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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法律篇》的良法思想研究 

曹义孙 娄曲亢 

摘 要： 柏拉图《法律篇》主张，选择良法及其统治是治理城邦所能采取的最好方法， 

依据良法而进行统治是保障人类幸福应遵循的最好原则。柏拉 图的良法观蕴意丰厚 ： 

良法是人、而非神制定的成文法；遵循 良法统治的生活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基本方式；良 

法由法律序言与法律条款构成；良法是传导理性力量的金绳索；良法具有劝服与强制的 

双重性能。法治是一种次好的政制 ；法治是 良法的政治基础 ；关于法治的法律是 良法的 

组成部分。良法的制定要瞄准人类的美德 ，特别应该遵循 以理性为最 高宗 旨的诸善之 

间的 自然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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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哲人苏格拉底之死是柏拉图心中永久的痛。 

当雅典民主派以法律的名义处死了爱智慧的苏格 

拉底，缺席苏格拉底审判的柏拉图在痛苦之余意 

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哲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政治?哲人究竟该如何与非哲人相处?放弃(自 

己的哲学)或是降低(自己的姿态)?这是一个 

(或系列)问题。对苏格拉底 的审判是否正确? 

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是否最好?有无最好的法律可 

让苏格拉底避免这场非自然的死亡?在拥有最好 

法律的城邦中，哲人仍会面临被处死的命运吗? 

这是另一个 (或 系列 )问题。对前一个 (系列)问 

题的思考，促使柏拉图的心灵和 目光转向政治哲 

学；对后一个(系列)问题的探索，为柏拉图成为 

自然法理论家提供了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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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格拉底饮鸩而逝后，柏拉图走出雅典寻找社会治理的最好方法、幸福生活应遵循的最好原则。据说他到过西西 

里与埃及等地。在外游历约 12年后 ，柏拉图返回雅典，创立学园(世称柏拉图学园)，继承其师遗志，潜心学问40年 ，写 

下了一系列重要对话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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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历史与现实 的城邦 中，柏拉 图未发现 

