

维度上肯定其正当性的因素ꎮ
〔关键词〕哈特ꎻ法律实证主义ꎻ实然法与应然法ꎻ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ꎻ法与道德ꎻ恶法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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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已有两百年历史的法律实证主义来说ꎬ
“恶法亦法”的问题可以说是一场难以摆脱的噩

梦ꎬ让它落入了无力自拔的理论泥潭ꎮ 本文试图

围绕 ２０ 世纪英国法理学家 Ｈ. Ｌ. Ａ. 哈特的看法

进行一些批判性分析ꎬ指出他在这个问题上如何

由于混淆实然与应然、隔断法律与道德的缘故ꎬ
陷入了直接赋予实证法的实然约束力以应然正

当性的深度悖论ꎬ同时对于恶法亦法的命题提出

一种新解释ꎮ

一、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区分基础

法律实证主义的“恶法亦法”命题与自然法

思潮的“恶法非法”命题针锋相对ꎬ并直接建立

在“实然法( ｌａｗ ａｓ ｉｔ ｉｓ)”与“应然法( ｌａｗ ａｓ ｉｔ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这种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区分

上ꎮ〔１〕在长文«实证主义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中ꎬ哈特曾明确指出ꎬ边沁和奥斯丁一贯主张要

坚定地、最大程度上清晰地区分实然法与应然

法ꎬ并谴责自然法思想家混淆了这种看起来简单

却又至关紧要的区分ꎮ〔２〕接下来提到边沁的某些

零散论述时ꎬ他又引用了奥斯丁依据这种区分反

驳恶法非法、主张恶法亦法的一大段论述ꎬ要点

如下:法的真实存在是一回事ꎬ法的好坏优劣是

另一回事ꎮ 法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ꎬ它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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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预设的标准是另一个问题ꎮ 某种法只要实

际存在ꎬ就是法ꎬ哪怕我们碰巧不喜欢它ꎬ或者说

它与我们的标准不一致(我们就是凭借这个标准

才赞许或非议它的)ꎮ〔３〕 按照这段论述ꎬ“恶法非

法”的意思其实是说ꎬ我们在应然维度上不喜欢

或厌恶某种法ꎬ觉得它违反了我们认同的正义标

准ꎬ因而认为它不是法ꎻ“恶法亦法”的意思则是

说ꎬ只要某种法在实然维度上真实存在ꎬ哪怕我

们在应然维度上不喜欢它ꎬ觉得它是道德上不正

当的“恶法”ꎬ它仍然是一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

法ꎮ
不过ꎬ哈特在此没有引用的两位前辈的另一

些论述或许更值得注意ꎮ 首先ꎬ基于休谟有关

“是”与“应当”的质疑ꎬ边沁在«政府片论»里辨析

了人们对待法律的两种不同态度:解释者的任务

是说明他觉得法律是怎样的ꎬ审查者的任务是评

论他认为法律应当是怎样的ꎮ 因此ꎬ前者主要陈

述或探究事实ꎬ后者主要讨论理由ꎮ 解释者仅仅

运用理解、记忆和判断的理智能力ꎬ审查者还要和

情感打交道ꎮ〔４〕其次ꎬ在«法理学的范围»里讨论

实证道德的时候ꎬ奥斯丁还这样指出了实然与应

然的区别:实然的实证道德(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ｉｔ
ｉｓ)是人们忽略其好坏优劣的实证道德ꎬ应然的

实证道德(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是人们

评判其是否符合神性法、因而是否值得认同的实

证道德ꎮ〔５〕换句话说ꎬ在边沁和奥斯丁看来ꎬ实证

法以及实证道德在应然维度上都有好坏优劣的

规范性价值ꎬ人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规范性标准对

它们作出带有情感色彩的评判诉求ꎬ要求它们

“应当”怎样ꎬ但在实然维度上ꎬ人们却会对这些

好坏优劣的规范性价值忽略不计ꎬ单凭理智能

力、不受情感干扰地把它们当成事实来描述ꎬ说
明它们“是”怎样的ꎮ 从这里看ꎬ边沁和奥斯丁

有关实然与应然的区分不仅十分精辟ꎬ而且还很

有意义ꎬ揭示了自然法思潮只考虑法律应当怎

样ꎬ却忽视了法律实际怎样ꎬ乃至以“应然即实

然”(或者说“把应然当实然”)的方式否定恶法

亦法的错谬倾向ꎬ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己

的意志诉求和情感偏好当成了法律是否实际存

在的认定标准ꎮ 从某种意思上说ꎬ法律实证主义

的强大生命力ꎬ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在哲学上也颇

有原创性的区分ꎮ
不幸的是ꎬ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从开始起就潜

含了一个致命的软肋ꎬ因为边沁和奥斯丁未能将

这种区分进一步追溯到“认知”与“非认知”的两

类不同需要那里ꎬ结果没有看到:人们之所以能

在实然维度上对实证法好坏对错的非认知价值

忽略不计ꎬ仅仅把它们当成事实来描述ꎬ归根结

底是因为他们纯粹出于好奇心或求知欲考察实

证法ꎬ而不是像在应然维度上那样ꎬ在认知需要

外又引入了道德、实利、信仰、炫美的非认知需

要ꎬ对实证法作出了富于情感色彩的规范性评判

诉求ꎮ 换言之ꎬ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终极因

素ꎬ在于人们的两种不同认知态度:能不能在考

察实证法的时候保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科学

态度ꎮ〔６〕主要由于缺少这种溯源努力的缘故ꎬ奥
斯丁在自觉区分了实然与应然后ꎬ又时常不自觉

地把二者混同起来了ꎮ 例如ꎬ他曾宣称ꎬ虽然“立
法科学”或“伦理科学”旨在研究“实证法应当如

何”ꎬ不像“法理科学”那样旨在研究“实证法实

然如何”ꎬ但这些“科学”的研究者都能“像数学

科学的专家们一样ꎬ在研究中达成共识”ꎬ发现各

自的“真理”ꎮ〔７〕这个说法表明ꎬ奥斯丁并未注意

到下面的微妙差异:只有研究“实证法实际如

何”的“法理科学”才会在考察各种实证法的实

然维度时ꎬ由于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成为

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科学”ꎻ相比之下ꎬ研究“实
证法应当如何”的“立法科学”或“伦理科学”ꎬ即
便建立在“法理科学”的基础上ꎬ也会由于引入

