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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恩格斯语录的出处 

（一）我国民法学教科书的引用 

一些我国学者编纂的民法学教科书中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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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２教科书

中脚注将此句引文出处指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中文版，248 页”３。与老师

PPT 中讲到的“表明文献出处的注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8-249 页”是

基本吻合的。 

（二）教科书注解的指向 

民法学教科书中的脚注，并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的出版社

及出版时间。目前，市场上能找到的、中国大陆出版的《选集》中文版，均是由中共中央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选集》共有先

后两版，第一版出版于 1972 年 5 月，第二版出版于 1995 年 6 月。根据民法教科书的注解

和教材的写作时间，注解所指的语录出处，是《选集》第一版。４ 

（三）两条语录出处 

在《选集》第一版 248 页的最后一行和 249 页的第一行，可以找到第一条语录，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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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页中找不到第二条语录。 

中文的第一条语录出自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５，

而老师讲到的第二条语录，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找到。 

 老师讲的英文原文，不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段落，而

是 1890 年 10 月 27 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６中的段落。 

 关于这一出入，我是这样解释的。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提到了上文所说的第

                                                             
１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22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２
寇志新：《民法总论》，3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３
同注释 1，而寇志新的《民法总论》中引用的第二条语录，出处写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我

怀疑此处写错了。 
４
首先，上注书中注解，并没说明《选集》是第二版的；其次，上注教科书初版于 1991 年，当时《选集》

第二版仍未出版，虽然教科书 1995 年后再版，但再版说明中并未提到对引用本语录的相应章节做了修改。 
５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 4 卷，207-254 页，1972,；英文版：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index.htm 
６
即使在中文版中，这也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下文详述。该书信的中文版，恩格斯致康•施米特，参见《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 4 卷，480-487 页；或第二版，第 4 卷，698-705 页。英文版可参见 Engels to 

Conrad Schmidt. October 27 1890，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10_27.ht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index.ht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10_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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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语录：“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７。但是，它并没有如老师上课所述，记载于

《选集》第 4 卷的 248-249 页。我猜测，教科书中的第二条语录实际是来自恩格斯致康·施

米特的信，也就是与老师给出的原文对应的部分，但是因为和出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条语录同时使用，教科书作者在做注解时候误将第一条语录的

出处作为两条语录共同的出处。至于两条语录的意思和译文与英文原文的比较，则是下面讨

论的问题。 

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第一条语录 

 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

一部分介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哲学体系的历史地位和黑格尔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第

二部分介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分歧、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

和其唯物主义的立场，还涉及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在哲学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第三部

分讲述了费尔巴哈的缺陷，即他虽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对自然与人的认识都是僵化

的抽象的；第四部分则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即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基础上，继承黑

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用这种思想分析历史发展规律。 

 第一条语录就出自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恩格斯详细地论述了历史的发

展是受到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他讲到“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

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

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

决定性的因素”。８而且，不但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私法也是如此，只是在英国、

欧洲大陆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继而恩格斯总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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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是： 

If, therefore, bourgeois legal rules merely express the economic life conditions of society in 

legal form, then they can do so well or ill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９ 

从字面上看，中文版的翻译基本没有问题，与英文意思一致。只是将 bourgeois legal rules

即“资产阶级法律规则”翻译成“民法准则”，似有不妥，鉴于整段的语境都是探讨封建时

                                                             
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 4 卷，484 页，1972 

８
同上注，247 页 

９
同注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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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private law”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以不同的形式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这种翻译也说

得通。 

至于教科书引用这一语录的目的，是想说明这样的逻辑：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是市民社会

的经济生活条件，现代民法表现的社会是市民社会，所以现代民法表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

一般条件。１０所以，我认为教科书的引用也没有偏离恩格斯的原意。 

当然，恩格斯在下文中紧接着也提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独立性，但我认为，教科书

引用了体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第一条语录，也谈不上片面。况且，

这以主要方面与教科书想要强调的逻辑是相适应的。 

三、《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和第二条语录 

教科书中引用的第二条语录，与《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的原文，有很大的出入，

简直就是完全相反的意思。这甚至不是翻译的问题，因为在中文版《选集》中，恩格斯的原

话也是与语录意思相反的： 

“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是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

