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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与法律的和谐 

李  梦
〔1〕

 

一、一段被广为引用的恩格斯语录 

 方流芳老师在课件中指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几乎每一本民法学教科书都引用

了如下的恩格斯语录：“恩格斯指出：‘民法的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

条件’，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我查阅了部分比

较有代表性的民法教材，发现如下内容： 

1、《民法原理（修订本）》第一章绪论：“恩格斯指出：‘民法的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

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甚至更明确地说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的’。”
〔2〕

对于此处引用，该书标注了两个出处：“民法的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

生活条件”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8-249页；“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

原则”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484页。 

2、《民法新论（上）》第一章第二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民法是‘将经济

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
〔3〕

对于此处引用，该书标注了两个出处：“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出自《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484页；“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准则”出自《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9页。 

3、《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第一章第三节：“正如恩格斯所说，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

接翻译为法律原则’。”
〔4〕〕

对于“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该书脚注表明出自《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484页。 

除了以上三处，江平、张佩霖编著《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 1版）、

余能斌、马俊驹主编《现代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 1 版）、寇志新著《民法总

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 1版）等书也有类似内容。 

 

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的相关情况 

    虽然以上诸多引用在语境和字面上略有差别，但其出处都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的。我国当时的教科书在脚注中普遍没有注明所引用书目的版次，而由于我国建国至

八十年代公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只有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所以在此我

只能推定它们都是引用这一版的中译本。 

    （一）相关段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四》：“如

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

确认单个人之间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的形式可以是很不

相同的。„„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

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的坏”。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致康·斯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法也是
                                                        
〔1〕中欧法学院 2011 级双硕士研究生。 
〔2〕佟柔主编，金平、赵中孚、刘岐山副主编:《民法原理（修订本）》，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3〕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 页。该部分由王

利明执笔。 
〔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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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

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

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用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

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律关系的忠实

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

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

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

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

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6〕

 

（二）分析及问题 

通过对以上段落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持有如下观点：首先，法律表现了社会

经济生活条件，但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则有很大差别；其次，现代国家中法律需要消除那些将

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规则而产生的矛盾，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所以恩格斯并非认为“民

法的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

法律原则。”反而恰恰在强调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表现形式具有差异性、将经济关系

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会造成矛盾。所以，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诸多民法教科书对这段恩

格斯语录的引用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断章取义、误导读者的。但在下这个结论之时，我们

会考虑到另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译本是完全可信的吗？ 

（三）中译本的翻译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编辑说明部分指出“选集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有些著作的译文，经过重新校订”。
〔7〕所以必须查阅《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翻译依据。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封面

页附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于 1955 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较过程中参考了马克

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译本的翻译依据是俄文文本，而该

俄文文本是由德文原文翻译并经苏联党史学者修订过的。所以中译本与恩格斯的本意之间隔

了两次语言的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译者水平、语言差异等原因，极有可能出现意思

的偏差。 

三、两个英文译本 

根据方老师课件提供的网址，我在网上找到了两个关于此处恩格斯语录的英译本的全

文。这两个译本都是直接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对于无法阅读德语的我来说，具有参考价值。 

（一）第一个英文译本关键段落 

第一个英文译本是 Donna Torr 的译本，原载于 Marx and Engels Correspondenc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该译本于 2000 年由 Sally Ryan 转录到网上。以下是该译本的

关键段落。 

“In a modern state, law must not only correspond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position and 

be its expression, but must also be an expression which is consistent in itself, and which does 

                                                        
〔6〕前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3 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前言页第 1 页。 
〔8〕前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封面页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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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wing to inner contradictions, look glaringly inconsistent. A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faithful reflection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s more and more infringed upon. „„Thus to 

a great extent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w” only consists: first in the attempt to do 

away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arising from the direct transl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to 

legal principles, and to establish a harmonious system of law, and then in the repeated 

breaches made in this system by the influence and pressure of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nvolves it in further contradictions (I am only speaking here of civil law for the 

moment).”
〔9〕

 

对于上面两段话，我将其直译成汉语为： 

在一个现代国家，法律不仅需要适合总体经济情况并成为它的表现形式，而且需要成

为一种自身内部保持一贯的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将由于法律内部的冲突而显示出

明显的不连贯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于经济情况的忠实反映越来越被违背。„„所以在