非认知需要ꎬ完成从“非认知价值中立”到“非认

知价值重载”的转型ꎬ试图解答“应当制定和服

从什么样的良法”这个应然问题的缘故ꎬ不再是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了ꎮ 后面会看到ꎬ正是由

于区分后又混淆了实然与应然的缘故ꎬ奥斯丁未

能依据自己的精辟区分ꎬ一举揭开恶法亦法难题

的谜底ꎬ反倒还以与自然法思潮相反的方式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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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然即应然” (或者说“把实然当应然”)ꎬ结果

误导了包括哈特在内的追随者走进了死胡同ꎮ
更不幸的是ꎬ哈特等后世追随者虽然在其他

方面作出了不少理论贡献ꎬ但在这个对于法律实

证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倒退了一大步ꎬ
且不说追根溯源到两类不同需要那里了ꎬ反倒连

边沁和奥斯丁业已指出的清晰区分也忘掉了ꎬ只
是囫囵吞枣地运用两位前辈的给定术语ꎬ却离问

题的要害越来越远ꎮ 例如ꎬ在«实证主义及法律

与道德的分离»里ꎬ哈特不仅将实然法与应然法

的区分几乎完全归结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ꎬ
而且还特别指出ꎬ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这种区

分ꎬ并不依赖于“主观主义”“现实主义”“非认知

主义”这些讨论价值本质和道德评判等问题、但
效益主义并不赞成的理论ꎬ所以不应当与某种道

德理论的下述主张混为一谈:有关“是”的事实

命题与有关“应当”的价值命题是截然不同的ꎬ
因为价值命题中包含了感情、情绪、态度、主观偏

好等“非认知”因素ꎬ既无法从可以认知或证实

的事实命题推出ꎬ也无法像事实命题那样通过理

性的途径予以认知或证实ꎮ 在哈特看来ꎬ这种道

德理论以及另一些观点相反的理论对于人们理

解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一点意义也没有ꎬ因为

它们并未触及这样的事实:有些法律即便是不义

或愚蠢的ꎬ却依然是法律ꎻ与之相反ꎬ有些规则完

全具有成为法律的道德资格ꎬ却依然不是法

律ꎮ〔８〕考虑到哈特专门研究过哲学ꎬ像他这样把

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区分与休谟有关是与应当的

质疑割裂开来ꎬ未免让人奇怪ꎬ同时也让他与两

位前辈背道而驰ꎬ以至引用他们的时候也居然舍

弃了那些更为精辟的见解ꎬ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遮

蔽了两类不同需要以及两种不同认知态度对于

这种至关紧要的理论区分的决定性作用ꎬ以至只

好以隔断法律与道德的方式解释恶法亦法的命

题ꎬ最终走到了比奥斯丁更荒谬的极端ꎬ让法律

实证主义暴露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严重理论

漏洞ꎮ

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隔断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ꎬ哈特并没有完全否定法

律与道德的关联ꎮ〔９〕例如ꎬ在«实证主义及法律与

道德的分离»中ꎬ他就承认了法律体制与道德观

念相互影响、道德原则被引入法律体制这些“历
史事实”ꎬ并指出边沁和奥斯丁也肯定了它们的

“交叠处”ꎮ〔１０〕但在介绍了他们区分实然法与应

然法的见解后ꎬ哈特紧接着却把这种区分理解成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隔断了:当边沁和奥斯丁坚持

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分离时ꎬ他们说的法律其实是

具体特定的法律ꎬ这些法律的含意清晰而无争

议ꎻ他们要论证的是ꎬ哪怕这些法律在道德上让

人觉得无法容忍ꎬ它们依然是法律ꎮ〔１１〕 正是从这

种理解出发ꎬ哈特反复要求人们考察实证法的时

候ꎬ应当专注于它们在实际上是否权威和有效ꎬ
却无需考虑它们在道德上是否正当或正义ꎮ 这

种立场如此执着ꎬ以至几年后在«法律的概念»
一书里ꎬ饱受批评的他依然不愿肯定法律与道德

关联的必然性ꎬ而主张下面的弯弯绕说法才是法

律实证主义的标志性理念:尽管法律事实上再现

或满足了某些道德的要求ꎬ但这根本不是一个必

然的真理ꎮ〔１２〕在他看来ꎬ只有坚持法律与道德的

截然分离ꎬ才能让法理学成为一门不涉及规范性

证成、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的纯粹描述性理论ꎮ 二

十多年后在«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的导言里ꎬ
为了表明这种一贯的立场ꎬ哈特依然延续了«实
证主义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说法ꎬ指出他反

对那些主张法律与道德必然关联的观点ꎬ捍卫边

沁和奥斯丁有关“实然法( ｌａｗ ａｓ ｉｔ ｉｓ)与道德上

的应然法( ｌａｗ ａｓ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ｉｔ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之间区

分”的见解ꎬ〔１３〕 仿佛不在此加上“道德上的”一

词ꎬ就不足以彰显这种区分的要害在于法律是否

与道德分离似的ꎬ却没有察觉到在这类自相矛盾

的折中调和中ꎬ他回避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倘若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历史

事实”ꎬ倘若法律“事实上”再现或满足了某些道

德的要求ꎬ非要在理论上将两者强行隔断ꎬ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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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重扭曲了它们在“实然”维度上的“真实”面
目?