最好的社会治理方法及最好的个人幸福原则，但 

他却在理论中找到了最好的方法与原则，即自然 

的方法与原则，尤其是人的自然即理性的方法与 

原则。“自然 ”或 “理 性 ”，即“原则 ”，亦 即 “方 

法”。依 自然或理性 而生活就是好生活 ，依 自然 

或理性的治理就是好方法。故其在《理想国》这 

部光芒四射的对话中清晰地表达了他那一著名的 

重大发现 ，即“哲学王”理想 ：现存的各种政治制 

度都无法真正消除城邦中的各种党派之争，以及 

各种财产欲望所引起的纠纷、冲突与伤害；除非把 

“哲学”与“权力 ”结合起来 的“哲学王”统治，否 

则城邦将永无宁 日。换句话说，“政治”必须与 

“哲学”结合 ，要在智 慧或理性 的领导下 开始运 

行 ，进行管理。 

柏拉图怀着“哲学王”理想，三次④远行西西 

里，试图协助叙拉古国王改革政制与法律，换来的 

却是被国王“关在御花园 中达一年之久”。政治 

抱负的落空促使返 回雅典的柏拉图审视与反思 自 

己的经验教训 ，写下了他——古典学界公认无论 

在文字还是文学形式以及思想内涵方面都相当令 

人费解的②——最后亦是篇幅最长的作品 Nomoi， 

即《法律篇》④。《法律篇》记录了来 自雅典、克里 

特与斯巴达的三位老人关于法律 的讨论 ，认 为只 

有 良好的法律及 其统 治才是管理 国家 的最好方 

法 ，是个人避 免邪恶、获得幸福 的最好原则。不 

过，这种良法在现实城邦里并不存在，而是存在于 

立法者之师的言辞中，亦即《法律篇》所记录的有 

关法律的对话中。换句话说，在柏拉图看来，良法 

是一种人类理想。这种理想为现实 中的立法者提 

供了立法者在制定 自己城邦的法律制度时可以依 

照的原型与模板 。 

在当下建设法治 中国的时代语境下，探寻柏 

拉图在《法律篇》中的发现、讨论“良法”的内涵、 

分析其要义、理解制定 良法的基础(“法治”)和 目 

的(“美德”或“德性”)，对丰富国人法治理论、借 

鉴“他山之石”之精华意义重大。本文的篇章结 

构对应上述探寻的内容 ，是为此种探寻的尝试。 

二 、何谓 良法 

(一)良法是人定的成文法 

神或是人 ，谁制定了克里特的法律?④ 《法律 

篇》以谁是立法者这一问句开篇。虽然开篇第一 

字是“神”而非“人”、虽然克里特老人作 出了神是 

立法者的回答、虽然《法律篇》是柏拉图最虔敬的 

著作，但这些都未影响在接下去的讨论中讨论者 

完全忽略神的存在，直接把人即米诺斯和莱喀古 

斯视为克里特法律的制定者。⑥ 

如果法律是由人而非神制定的，那么《法律 

篇》所讨论的“良法”就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而 

非 自然或伦理意义上的法律 。这种立法意义上的 

法律是成文法，而非神法或祖传的习俗那样的不 

成文法。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它是有起源的，自然 

也就存在消亡，因而是具体可变的，具有相对性 ；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它也并非都是好的，有可能是 

恶的，即使在好的立法中，也具有等级性。因为人 

类不是神，无论是认知，还是美德或行为，都存在 

着缺陷。因此 ，所谓“良法”，是人定的成文法 ，是 

立法意义上的法律 。 

由于人自身存在不足，一方面人类需要制定 

法律来弥补不足，另一方面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并 

非一定是好的法律。虽然 良法按其字面意义是指 

① 第一次是在苏格拉底逝世后；后两次赴西西里发生在柏拉图创建学园后，这是这期问柏拉图仅有的两次离开雅 

典，一次是受聘于西西里王室，担任王储的教师；一次发生在公元前 361年，他再度赴叙拉古实现其哲人治国理想，同样 

失败而归。可参 ：《柏拉图对话录》，水建馥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译者序”第 4页。 

② [法]卡斯代尔 ·布舒奇 ：《<法义 >导读》，谭立铸译 ，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 ，刘小枫先生所作的“中译本说 

明 ”，第 1页。 

③ 关于 Nomoi书名汉译的译法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吴寿彭先生推荐的“礼法”，学者王晓朝采用的“法篇” 

以及张智仁、何勤华两位学者采用的“法律篇”。刘小枫先生建议“法义”的译法 ，理 由是繁体字的“义”不仅意指“意 

思”、“意义”，也指政治共同体合宜的道理和行为，还旁通作为外在礼节和法度之“仪”及议论之“议”等。详参：[法]卡 

斯代尔 ·布舒奇：《<法义 >导读55，谭立铸译，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刘小枫先生所作的“中译本说明”，第 2页。我们 

认为刘小枫先生举出的因由有理、妥帖，但因我们研究时以张智仁、何勤华两位学者的译本为主，为便于引用，所以暂时 

仍在本文的标题及行文处采用《法律篇》的译法。 

④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65页；[古希腊]柏拉图：《法 

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 1页。 

⑤ [美]施特劳斯：《柏拉图 <法义 >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华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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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法律 ，而排除了坏的法律 ，那么 ，良法是不是 

最好的法律呢?因为在人们的 日常用语 中，“良 

好”不如 “优秀”。如此，是否可说 良法之上还有 

更好的法律呢?依柏拉图之见，在“自然即规则 

或诸善秩序 ”的意义上 ，的确存在 比 良法更好 的 

法律。但在立法的范围里，所谓良法就是指最好 

的法律。柏拉图在对话 中使用频率更多的术语是 

“最好的法律”，而不是“良法 ”。所 以，良法不仅 

指好的法律，而且指最好的法律。一言以蔽之，柏 

拉图对话中的“良法 ”，有两层意思 ：一 指在立法 

意义的最好法律；二暗指在柏拉图的观念里，实际 

上还存在更高级的法律、更好的法律、立法者应该 

效仿的法律，即“神律”或“自然法”。 

(二)良法是传导理性力量的金绳索 

依据传说，克里特法律是由宙斯之子米诺斯 

依据神谕制定的。这套法律没有变化，因而既是 

最古老的，也是最神圣的。因其最古老而又最神 

圣，所以是最好的法律。正因如此，《法律篇》中 

的雅典人才去克里特城邦寻找最好的法律。 

如果古老就是好，最古老就是最好，那么，克 

里特法律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然而，古老并不 

是好的标准，最古老的法律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法律，即使是古老，也没有比自然本身更古老的存 