很大的程度上，“法发展”的过程仅仅包含：首先，努力消除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

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法体系；其次，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影响会

对该法体系造成不断的破坏，这使它进一步处于矛盾之中（我在这里只讲民法）。 

（二）第二个英文译本关键段落 

第二个英文译本是 Sidney Hook 的译本，原载于 New International, Vol.1 No.3, 

September-October 1934, pp.81-85。该译本于 2006 年由 Einde O’Callaghan 转录到网上。以下

是该译本的关键段落。 

“In a modern state, law must not only correspond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be its expression; it must also be its coherently unified expression, free from glaring internal 

inconsistenc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fidelity with which the law reflects economic 

conditions constantly diminishes. „„The course of “legal development” consists, in large 

part, first in the attempt to erect an harmonious system of law by eliminating the 

contradictions flowing from the direct transl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to jural 

propositions; and then in the fact that the influence and compulsion exerted by th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eps on upsetting the system and plunging it into new 

contradictions. (I speak here for the time being only of civil law.)”
〔10〕

 

对于上面两段话，我将其直译成汉语为： 

在现代国家，法律必须不仅仅和总体的经济情况相一致并成为它的表现形式，而且还

必须是它的连贯的、统一的表现形式，不能出现内在的明显的不统一。为了做到这一点，法

律对经济反映的忠实常常减少。„„“法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包含：首先通过减少由

于将经济关系直译成法律原则所涌出的矛盾，建立一个和谐的法体系；然后事实上经济发展

产生的影响和强制力不断打乱该体系，让它陷入新的矛盾中（我在这里只讲民法）。 

（三）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从总体上看，这两个英文译本在词语和句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其基本含义是一致

的，而且大体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译本的相关段落相符。不过，两个英文译本

在下面这处有语气上的差别，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In a modern state, law must not only correspond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position and be 

its expression, but must also be an expression which is consistent in itself, and which does not, 

owing to inner contradictions, look glaringly inconsistent.”中的 itself 指“法律体系本身”，而

                                                        
〔9〕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10_27.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1 年 10 月 18 日。 
〔10〕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10_27a.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1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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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modern state, law must not only correspond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be its 

expression; it must also be its coherently unified expression, free from glaring internal 

inconsistencies.”中第二个 its 指“总体的经济情况”。这两个翻译前者更强调法律体系的独

立性，后者更强调法律是对经济情况的反映。不过在第二个译本之中，根据其上下文，可以

分析出作者的原意。 

至此经过对三个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确定的得出结论：我国八十年代至今大量

民法学教材中对此处恩格斯语录的引用是错误的，与作者原意不符。 

以上结论的得出在本文中只是一个推理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吃惊

于如此大量的中国民法书在如此长的时间内重复犯同一个错误。尤其是这个错误和我国长期

信奉的马恩思想有关，更令人警醒。这个警醒有多层含义：首先，对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要十分审慎；其次，对于读者，不可轻信权威或流行表述；最后，对于中国法学学术界来说，

这个错误的产生与学术规范的缺失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作为法律理论继受国的窘境。“法

律移植论”等词语成为我国法学界近年来讨论的热点词之一，不少学者讨论西方法学与中国

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很多矛盾和关联。这个讨论当然具有价值，并且很

有必要，但是这个讨论是一个有门槛的讨论，它需要的前提是对西方法学和中国本土文化都

有精准的把握。为了做到这一点，正本清源是必须的工作。抛开“法律移植论”的讨论，我

国当前的法学研究与立法都从西方法学中寻求理论资源，在这个借鉴的过程中，正本清源可

以避免很多理论的谬误和立法的矛盾。 

     

四、法律的和谐 

（一）恩格斯在文本中对法律的和谐的观点 

在此被广为引用的语录的出处 Engels to Conrad Schmidt（In Berlin） London, October 27 

1890 中，恩格斯提到了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即法律的和谐，并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观

点。整体来说，恩格斯对于“法律的和谐”的阐述是处于其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框架之下

的一个侧面，而非专题探讨。不过，他还是对此表达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首先，恩格斯认为法律的产生是随着经济发展产生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的结果。法律和

政治制度同属于上层建筑。法律由经济决定，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过来影响经

济。 

其次，恩格斯认为要达到法律内部的和谐需要消除由于法律对经济直接翻译而产生的矛

盾。 

最后，恩格斯认为法律和经济的矛盾是常态，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冲击法体系，造成法律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新矛盾。法律就是在不断化解这些不断出现的矛盾中发展的。 