然而ꎬ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漏洞ꎬ将法律与

道德截然分离依然构成了奥斯丁之后法律实证

主义的共通立场———哪怕支持者们的其他具体

观点彼此有别ꎮ 例如ꎬ凯尔森谈到法律与道德的

冲突时就指出ꎬ作为一个法学家———即在涉及法

律规范的认识时———他一定不问道德方面如

何ꎮ〔１４〕拉兹也认为ꎬ既然法律属于执行阶段ꎬ那
么它可以不诉诸道德论据而得到认定ꎬ法律的性

质学说产生了一种认定法律的检验ꎬ它的使用并

不要求诉诸任何道德或其他的评价性论证ꎮ〔１５〕

这种共识的影响力如此之大ꎬ连肯定了法律与道

德关联的哈贝马斯也声称ꎬ他想一开始就把法律

与道德区分开ꎬ把“法律”理解成依据它的可能

证成以及诠释和实施方面的约束力而宣称具有

合法性的现代实定法ꎮ 只要道德与法律语言的

区分还在ꎬ道德的内容移入法律中就不意味着任

何对法律的直接道德化ꎮ〔１６〕 不过ꎬ反讽的是ꎬ以
这种方式让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而不是实然法与

应然法的区分)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理念ꎬ
与其说推动了它的发展ꎬ不如说会葬送它的前

景ꎬ因为这个理念既错谬又荒唐ꎬ严重偏离了边

沁和奥斯丁的精辟见解ꎮ
撇开边沁代表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

书名已经显示了两者在原理层面的必然关联不

谈ꎬ单就奥斯丁而言ꎬ他不仅在区分实然法与应

然法的时候ꎬ而且在区分实证法与实证道德的时

候ꎬ都充分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联ꎮ 在他

看来ꎬ实证法与实证道德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实施

的主体和手段上ꎬ如实证法是政治强势者诉诸国

家机器实施的制裁命令ꎬ实证道德主要是政治弱

势者诉诸社会舆论实施的引导规则等ꎬ但两者在

内容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断裂ꎬ反倒是不可分割

甚至相互转化的ꎮ 所以ꎬ他不仅主张与普遍道德

感一致的效益原则构成了立法活动应当考虑的

首要内容ꎬ而且还宣称ꎬ实证道德的某些规则可

以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法ꎬ也会涉及道德上的

“强制性” “制裁”和“义务”ꎮ〔１７〕 更重要的是ꎬ如
同上文所表明的那样ꎬ奥斯丁还明确认为ꎬ实证

道德像实证法一样也有实然与应然两个维度ꎬ并
非纯粹应然的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哈特等人把法律

与道德的隔断说成是实然法与应然法之别的要

害就十分荒谬了:第一ꎬ倘若实证道德自身并非

纯粹应然的ꎬ而是同样包含实然的一面ꎬ何以实

证法只有与实证道德截然分离才能成为实然的ꎬ
并让自己原本同样包含的应然一面烟消云散呢?
为什么这种分离不会反过来ꎬ让实证道德成为纯

粹实然的ꎬ而让实证法原本同样包含的应然一面

烟消云散呢? 第二ꎬ倘若实证道德如同实证法一

样ꎬ也有可以“忽略其好坏优劣”的实然维度ꎬ我
们岂不是会像遇到“恶法亦法还是非法”的问题

那样ꎬ也会遇到“恶德亦德还是非德”的类似问

题吗? 既然如此ꎬ我们又该通过把道德与什么隔

断的途径回答这个问题呢? 毋庸讳言ꎬ对于哈特

等后世追随者来说ꎬ这些难题同样是绕不过去而

又很难回答的ꎮ
不错ꎬ如同哈特所说ꎬ边沁和奥斯丁都主张ꎬ

不能单凭一条规则违反了道德标准的事实ꎬ就说

它不是法律规则ꎻ也不能单凭一条规则在道德上

值得意欲的理由ꎬ就说它是一条法律规则ꎮ〔１８〕 但

深入分析会看出ꎬ这个见解并不像哈特望文生义

地理解的那样ꎬ旨在强调法律只有摆脱了道德的

束缚才能成为实然的ꎮ 毋宁说ꎬ尤其在奥斯丁那

里ꎬ它的意思是说:某种实证法是不是法律规则ꎬ
取决于它们在实然维度上是不是政治强势者诉

诸国家机器实施的制裁命令ꎬ而不取决于它们在

应然维度上是不是符合我们认同的某种规范性

道德标准ꎮ 所以ꎬ我们也不可用应然置换实然ꎬ
拿一条规则是否符合我们认同的应然性道德标

准作尺度ꎬ断言它是不是法律规则ꎮ 换言之ꎬ这
个见解并非主张法律只有与道德上好坏对错的

应然性价值截然割裂才能成为法律ꎬ而是主张:
尽管法律在应然维度上总是由于与道德必然关

联的缘故具有好坏对错的非认知价值ꎬ我们在实

然维度上指认一条规则是不是法律规则的时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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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必须把它本身具有的这些非认知价值负载悬