在了。身为哲人的柏拉图，虽然在《法律篇》中没 

有正面质疑克里特法律的神圣性，但却通过具体 

分析克里特的公餐与体育训练两项制度，指出其 

着眼于战争的立法 目的是不恰当的，从而间接批 

评了克里特法律 的神圣性 ，暗示 了克里特法律并 

非最好的法律 。 

柏拉图作为下降到“洞穴”①的政治哲人，采 

用了对话者能够接受的神话修辞，主张他所言的 

“最好 的法律”是能够“判断 出快乐 与痛苦的是非 

曲直”、传导理性力量的神圣金绳索的国家公共 

决策。②该公共决策由于模仿神的管理，代替精 

灵的统治 ，被“理性地给予 ‘法律 ’的名称 ”。③ 这 

种自觉效仿理性，并传导理性力量的法律是合理 

的、也是好的。关于理性与法律的复杂关系， 虽 

然由于对话的特殊语境，柏拉图在对话中说得比 

较含糊 ，但 由于 立 法 因其 “合 乎 理性 ”所 以才 

“好”，从而“理性”取代了“古老”成为法律好坏 

的标准。然而，法律决不等于理性。作为公共决 

策，最好的法律必须要体现公共的善，“在一切政 

治安排中，即便是最好 的、最高级的领头儿理智 ， 

岂不都从属于节制和正义，从属于低于理智的德 

性?”⑤柏拉图认为，在勇敢、正义、节制和明智的 

四美德中，节制是核心，没有节制的美德，那么就 

没有真正的勇敢 、正义与明智 。 

(三)良法具有“劝服”与“强制”的双重性 

在哲人柏拉图看来 ，真正的法律是对“自然” 

的发现 ，“自然 ”即最好 的法则 ，按 自然生活就是 

最好的生活，按自然治理就是最好的方法，那么作 

为万物原则或世界初始事物的“自然”就需要“理 

性”去发现。而理性这种 人类高级 的灵 魂行 为， 

却并非是人类自然而然拥有的东西，也并非所有 

人都愿意追求或者有能力追求的。故在政治领域 

中，法律的看法得到了重新表述，即法律不仅是理 

性的产物，具有知识的性质，而且体现了公共善， 

是人民的意见，因而法律是知识与意见的结合，是 

合理性与权威性的一致。 

作为合理性的法律，在治理城邦与指导个人 

生活的过程中，采用了“说理”的方式。作为权威 

性的法律，在制定与实施时表现出“专制”的面 

孔。因此，柏拉图说 ，良法具有 “劝服 ”与“强制” 

双重属性。换句话说，在制定良法及依良法治理 

城邦的过程中，不能仅仅采用强制的方法，而且应 

该同时使用说服的方法 。正如医生看病 ，有 的医 

生不仅开药方 ，而且说 明为什 么要 开这种药方。 

有的医生却仅仅是开药方。又如立法者制定法 

① 此处的“洞穴”出自柏拉图《理想国》(又译《王制》或《国家篇》)514A一521B中著名的“洞穴喻”。这一意义上 

的“洞穴”被后来的施特劳斯称为“第一洞穴”或“自然洞穴”，相对于更幽暗的“第二洞穴”或“人为洞穴”而言。若从施 

特劳斯的视域来看，本文是在“第一洞穴”的层面上使用“洞穴”一词。 

②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33页。雅典人在试图引导两位多里 

斯人理解推理与法律的关系时，曾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灵比作诸神的玩偶。在人是玩偶这个意象上 ，人的感情就像绳 

索，在相反方向上拉扯我们去干相反的事情。“为了变得有德性，我们必须始终跟随一条拉拽我们的绳索(因此我们并 

不像玩偶一样，任人拉拽)，也就是那条唯一金质的和神圣的推理导索，这种推理就叫做城邦的公法。”参见：[美]施特劳 

斯：《柏拉图 <法义 >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华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0页。 

③④⑥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121页；第33页；第 99页。 

⑤ [美]施特劳斯：《柏拉图 <法义 >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华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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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有时立法者制定 “简单的条款”，有时又制 定 