根据以上文本中恩格斯的观点，我感觉恩格斯对于法律的和谐问题是从一个大角度入

手，并没有讨论非常具体或和实践相关的问题。他谈论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法律的内部

关系，正如方流芳老师课件总结的那样，“其哲学思想是黑格尔的矛盾论，政治经济学思想

是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局限于法学的。 

 

（二）西方法学视野下的法律的和谐— 初步印象 

为了了解西方法学界对“法律的和谐”问题的探讨状况，我以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为关键词检索了在法律事务上是全世界第一的LexisNexis法律数据库中的法律评论部分。
〔11〕

该法律评论部分有来自包括 Yale Law Review, Harvard Law Review等超过450种评论杂志中

的论文，是我手头最方便了解西方法学论文的途径。但显然，LexisNexis 的检索结果具有片

                                                        
〔11〕参见网址 http://www.lexisnexis.com/cn，最后访问日期 2011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lexisnexis.com/c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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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仅能初步反映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首先，仅从论文数量上看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在西方法学界并非一个流行的话题。

在 LexisNexis 中 legal topics 的列表中并没有这一条，同时标题中含有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的论文在整个法律评论部分仅有六篇，摘要中含有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的论文也仅

有三十篇左右。 

其次，标题和摘要中含有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关键词的论文分别和世界贸易、地区

贸易、联邦政体等有关。它们探讨了法律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但其视角与马恩采取的历史

唯物主义角度有很大差别，主要从某一具体方面或实践问题入手。 

最后，有一篇论文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是关于欧洲法庭在欧洲法律和谐中的作用的。
〔12〕这篇文章探讨了司法制度（或广义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和谐的关系，这是恩格斯没有涉

足的领域，引人思考。 

以上就是我对西方法学界对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研究的初步印象。这个初步印象必

然存在很多问题，在进一步加大对西方法学论文原文的阅读之后，将得到修正和细化。 

（三）关于法律的和谐我的一点随想 

中欧法学院年会的主题是法律与和谐。和谐这个词有着很浓的中国色彩，它一方面可以

在中国传统观文化中找到根基，另一方面也在中国近年的政治话语中频频出现。中欧法学院

年会采用作为会议主题可能是出于以上考虑，而且也有利于参会者从多方讨论、探究。但是

我觉得对于一篇论文来说，以法律的和谐为主题并非明智之举。因为这个问题过大、需要讨

论的角度过多，在一篇文章中只能进行原则回答，非常容易言之无物。所以我在这篇论文中

将不对这个主题正面讨论，而只阐述一点我在法学学习过程中以及在写作本篇论文中的感

想。 

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提到的一样，当代中国的法学是主要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学，其主要架

构来自于西方，中国是一个法律理论的继受国。中国进行法学和法律继受的过程中，可能会

陷入窘境。不可否认当今中国受到很多国家法学理论的影响，仅从大陆法系角度来说就有日

本、德国、法国等。在立法的过程中，除了各派政治力量或明或暗的影响，不同来源的法学

理论对立法的影响也很大。由表及里的看，这个过程中要保证立法的和谐要做到三个层次：

第一是确保外来法律理论和中国实际协调；第二是确保各个不同来源的法学理论之间协调；

第三但是最基本的是，要达到和谐，最先要保证我们在向外国法理论“取经”的时候，取到

的是“真经”，后面的探究才成为可能。为了达到最基本的这一点，正本清源是法律人必须

要做的工作。 

当然，法律的和谐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方面，从法律外部来看，法律与经济、与政治、

与道德、与习俗的关系，从法律内部来看，中国各个法域之间、各个部门法之间、每个部门

法内部各个规范之间关系问题都值得探究。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审慎的学术态度和正

本清源的考证精神同样是必须的。
〔13〕

 

                                                        
〔12〕 Yvonne N. Gierczyk，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Legal System: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s Role in 

the  Harmonization  Laws,12 ILSA J Int’l & Comp L 153(2005).参见网址 http://www.lexisnexis.com/ap/auth/，

最后访问日期 2011 年 10 月 25 日。 
〔13〕当然，要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语言能力与大量的时间，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单独的研究者

对每一个单独的问题都进行考证，所以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学术规范的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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