置起来(“忽略其好坏优劣”)ꎬ纯粹以非认知价

值中立的方式ꎬ分析考察它是不是政治强势者诉

诸国家机器实施的制裁命令ꎬ而不应当以非认知

价值负载的方式断言ꎬ一条规则只有符合我们认

同的规范性道德标准才是法律规则ꎬ否则就不是

法律规则了ꎮ 然而ꎬ哈特不仅没有看到这里的关

键在于人们考察实证法的时候持有的两种不同

认知态度ꎬ遗忘了奥斯丁主张实证法和实证道德

都包含了实然与应然两个不同维度的精辟观念ꎬ
反倒还南辕北辙地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分水岭

归结为法律是不是与道德截然分离了ꎬ即便受到

了批评ꎬ也只是改口承认法律偶然地满足了某些

道德的要求ꎬ却依然拒绝肯定这种关联的内在必

然性ꎬ结果严重削弱了法律实证主义由于区分实

然法与应然法而具有的强大生命力ꎬ让它落入了

扭曲事实、自相矛盾的理论泥潭ꎮ
倘若我们批判性地汲取边沁尤其是奥斯丁

的有关见解ꎬ或许可以将法律与道德在实然和应

然两个维度上形成的内在关联概述如下:
首先ꎬ道德是人们由于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

需要所形成、由正义底线来维系的一个价值领

域ꎬ与另外四个由于处理人们的其他基本需要所

形成的价值领域(认知、实利、信仰、炫美)一起ꎬ
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实质性内容ꎮ 同时ꎬ它自身又

能进一步分成日常道德与政治法律两个部分ꎬ前
者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基于自己的正义理念所

形成的缺乏他律性强制手段、主要靠个人自律和

公众舆论发挥作用的行为规则来支撑(亦即奥斯

丁说的“实证道德”ꎬ包括了习惯法、伦理习俗

等)ꎬ后者由掌握权力的强势者基于自己的正义

理念所形成的拥有他律性强制手段、主要靠国家

机器的强力制裁发挥作用的行为规则来支撑(其
中法律规则的制裁效应又超出了行政规则的制

裁效应)ꎮ〔１９〕就此而言ꎬ所谓“法律”实际上是道

德领域内与日常道德以及行政体制并立的一个组

成部分ꎬ根本没有在道德领域之外独立存在的资

格ꎬ当然更谈不上与广义“道德”的分离隔断了ꎮ

其次ꎬ无论是奥斯丁指认的实证法与实证道

德的区别ꎬ还是哈特指认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ꎬ
主要涉及道德领域内法律与日常道德(狭义“道
德”)这两个部分的关系ꎮ 然而ꎬ在现实生活中ꎬ
由于同样来自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需要ꎬ并且同

样基于为人伦关系划定底线的正义理念ꎬ这两个

部分在内容上总是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必然关联:
一方面ꎬ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是通过立法者的正义

理念源于日常道德的ꎬ因为不仅立法者自己的正

义理念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ꎬ而且他们还会在

不同程度上结合普通人的正义理念制定各种法

律规则ꎻ只有依据这一点ꎬ我们才能解释何以任

何法律体制都会针对杀人、偷盗等行为规定或重

或轻的刑事惩罚ꎬ因为日常道德认为这些行为是

邪恶或不义的ꎮ 另一方面ꎬ所有的法律规则在社

会中付诸实施后ꎬ又会将它们蕴含的正义理念落

实到日常生活中ꎬ通过自身的约束力影响和改造

日常道德ꎬ尤其是诉诸强制性的制裁迫使人们接

受自身体现的道德诉求和行为规范ꎮ 有鉴于此ꎬ
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与哈特相反的结论:“法律再

现或满足了道德要求”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现

象ꎬ而是一个普遍必然的真理ꎮ 其实ꎬ哈特不仅

承认“我们的法律体制广泛认可了正义原则和个

体道德诉求”ꎬ而且指出某些基本的法律规则与

禁止杀人、使用暴力、偷盗等基本道德原则是重

合的ꎬ因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事实陈述:所有法

律体制在这些最关键的方面事实上都是与道德

一致的ꎻ 在这种意思上说ꎬ 这个陈述必然如

此ꎮ〔２０〕有鉴于此ꎬ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ꎬ面对

如此明显的事实ꎬ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说ꎬ实证法

在实然维度上不是与道德“必然”关联的呢?
最后ꎬ在理论上ꎬ法学研究者不仅能够、而且

应当从实然和应然两种不同的视角考察法律与

日常道德的必然关联ꎮ 一方面ꎬ在实然维度上ꎬ
研究者应当将自己的规范性道德立场悬置起来ꎬ
纯粹从求知欲出发ꎬ描述分析各种实证法与日常

道德必然关联的本来面目ꎬ着重探讨以下问题:
各种实证法体现了立法者怎样的正义理念?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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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普通人的日常道德在哪些方面是一致的ꎬ又
在哪些方面存在冲突? 它们是通过怎样的强制