“双重的条款”。例如，在制定婚姻法的具体条款 

时，若仅宣布，例如“一个男子年龄在 30岁和 35 

岁之间必须结婚。如果他不结婚 ，他就必须被处 

以罚金和不名誉罪”①，即是“简单的条款”。若在 

宣布该条款的同时，进而说明之所以如此规定，是 

因为这一条款表达了人类 “永生”的 自然渴望 ，即 

“总是留下后代以永远保存其完整性和特殊性。 

它通过生殖来得到永生” ，即是“双重的条款”。 

(四)良法除“法律条文”外 ，还应包括 “法律 

序言” 

作为立法意义上 的良法 ，不仅包括具有说 服 

与强制双重属性的法律条文，而且还应该包括作 

为法律说服之理由的“法律序言”。柏拉图认为， 

从结构角度看，良法由“法律条文”与“法律序言” 

两个因素构成。那没有序言的法律，就如同“僭 

主的命令”或是“不说明理由的医生的处方”，是 
一 种“纯粹的和简单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必 

须要有“法律序言”。所谓“法律序言”，“就像一 

篇讲话的开场 白一样”，“这一序言是重要 的”。@ 

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接受法律命令的人 

在接受命令时会“怀着更为合作的心绪和相应地 

有较多的学 习准备 ”，而且更重要 的是 因为它是 

对法律精神与法律政治基础的说 明。 

柏拉 图非常重视“法 律序言”。如果从教 育 

的角度来说，整部《法律篇》就是哲人雅典人教育 

克里特新城的立法者如何制定最好法律的“法律 

序言”。如果从法律对话录的篇幅来看，当柏拉 

图明确说“我们对法律序言的阐述到此为止”④， 

《法律篇》已经进行至卷五的上半部 ，几乎 占著作 

的一半了。如果从法律部门角度看，每一重要的 

立法都应该有 自己的法律序言。不仅整部法典有 

自己的序言，而且法典中，如婚姻法、教育法、刑法 

等都有 自己的序言。有学者将柏拉图的法律序言 

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话体序言”，一类是“演说体 

序言”。并认为，演说体序言是完美的法律序言， 

与现实对话中的法律序言有着重要差别 。⑤ 以上 

分析都说明柏拉图非常重视立法中的“序言”。 

为何要有“序言”?或者说，“序言”为何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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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实施法律所需要?因为最好的法律不应该仅 

仅是命令，还应该是说道理的，是符合理性的；因 

为 良法治理下的民众是 自由的，愿意接受立法者 

的劝说与教导。所以，“法律序言”既要体现法律 

的理性，又要为说服民众自愿守法提供理由。 

三、良法的政制基础 

(一)立法的任务 

按施特劳斯的疏解 ，柏拉 图在概述 良法的立 

法任务时 ，仅仅提出必须详细地制定从生到死的 

人类生活的法律制度，即提供标准，对错误类型的 

痛苦、快乐与欲望予以谴责，对正确类型的痛苦、 

快乐与欲望给予赞扬；告诉人们何为高贵、何为低 

贱；监督人们的财产收支；观察人们行为的正义与 

不义，给守法者颁布荣誉，对违法者施予处罚；等 

等。但却遗漏了政制与诸神。⑥ 

《法律篇》在概述立法任务时虽然没有提到 

诸神与政制，但在实际的讨论中，却依 自然讨论了 

人类生活的法律 ，也讨论了诸神之善 ，即良法的立 

法 目的，亦即人的美德，以及作为良法基础的政治 

制度。《法律篇》就是先后分别对诸神、政制与法 

律的主题进行 了讨论 。全书共十二卷 ，大体可分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前三卷，主要讨论了立法 

目的即人类的美德。虽然他也对克里特与斯巴达 

的法律和政制进行了审视，但却是为了讨论人类 

立法目的的需要。第二部分，即四、五、六卷，主要 

讨论了城邦及其政治制度。第三部分，即七至十 

二卷 ，主要讨论包括婚姻、教育、节 日、刑法等人类 

生活的法律。所 以，柏拉 图一方面从 内容上讨论 

了作为立法意义上 的良法，即关于人类如何过上 

好生活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从批判与建构两个 

角度，讨论了良法的政制基础与立法 目的这一 

主题。 

我们从柏拉图那里得知 ，如果 良法是关 于人 

类生活的法律，那么要回答良法为什么是好法律 

这一问题，就需要探索作为法律基础的政治制度； 

要探索法律的政制基础，就需要回答谁统治的问 

①②③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 ，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 130页；第 131页；第 l3l页。 