性途径付诸实施的ꎬ这些实施又是怎样影响和改

造了日常道德ꎬ产生了哪些实际后果? 换言之ꎬ
从实然角度考察各种实证法ꎬ获得法理科学的真

理知识(这种理论追求也是法律实证主义由于区

分实然法与应然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

因素)ꎬ关键不在于把它们与这样那样的日常道

德或实证道德割裂开来ꎬ而在于研究者采取非认

知价值中立的态度ꎬ像奥斯丁指出的那样“忽略

其好坏优劣”ꎬ仅仅如其所是地深入探究它们作

为事实的本来面目ꎻ否则的话ꎬ倘若我们像哈特

那样忽略了它们与日常道德必然关联的事实ꎬ坚
持将两者隔断ꎬ恰恰会适得其反地遮蔽这些实证

法在实然维度上的事实真相ꎮ
另一方面ꎬ在应然维度上ꎬ研究者应当在如

实揭示各种实证法与日常道德必然关联的基础

上ꎬ通过“非认知价值重载”的转型ꎬ重新引入此

前被悬置的规范性道德立场ꎬ以它为标准针对这

些真相已被揭示的实证法以及相关日常道德的

好坏对错展开价值评判ꎬ着重探讨以下问题:各
种实证法体现的正义理念及其与日常道德的一

致或冲突之处是值得肯定还是应当否定的? 它

们对日常道德的影响和改造是有助于还是有害

于社会生活的良善秩序? 然后再根据这些应然

性的价值评判ꎬ提出在现实中应当遵守、改进、反
对、抵抗这些实证法的实践性行为诉求ꎬ从而在

法理科学真理知识的基础上ꎬ建立起诉诸各种规

范性道德立场作为非认知价值标准的法学理论ꎬ
据以指导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实践ꎮ 否则的话ꎬ倘
若我们像哈特那样否定实然与应然的联结融合ꎬ
放弃非认知价值重载的转型ꎬ就会否定法理科学

指导法律实践的规范性功能ꎮ〔２１〕

综上所述ꎬ哈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主要在

于ꎬ由于拒绝把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区分归结到两

种不同的认知态度那里ꎬ他将“研究者理应悬置

自己的规范性道德立场”亦即奥斯丁说的“忽略

其好坏优劣”曲解成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ꎬ既

否定了法律与道德在实然维度上的不可分割(任
何实证法都是立法者基于道德上的正义理念制

定的)ꎬ也否定了它们在应然维度上的不可分割

(任何人都能基于道德上的正义理念对于任何实

证法作出好坏对错的评判诉求)ꎬ结果得出了

“只有与道德分离的实证法才是实然法”的错谬

结论ꎬ严重扭曲了边沁和奥斯丁的原初见解ꎬ造
成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质性偏向ꎮ 事实的真相

是ꎬ无论在实然还是应然维度上ꎬ要求把法律与

道德隔断ꎬ都像要求把水流与源头、枝叶与树根

隔断一样荒唐ꎬ最终只会让实证法变成缺乏立足

基础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ꎮ

三、如何理解恶法亦法

由于类似的缘故ꎬ当哈特站在隔断法律与道

德的立场上为恶法亦法的命题辩护时ꎬ他一方面

放弃了边沁和奥斯丁见解中的深刻因素ꎬ另一方

面又继承了他们见解中的误导因素ꎬ结果让法律

实证主义的这个精辟主张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理

论泥潭ꎬ以至某些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一个理论上

无解的“伪命题”ꎮ
例如ꎬ哈特引用了边沁的一些话后指出ꎬ边

沁既反对那种否定了对法律的一切批评的见解ꎬ
又反对那种主张人们可以任意违反法律的见解ꎬ
从而围绕实然与应然的区别提出了一个“最困难

的问题”:如果法律不是它应当是的ꎬ如果它公然

与效益原则冲突ꎬ我们是应当遵守它还是违反

它ꎬ或是在发布邪恶命令的法律与禁止这种邪恶

的道德之间保持中立?〔２２〕 然而ꎬ哈特既没有看到

边沁在此彰显的只是违反效益原则的恶法与效

益主义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ꎬ而不是他自己

强调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抽象隔断ꎬ也忽视了边

沁面对这种矛盾冲突找不到答案的理论窘境ꎬ反
倒把边沁在法治语境下提出的“严格服从ꎬ自由

批评”当成了效益主义应对所有恶法的既定立

场ꎬ却没有引用边沁的另一段精辟论述:恶法就

是禁止无害行为方式的法律ꎮ 因此ꎬ恶法禁止的

行为方式不能说是犯法ꎮ〔２３〕 显而易见ꎬ这段话一

—７４１—

走出“恶法亦法”的迷宫



方面承认恶法也是“法律”ꎬ另一方面又主张ꎬ从
事恶法禁止的行为并不等于“犯法”ꎬ因而从一

个角度清晰地展示了边沁由于既赞成“恶法亦

法”ꎬ又赞成“恶法非法”ꎬ却无从将二者统一起

来的两难困惑ꎬ同时也清晰地体现出边沁在这个

问题上与哈特片面强调“恶法亦法”ꎬ主张人们

应当服从恶法约束力的见解之间的深刻差异ꎮ
再如ꎬ哈特似乎更倾向于认同奥斯丁的见

解ꎬ因为后者在指出“法的存在是一回事ꎬ法的好

坏优劣是另一回事”后ꎬ猛烈抨击了自然法思潮

主张“与神性法冲突的人定法没有约束力ꎬ因此

也不是法”的观点:最有害的法即便与上帝的意

志完全冲突ꎬ也是并且一直是法庭强制实施的

法ꎮ 普遍地宣称所有与上帝意志相矛盾的恶法

都是无效和不可忍受的ꎬ是在鼓吹无政府主

义ꎮ〔２４〕然而ꎬ撇开奥斯丁在应然维度上由于同时

主张实证法“应当”符合神性法ꎬ否则人们就不

应当服从而面临的与边沁类似的严峻张力不谈ꎬ
他在此流露的要求人们服从恶法的有效约束力ꎬ
结果严重扭曲了正义感的错谬意向ꎬ也不像哈特

认为的那样是基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ꎬ而毋宁说

是因为他把自己业已分开的实然法与应然法又

混为一谈了ꎬ所以才会走向与自然法思潮主张的

“应然即实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实然即

应然”ꎬ却没有看到下面这个关键点:尽管恶法在

实然维度上的确是法ꎬ如同良法一样具有法庭强

制实施的有效约束力ꎬ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应

然维度上也应当像服从良法的有效约束力那样ꎬ
服从恶法的这种有效约束力ꎮ 换言之ꎬ倘若把奥

斯丁自己主张的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区分贯彻到

底ꎬ我们在恶法亦法还是非法的问题上只能采取

下面的立场:尽管我们在“忽略其好坏对错”的

实然维度上可以承认恶法也是实证法ꎬ我们在

“评判其好坏对错”的应然维度上却不应当服从

恶法的实际约束力ꎬ否则就会严重扭曲我们理应

坚持的道德上的正义感ꎮ
毫不奇怪ꎬ由于主张法律与道德的隔断ꎬ哈

特更激进地发展了奥斯丁要求人们服从恶法约

束力的“实然即应然”意向ꎬ从而让法律实证主

义扭曲正义感的理论窘境变得更严重了ꎮ 例如ꎬ
他在批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从实证主义立

场转向自然法立场的时候ꎬ就指责后者对法律与

道德的关联“一知半解”ꎬ其观点“依赖于对一个

简单事实的重要性的过度夸张”ꎻ而在分析了

１９４９ 年德国法庭依据“拉德布鲁赫公式”判处一

个向纳粹告发其丈夫的反纳粹言论的妇女有罪

的案例后ꎬ他甚至声称“这样做是否明智值得怀

疑”ꎬ并认为当初纳粹法庭为了维护纳粹统治判

处其丈夫有罪的判决尽管在道德上不合理ꎬ但与

“机械”的判决相比依然可以说是明智和有目的

的ꎬ并且从某种观点看也是应当作出的判决(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ｓ ｉｔ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ꎮ〔２５〕于是ꎬ这些

论述清晰地展示了哈特由于从应然视角理解“恶
法亦法”的实然命题所陷入的内在悖论:这个命

题原本只是在实然维度上承认恶法也是实证法ꎬ
并要求法学研究者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ꎬ
如实探讨恶法的生成机制、理念依据、制裁效力

和实际后果ꎬ并没有在应然维度上主张ꎬ人们应

当维护和遵守不义的恶法ꎬ哪怕为此造成了严重

后果也在所不惜ꎮ 可是ꎬ哈特却从“恶法是具有

实际约束力的实证法”的实然前提出发ꎬ直接推

出了“人们应当服从恶法的实际约束力”的应然

结论ꎬ以致认为纳粹法庭的有关判决尽管在道德

上不正义ꎬ但既然是为了维护纳粹统治的“明

智”目的作出的ꎬ在法律上就具有“应当”的效

力ꎮ 不难看出ꎬ如同奥斯丁的类似主张一样ꎬ这
种扭曲正义感的严重缺陷在理论上也是源于他

违背了法律实证主义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初

衷ꎬ犯下了试图“从是直接推出应当”、乃至“把
实然当应然”的“自然主义谬误”ꎮ

其实ꎬ倘若从实然与应然之别的视角看ꎬ“拉
德布鲁赫公式”的下述三个要点之间也存在难以

消解的内在矛盾:１. 应当维护实证法的安定性ꎬ
不可随意否定其效力ꎻ２. 实证法应当符合正义ꎻ
３. 实证法如果违反正义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ꎬ就
失去了有效性ꎮ 一方面ꎬ后两个要点提出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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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符合拉德布鲁赫说的“人本主义道德”的正

义底线ꎬ不然就会失去正当性的应然性诉求ꎬ等
于从某种特定的规范性视角指认了法律与道德

的必然关联ꎬ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防止纳粹分子以

“服从法律” 为借口逃避正义惩罚的积极效

应ꎮ〔２６〕另一方面ꎬ第一个要点要求人们维护实证

法的安定性却与哈特的见解类似ꎬ潜藏着“实然

即应然、现实即合理”的扭曲意向ꎬ把“实证法具

有实际效力”的事实描述直接转换成了“应当维

护实证法的实际效力”的价值诉求———或者说把

实然维度上的“忽略其好坏对错”直接转换成了

应然维度上的“忽略其好坏对错”ꎬ结果与后两

个要点形成了冲突:要是第一个要点成立的话ꎬ
为什么在恶法严重违反正义的情况下ꎬ我们就不

可维护它的安定性ꎬ反倒应当否定其有效性呢?
即便恶法严重违反了正义ꎬ它不还是实证法ꎬ因
而还有应当维护的安定性或有效性吗? 事实上ꎬ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某些由于强调法的安定