④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493页。 

⑤ [美]潘戈：《政制与美德一一柏拉图 <法义 >疏解》，朱颖、周尚君译 ，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第 84页。 

⑥ [美]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 >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华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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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为谁统治这个 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基本 

问题。 

(二)反对党派统治而主张法治 

如果法律以政制为基础，那么良法要以一种 

什么样的政制为自己的基础呢?或者说在一种什 

么样的政制基础上才可能制定 良好的法律呢?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具体分析了多里斯 

(阿尔戈斯、迈锡尼和斯巴达)人、波斯人和雅典 

人的政制兴衰，认为这些政治制度都是党派统治。 

他说：“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这些都 

不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因为给它们三种政制最好 

取个名字叫‘党派统治”’。①所谓党派统治，并不 

是真正的政制，而是一种分裂的政制，是这一类人 

或者任何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统治，而另一类人又 

不甘愿服从的政制，其实质是具有压迫性与专制 

性的人治制度。在党派统治基础上固然也存在法 

律，但这种法律，只能是伪法律，②而决不可能是 

良好 的法律 。因为在人治基础上是不可能产生真 

正的好法律的。④因而，良法是不可能建立在党派 

统治的基础之上 的。 

柏拉图力主并论证，良法必须要以法律的统 

治为基础，只有在实行法治的政制基础上才可能 

拥有真正好的法律。反过来，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 

法治 。可以说 ，所谓法治就是 良法 的统治。在柏 

拉图那里，法律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法 

律仅仅指关于人类生活的法律制度，而广义的法 

律还包含关于人民的财产分配与城邦官职的设置 

与分配，以及规定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从前者 

看，法治是良法的基础，就后者言，法治是良法的 

构成内容。 

总之，在柏拉图看来，法治是非党派统治的规 

则统治，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 

本身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又是关于人类生活法 

律的基础。 

(三)法治是一种次好 的政治制度 

如果说只有在法律统治基础上的法律才可能 

是真正好的法律，才可能让人民依法生活，从而避 

免痛苦 ，过上真正的幸福好生活 ，那么与党派统治 

相比，法治是一种好的统治。然而，柏拉图却认 

为，要想走出党派统治，如果不能实现最好的理性 

统治，那么就应该去倡导次好的法律统治。这就 

是说，法律统治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次好 

的政治制度 。为何这样说呢? 

从法律统治的内容看，由于在《法律篇》所实 

行的这种崭新的法律统治的政治制度中，依然存 

在着土地与房屋等私有财产，存在着四个不同的 

财产等级，因而也就可能存在着贪图财产、损害公 

共善的行为，甚至存在着用暴力或欺诈的方式掠 

夺与损害他人或公共的财产的犯罪现象，而且管 

理职位以及行政职务都是为了公共的善并以正义 

与节制为原则来进行设置和安排的，所 以，法治并 

不是一种最好的统治，而是一种“次好的统治”。 

那么，何谓“最好的统治”?就是不仅没有 

“私有财产”，而且连“私有观念”都“从生活中彻 

底根除了”的统治。人类依 自然生活，按 自然法 

则行动 ，理性 发号施令 ，一切统治都是理性 的奴 

仆，一切分配都是理性的结果。这就是“哲学王” 

统治的政治制度。而哲学王的统治，是指在“一 

个共妻、共儿童和共产的社会” 政制基础上依 自 

然而进行的理性或知识之治，是一种比法律之治 

更好的治理。之所以好，是因为哲学王之治非常 

有效地把一般正义与特殊正义结合起来了，把法 

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了。因此，我们认为， 

《理想国》主张人治是假，而《法律篇》主张法治却 

是真；哲学王之治是最好的治理，而法律的治理却 

是次好 的。由于法律规范的一般性 ，故法治在实 

施过程中自然会碰到疑难案件，会出现一般正义 

与特殊正义的困难，会产生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 

的争议 。 

有学者认为，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是柏 

拉图从人治到法治的思想转变。⑤ 我们认为，这 

里存在双重误解：一是把“哲学王”这一统治制度 

说成是人治。实际上 ，它是 自然之治 、哲学之 治、 

理性之治 ，而不是什 么人治 。所谓 的人治恰恰是 

柏拉图所要反对的党派统治，是城邦中的一部人 

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二是夸 大了“哲 学王”之 

①②③④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 ，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 251页；第 123、251页；第 251 

页；第 140页。 

⑤ 例如，有学者认为，从《理想国》到《政治家篇》到《法律篇》，“这三篇对话反映了柏拉图从‘人治 ’过渡到‘法治’ 

的认识。”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一版译序”，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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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法律之治的差别，看不到两者之间本质上的 
一 致性。实际上 ，两者作为统治的政治制度 ，都强 

调理性之治。前者强调“直接的”理性统治，后者 

主张“间接的”理性统治 ，同时又存在等级差别。 

柏拉图认为，“直接的”理性之治是最好的城邦治 

理方法 ，也是个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好原则。而 

“间接的”理性之治即法律统治，是次好的政治制 

度 ，同样 ，个人依 法律生活也是其 过上好 El子 的 

原则。① 

四、良法的目的及 自然秩序 

由于立法意义上 的法律是由人所制定的，那 

么这种人定法 怎么能够统治?即使是 良好 的法 

律 ，统治的理由与根据是什么呢?法治为什么具 

有统治的资格?这是一个主张法治者应该回答的 

问题。 

从良法的统治资格分析 ，柏拉图先后列举 了 

公认的七种统治资格，即父母照管其后代、出身高 

贵者统治出身低贱者、长辈管教晚辈、主人管辖奴 

隶 、强者统治弱者 、聪 明人领导无知者、抽签选 中 

的人统治未被选 中的人 。② 在他看 来，法律之所 

以拥有统治的资格 ，乃是 因为它传导 了理性 的力 

量 ，是由理性完成的分配。另一方面 ，它又是具有 

强制性的命令，体现了城邦的公共善。因而法律 

具有理性与强力的性格，从而具有了统治的资格 

与力量。这就是说，不仅拥有理性者愿意服从法 

律，而且一般民众也有服从法律的理由。由此可 

见 ，理想的统治不是人的统治 ，而是法律的统治 、 

规则的统治。固然法律 自身不会统治，法律的制 

定与实施都需要人来进行，但在法治城邦里进行 

立法与执法的人 ，不 叫统治者 ，而获得新名称 ，柏 

拉图把他们叫做“法律的仆人”。他们最自觉服 

从法律 ，自愿成为法律的仆人。③ 

柏拉图特别喜欢从立法 目的的角度讨论法律 

及其统治问题。《法律篇》在某种意义上从头至 

尾都在讨论立法的 目标。细读全篇，就会发现不 

仅前三卷从美德角度专 门讨论立法 的目的问题 ， 

而且卷四、卷五也从立法起源与政制兴衰角度讨 

论立法的 目的，甚至在阐述 良法具体 内容的卷六 

至卷十二都有关于立法 目的问题的大量讨论。特 

别是在最后一卷 ，在哲学辩证法的理论高度上再 

次对立法 目的进行专 门分析 。应该说 ，立法 目的 

这一主题贯穿《法律篇》全书。柏拉图抓住立法 

目的之主线 ，彻底地讨论了法 的精神或 自然秩序 

问题 ，正面阐述了他 的立法原则 以及立法与 自然 

秩序之间的关系原理。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要制定出好的法律，应该 

有目标。他说，立法者只有“像一个弓箭手那样 

始终瞄准唯一的目标的时候，这项法律才能够制 

定得好。”④应该对人们的幸福生活有益。那么， 

这“唯一的目标”，对人们生活有益的东西是什么 

呢?这就是“善”，或日“好东西”。 

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的善或好东西，有许许多 

多。诸善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是属神的善；一 

是属人的善。说属神的善，这是对话的需要，是一 

种神话修辞，实际上就是指人的灵魂的善，即人的 

美德或德性。说属人的善，实际上是指人的身体 

及与身体相关的善。前者如良好的判断力或明 

智 、节制、正义和勇敢 ；后者如健康 、美貌、强健以 

及明智所带来的财富。⑨无论是身体的善还是心 

灵的善，都是依自然人类应该拥有的好东西。 

灵魂的美德 ，虽然可 以分别叫做 明智 、节制 、 

正义与勇敢 ，它们各 自有着 自己的特点而不能任 

意混同。然而，美德却是一，是个整体。无论是明 

智还是节制 ，是正义还是勇敢 ，它们分别都可称为 

“美德”。正如柏拉图所说 ，“我们立法的每个 细 

节都应 围绕着一个单一 的 目标 ，用来称谓它 的恰 

如其分的名字，我想我们都同意，叫做‘美德’。” 