性主张人们应当服从恶法的见解ꎮ〔２７〕 就此而言ꎬ
这个公式虽然凭借“超法律的正当高于法律的不

正当”的理念彰显了恶法非法的应然性一面ꎬ甚
至凭借“严重违反正义”的措辞暗含着主张人们

“不可因为对实证法稍有不满就拒绝服从”的深

刻因素ꎬ却同样未能揭开恶法亦法的实然性一面

的谜底ꎬ尤其没有看到下面的关键点:恶法亦法

的命题只是在把恶法视为法理科学研究对象的

认知意思上成立ꎬ并不包含“恶法的实际制裁效

力在法律实践中也有正当性”的规范性意蕴ꎻ所
以ꎬ尽管在实然维度上忽略了其“恶”的“恶法”
依然是“法”ꎬ但这并不等于说ꎬ它在应然维度上

也不再是“恶”的了ꎬ因而我们就应当服从或忍

受它的实际约束力ꎮ
从上面的分析看ꎬ相当反讽的是ꎬ只有坚持

边沁尤其是奥斯丁作出的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原

初区分ꎬ我们才能走出“恶法亦法还是非法”的

理论迷宫ꎮ
首先ꎬ从实然角度看ꎬ“恶法”无疑“是”实证

法ꎬ因为我们在法理科学的研究中采取非认知价

值中立的态度忽略了它的“恶”后ꎬ剩下的任务

自然就是如实揭示它作为“法”的本来面目ꎬ诸
如它是谁依据怎样的正义理念制定的ꎬ如何诉诸

国家机器发挥强制性的约束力ꎬ造成了哪些实际

后果等ꎮ 所以ꎬ无论我们在应然维度上怎样不喜

欢某种实证法ꎬ觉得它严重违反了自己认同的规

范性正义理念ꎬ乃至设法抵制它的约束力ꎬ都不

可像自然法理论家那样ꎬ否认它是现实生活中具

有实际约束力的实证法ꎬ否认它是法理科学的研

究对象ꎮ 如前所述ꎬ指出这一点ꎬ正是法律实证

主义通过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作出的最重要理

论贡献ꎮ
其次ꎬ按照实然法与应然法之别ꎬ我们在实

然维度上如实承认“恶法亦法”ꎬ承认它在现实

生活中具有实施制裁的实际效力ꎬ只是肯定了恶

法作为实证法以及法理科学研究对象的事实存

在ꎬ并不涉及我们针对它的应然性评判诉求ꎬ尤
其不包含我们针对它的坏恶价值的规范性认同ꎮ
而在引入了我们的非认知需要特别是规范性道

德立场ꎬ从实然维度转到应然维度后ꎬ我们就不

应当再像实然维度上那样继续“忽略其好坏优

劣”了ꎬ尤其不应当凭借“恶法亦法”的实然理由

肯定恶法的应然正当性ꎬ否则就会像奥斯丁和哈

特那样犯下“把实然当应然”的逻辑谬误ꎬ亦即

把“承认恶法的实际约束力”偷换成了“承认恶

法的正当约束力”ꎬ把有关恶法约束力的“实然

性描述解释”偷换成了“应然性辩护证成”ꎬ最终

走向严重扭曲正义感的悖论结局ꎮ 换言之ꎬ尽管

我们在实然维度上如其所“是”地承认了“恶法

亦法”ꎬ在应然维度上却必须如其“应当”地凭借

自己认同的规范性正义理念ꎬ旗帜鲜明地主张

“恶法非法”ꎬ拒绝肯定恶法在道德上的正当性ꎬ
否则就会通过混淆实然与应然的途径ꎬ严重扭曲

我们的正义感———虽然我们也有必要意识到自

己的有限性ꎬ不可仅仅因为某种尚未严重违反正

义底线的实证法不符合我们的理想要求、让我们

感到不满的缘故ꎬ就不仅在应然维度上拒绝服从

它ꎬ而且在实然维度上否定它的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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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ꎬ要是把“忽略其好坏对错”的主

张贯彻到底的话ꎬ我们在实然维度上不仅有必要

忽略所有恶法在规范性内容方面的所有“恶”ꎬ
而且也有必要忽略所有实证法在程序性形式方

面的所有“恶”(包括那些不符合富勒所谓“法的

内在道德”的因素)ꎬ〔２８〕 因为缺乏有关形式特征

或立法程序的法尽管是不完美或有缺陷的法ꎬ却
与那些突破了规范性正义底线的恶法相似ꎬ依然

是无可否认的实证法ꎬ能够构成法理科学的研究

对象ꎮ 哈特在质疑 １９４９ 年德国法庭的上述判决

“是否明智”时曾指出:“如果要惩罚这位妇女的

话ꎬ必须引入某种公开溯及既往的法律ꎬ并充分

意识到为了这样让她受到惩罚我们要付出的代

价”ꎬ这就是不得不放弃法不溯及既往“这个大

多数法律体制业已接受的珍贵道德原则”ꎮ〔２９〕 然

而ꎬ无论是很多人看重的“立法程序”ꎬ还是他在

此强调的“法不溯及既往”ꎬ恰恰包含了某些应

然性的道德内容ꎬ尤其体现了试图让实证法在形

式上具有对于所有人的普遍适用性的价值诉求ꎬ
因此的确可以说构成了连哈特自己都不肯将其

与法律截然隔断的“珍贵道德原则”ꎮ 有鉴于

此ꎬ假如哈特的质疑能够成立ꎬ他就会陷入另一

个说不通的自相矛盾了:既然一部“公开溯及既

往”的法律在这样与“道德”隔断后也是无可否

认的实证法ꎬ那么ꎬ就算它是一部会让我们付出

代价的“恶法”ꎬ我们岂不是依然应当像哈特自

己主张的那样服从它的实际约束力ꎬ否则就是

“不明智”的么?
值得一提的是ꎬ在批评拉德布鲁赫混淆了实

然法与应然法的时候ꎬ哈特提到了“Ｒｅｃｈｔ(法)”
这个德语词的诱导作用ꎮ〔３０〕 其实ꎬ在其他语言

里ꎬ与奥斯丁曾精辟分析的 “德” 字相似ꎬ〔３１〕

“法”字也同时兼有实然与应然的双重语义ꎬ既
可以指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实证法的事实存在之

“是”ꎬ也可以指作为规范性正义标准的价值评

判之“应当”ꎻ所以ꎬ“合法( ｌａｗｆｕｌ)”一词既可以

在实然维度上指某个行为符合现行的实证法ꎬ也
可以在应然维度上指这个行为被言说者评判成

正义的ꎮ 由于立法者总是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

场上彰显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则在道德上对于所

有人的正当性或正义性ꎬ更是让“法即正当、合法

即合乎正义”的笼统见解潜移默化地积淀到了

“法”字的内涵中ꎬ导致它的双重语义难分难舍

地融为一体了ꎮ 结果ꎬ普通人也很容易在现实生

活中将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ꎬ认为实然维度上的

“合法” 直接等于应然维度上的“正当” 或“正

义”ꎬ甚至认为服从恶法也是正当或正义的ꎬ却遗

忘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只有当人们认为某种实证

法符合自己认同的规范性正义底线时ꎬ他们才会

认为符合这种实证法的行为是正当或正义的ꎮ
比较一下“人” “国”等字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看