立法不仅要 瞄准善与美德 ，更应 瞄准最大的善。 

“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 的目的是获得最大 的 

善。”④所谓最大的善，在柏拉图那里，是指“整体 

的善或好”。他所说的善的整体，有三层意思：一 

① 我们认为，柏拉图从《理想国》到《法律篇》，实际上是从主张理性之治到主张法律之治，而不是什么从人治到法 

治。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的人治存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寡头制、君主制等各种党派政制中，是一类人对另 
一 类人 的统治 。 

②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91、92、122页。亦参：[法]卡斯代 
尔 ’布舒奇：《<法义 >导读》，谭立铸译 ，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命令的七条纲目”。 

③④⑤⑥⑦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105、123页 ；第 110；第 16、17 
页；第 407页 ；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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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对人有益的全部的善，既包含属神的善，也包 

括属人 的善 ；二是指属神 的善 ，即灵魂的美德 ；三 

是指灵魂美德中的理性 。有时柏拉 图也 以“高级 

的善”来表达理性这个最大的善。 

对人类生活来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善。它 

们不仅是个整体，而且依据 自然建立了它们之间 

的秩序。诸善不仅依自然建立了存在意义上的秩 

序，而且建立了价值等级上的秩序。后者直接为 

立法提供了依据。然而，却存在两种 自然秩序：一 

种是依身体之 自然而形成的诸善之间的秩序；一 

种是依美德之 自然建立起的诸善之间的秩序。立 

法者克里特人与斯巴达人认同前一种 自然秩序。 

哲人雅典人却 明确主张后一种 自然秩序 ，并认为 

在一切立法中都应该遵循诸善之间自然秩序，最 

好的法律必须遵循围绕理性这一最高美德所形成 

的诸善秩序。 

具体说来 ：一是要遵循诸善之间的社会秩序 ， 

这就是精神的善放在首位，其次是身体的善，最后 

才是财产。违反了灵魂第一、身体第二和财富第 

三的这一立法路线，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会导致法 

律的腐败与毁灭。①二是要遵循灵魂四美德之间 

的伦理秩序。明智是第一位的，节制是第二位 的， 

排在第三位的是正义，最后才是勇敢。如果违反 

了依 自然而建立的伦理秩序，那就不可能是好的 

法律，至少不是最好的法律。三是一切善都要向 

“领头儿的理智”(Leader Intellect)看齐。因而一 

切立法都应遵循理性的原则，传导理性的力量，具 

有说理 的性 质。如果法 律能够无保 留地体现理 

性 ，那么这就是最好 的法律。柏拉图非常重视美 

德的整体，他在《法律篇》多处说：“从美德出发 
⋯ ⋯ 这是立法者 制定法律 的 目的”；立 法者 的立 

法“目的是注重美德 的整体 ”；立法 者“应该 牢记 

把美德看作一个整体”；“请你们严密注视目前的 

立法 ，要 防止我制定的某项法制不是有益于美德 ， 

或者是促进美德的一个部分。” 