出这一点:由于它们的应然语义相对于实然语义

来说不像“法” “德”等字那么强势ꎬ一般而言ꎬ
“恶人亦人”“恶国亦国”的命题并不会像“恶法

亦法”“恶德亦德”的命题那样ꎬ引起人们如此强

烈的纷扰困惑ꎮ
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ꎬ不仅拉德布鲁赫ꎬ

就连哈特推崇的严格区分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

奥斯丁ꎬ也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了“法”字的双重

语义ꎬ因为他宣称:事实上ꎬ法律本身又是正义的

标准ꎮ 依照某种法律ꎬ违反它的行为就是不正义

的ꎮ〔３２〕 这样把法律与正义关系的实然维度混同

于应然维度ꎬ正是奥斯丁在恶法亦法问题上陷入

困境的主要原因:由于他将实然性的法律直接视

为应然性的正义标准ꎬ所以才会从“恶法亦法”
的实然前提出发ꎬ依据“实证法是正义标准、应当

服从”的潜含预设ꎬ得出“我们应当服从恶法的

有效约束力”的应然结论ꎮ 所以ꎬ要防止在“恶
法亦法还是非法”以及“恶德亦德还是非德”的

问题上把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ꎬ我们就有必要从

澄清“法” “德”等基本概念的纠结语义做起ꎬ深
入辨析它们在不同语境下具有的实然语义与应

然语义之间的微妙异同和复杂关联ꎬ以免不分青

红皂白地将它们的双重意蕴等同视之ꎬ陷入要么

在实然维度上因为恶法或恶德之恶就否定它们

是实证法或实证道德ꎬ要么在应然维度上因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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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法或恶德是德就肯定它们的正当性的深度

悖论ꎮ
综上所述ꎬ哈特虽然在其他问题上对法律实

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容抹杀的理论贡献ꎬ但在

恶法亦法还是非法的问题上ꎬ却由于一方面背离

了边沁和奥斯丁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精辟见

解ꎬ另一方面继承了奥斯丁混淆二者的错谬意

向ꎬ结果误入了歧途ꎬ非但没有推动法律实证主

义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ꎬ反倒由于

隔断了法律与道德ꎬ让它倡导的一个深刻理论区

分变成了违背事实的荒谬看法ꎬ陷入了混淆概

念、以偏概全、自相矛盾的理论泥潭ꎮ 尤其考虑

到哈特在语言哲学以及分析法学方面的良好素

养ꎬ从思想史的角度看ꎬ这个教训更是警醒我们ꎬ
倘若在出发点上失之毫厘ꎬ就有可能差之千里ꎬ
所以才有必要谨慎地辨析基本概念的复杂语义ꎬ
以便澄清某些很容易误导走偏的棘手问题ꎮ

注释:
〔１〕周占生:«关于“应然”和“实然”的法哲学思考»ꎬ«河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ꎻ李步云:«法的应然与

实然»ꎬ«法学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ꎮ
〔２〕〔８〕〔１０〕〔１１〕〔１３〕〔１８〕〔２０〕〔２２〕〔２５〕〔２９〕〔３０〕〔英〕

Ｈ. Ｌ. Ａ. 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ꎬ支振锋译ꎬ北京:法律出

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５６ － ５７ꎬ８９ － ９１ꎬ６１ － ６２ꎬ６３ꎬ９ꎬ６２ꎬ７７、８７ꎬ
６０ － ６１ꎬ７７ － ８４ꎬ８３ꎬ８１ 页ꎮ

〔３〕〔５〕〔７〕〔１７〕〔２４〕〔３１〕〔３２〕〔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

围»ꎬ刘星译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０８ꎬ１６ꎬ８、９５ꎬ
１３ － ２４、７５、１５７ － １５８ꎬ２０８ － ２１１ꎬ１４６ － １４７ꎬ２１４ 页ꎮ

〔４〕〔２３〕〔英〕边沁:«政府片论»ꎬ沈叔平等译ꎬ北京:商务

印书馆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９７ꎬ９９、１１７ 页ꎮ
〔６〕刘清平:«“需要”视角下的“存在”概念———兼析存在论

的人生哲学定位»ꎬ«阅江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ꎻ刘清平:«两类需

要视角下的实然与应然关系»ꎬ«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２０２１ 年

第 １ 期ꎮ
〔９〕龚群:«哈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ꎬ«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１２〕〔英〕哈特:«法律的概念»ꎬ张文显等译ꎬ北京: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８２ 页ꎮ
〔１４〕〔奥地利〕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ꎬ沈宗灵译ꎬ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４４７ 页ꎮ
〔１５〕〔英〕约瑟夫拉兹:«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ꎬ葛四友

主译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４２ 页ꎮ
〔１６〕〔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

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ꎬ童世骏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９６、２５５ 页ꎮ
〔１９〕刘清平:«“义政”和“善政”的统一———先秦墨家视域

下的政治发展概念»ꎬ«人文杂志»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ꎮ
〔２１〕刘清平:«价值负载、价值中立和价值重载———人文社

会学科的构成和使命»ꎬ«兰州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２６〕〔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林海:«为拉德布鲁赫公式辩

护»ꎬ«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２７〕牟治伟:«关于恶法亦法的再思考»ꎬ«上海政法学院学

报(法治论丛)»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２８〕〔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ꎬ郑戈译ꎬ北京:商务印书

馆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０ － １１１ 页ꎮ

〔责任编辑:邹秋淑〕

—１５１—

走出“恶法亦法”的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