在对话 中，哲人雅典人虽然没有直面质 疑立 

法者克里特人与斯巴达人所认同的自然秩序，但 

却 明确指出了克里特、斯 巴达 、波斯与雅典的法律 

在立法 目的上的缺陷与弊端。首先，指出传说中 

最好的克里特法律，却仅仅以勇敢这一美德为立 

法目的。然而，勇敢美德既单一又在美德中等级 

最低，既不是美德整体，也不是美德诸善中之最高 

美德，从而暗指克里特法律并非如传说中那样是 

最好 的法律 。其次 ，也指出 了多里安 人 (含斯 巴 

达人)法律把无知视为不节制，从而以节制美德 

取代了明智与理智的美德。最后，对比检视了波 

斯君主制与雅典 民主制的法律 ，揭示了它们两者 

走向极端后的衰败结局，从而带来城邦的灾难与 

人类生活的不幸。 

总之 ，良好法律的制定 ，不仅要瞄准对人类有 

益的诸种善 ，而且要 瞄准诸善的整体 ，特别应该遵 

循以理性为最高宗旨的立法 自然秩序。 

五、结语 

柏拉图在《法律篇》卷三结束时，明确指出了 

他们三位老人讨论法律的真实 目的。他说他们 已 

经“探讨 了多里安人势力 的分布 ，达尔达努 斯人 

在山脚下的聚居 ，滨海城市的建立 ，以及洪水之后 

的第一批幸存者；更早一点，我们用同一种观点讨 

论了音乐和饮酒 ，以及这些以前的其他题 目。目 

的始终是要找出，管理 国家的理想的方法是什么 ， 

个人在过 自己的生活时能够 遵循 的最佳 原则是 

什么。’’③ 

从对话中我们得知，法治是城邦的基本政制， 

也是城邦长治久安的最好方法，良法是关于人类生 

活的法律，也是个人幸福生活应该遵循的最好原 

则。法治是良法的政治基础 ，良法是真正法治的前 

提与保障。真正的良法除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律外 ， 

还应该包括城邦行政官职的设置与安排，以及权力 

运行与社会管理的制度，特别是应该包括作为城邦 

领导与安定之锚的“夜间议会事”制度。真正的法 

治，就是良法的制定与实施，任何党派、任何人员都 

必须服从法律，遵守规矩，都应该自愿做法律的仆 

人。因此，柏拉图苦苦寻觅到的治疗党派统治的良 

药，《法律篇》记录下来的治理城邦的最好方法、人 

类幸福应遵循 的最好原则 ，这就是 良法及其统治。 

良法统治虽然只是次好的统治，但在拥有私有财产 

的现实国家中却是最好的统治。 

一 言以蔽之，良法应该是在法治基础上遵循 

①②③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101页；第 15、16、89、110页 ；第 

1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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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 自然秩序 、以序言与条文 的新形式加 以表 

达、以说服与强制结合的新方法加以制定与实施 

的法律。它与人治基础上的法律相区别，是真正 

的良好的法律。从方法上看 ，良法既采用强制性、 

又采用劝说性的方法。从结构上看，良法既包括 

法律条款又包含法律序言的要素。从内容上看， 

良法既指涉关于人类生活的法律，又包含关于职 

权设置与分配的法律 。从立法 目的上看 ，既有属 

人的善与属神的善，即善的整体，又有诸善之间的 

秩序 ；既有立法路线，又有最高原则 。 

因此，如果我们透过《法律篇》的神话修辞， 

把握了哲人柏拉图的真实教诲，那么对当下中国 

法治建设无疑会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接受“法治是政制”的教诲 ，从社会基本 

制度、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法治的 

话，那么对提高我们关于法治的觉悟，真正把握法 

治的地位与意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我们理解 

“统治者是法律仆人”的诊 断，那么我们就不会简 

单地认为只有现代法治才主张约束国家权力。如 

果我们确实也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的 

美德，那么我们会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时坚守法 

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从而也必定会进 

一 步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水平，也会警惕制定那些 

致使道德下降或滑坡的法律。如果我们明白了真 

正的立法路线与诸善之间的自然秩序，那么在立 

法中就不会忽略道德的法律化，就不会把财产放 

在健康与美德之上。如果我们知道良法是传导着 

理性的力量，具有序言与条款的结构，采用说服与 

强制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制定与实施法律时，就会 

尊重守法者 ，就会重视说理 ，就会着重教育与教化 

而不会不教而诛。特别是如果我们懂得“夜间议 

事会”的作 用，那么就能明 白为什 么在建设 中 国 

法治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原则的意义。④ 

An Inquiry into the Good Law Ideology of Plato’S LAWS 

CAO Yi-sun；LOU Qu-kang 

(Law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The Laws of Plato argues that good law and the rule of the good law are the best way for 

governing the city，the best principle that people pursuing welfare should follow．The good law is statute law， 

the basic way for ensuring human happiness． It consists of a preface on legislation followed by legislative 

clauses，serving as a golden cord for exercising power in a rational manner．The good law has the dual nature 

of persuasion and coercion．The rule of law is the second best political system；the rule of law i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good law；and the law on the rule of law is part of the good law．The formulation of the good law 

must aim at fostering human virtue，especially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good，of which reason is the highest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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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柏拉图良法观的现实意义作者将另文撰写。 

(责任编辑 ：新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