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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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他陷入新的矛盾。１１ 

至于教科书作者对恩格斯的引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偏差，就不得而知了。可能

是教科书作者之间相互引用，并未对照原文的缘故吧；而且，教科书作者想说明“民法反映

经济关系的客观规律及其要求”
１２

，我猜测作者并非从恩格斯的观点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仅

仅是为了说明这样的观点，找来恩格斯“权威”的只言片语（“语录”）作为支持而已。 

 

那么，新的问题是，恩格斯一方面讲“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

条件”，一方面又说“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这

显然在字面上是矛盾的。要理解这中间的差别，必须结合原文的语境分析，同时为了避免因

中文翻译而掺杂的误解，下面分析主要参考注释 5中的英文版翻译。 

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系统梳理

                                                             
１０

同注释 1 
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 4 卷，48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１２

同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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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恩格斯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很有针对性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１３进一步地，恩格斯重点论述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讲到：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劳动分工的地方，不同部分的工作就是相互独立的。（尽管）生

产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当产品的贸易独立于生产，它就会随着自身的规律运动。尽管

它的运动整体上是被生产控制的，但在具体案例中，（尽管仍然遵循）总的依赖关系，它遵

循着这个新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它的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会对生产的运动产生反作用。

（Where there is division of labour on a social scale there is also mutual independence among 

the different sections of work. In the last instance production is the decisive factor. But when the 

trade in products becomes independent of production itself, it follows a movement of its own, 

which, while it is governed as a whole by production, still in particular cases and within this 

general dependence follows particular laws contained in the nature of this new factor; this 

movement has phases of its own and in its turn reacts on 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恩格斯举了金融市场的例子，认为金融贸易与商品贸易分离后，尽

管仍在根本上被生产贸易所决定，它还是具备了支撑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金融贸易反

过来对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 

接着恩格斯谈到法律的发展。他认为法律也是一个“独立的领域（independent sphere）”，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不仅要“适应总的经济状况（correspond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position）”，并“作为它的表现（be its expression）”，法律还必须是一个“内部一致的体系

（consistent in itself）”，“不能因为内部的矛盾而显得明显的变化无常（does not, owing to 

inner contradictions, look glaringly inconsistent）”。为了达到后面这一点独立性的要求，法律

便会避免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direct transl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to legal 

principles）”，以消除由此产生的法律内部的矛盾。同时，恩格斯也注意到，由于经济是不断

发展的，新的经济关系会冲击已经形成的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这将导致法律的进一步发展。

１４
 

可以看出，这里的讨论完全是在说明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的语境下展开的，这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一个方面，它并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本人也不忘强调，法律“一

                                                             
１３

Engel:”With these few indications of my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to commodity trade and of 
both to money trading, I have already also answered, in essence, your question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enerally”同注释 6 
１４

同注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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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依赖于生产和贸易（general dependence on production and trade）”
１５

。所以，这里的讨

论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讨

论，是不冲突的，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况且，两篇文章的整体论述都不是片面的，不能只

取只言片语，管中窥豹。 

所以我得出结论，第一条语录，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角

度出发，对经济基础和民法制度的关系做出的说明；而第二条语录，是在论述上层建筑独立

性的语境下，说明法律是因为要保证内部的和谐一致，而不能直接将经济关系转化为法律原

则。其中，第二条语录本义与上述教材的引用相反。 

四、浅探恩格斯语录中法律和谐的含义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和谐二字一跃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

流行的话语之一，关于“和谐”二字的讨论和演绎，毫不夸张的说，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终有一天，“和谐”也遇到了“法律”，在法学领域，也多有文章论及“法律的和谐”，

其中也有一些文章提及了恩格斯在上文所述的《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提到的“法律的和谐”，

并试图将其作为论据，说明法律的和谐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１６那么，我不禁要问，中国

学者口中的“法律和谐”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法律的和谐”，是不是一回事？他

们与“和谐社会”又是什么关系？ 

经过比较阅读，我发现，我们的学术文章中所说的法律的和谐，其内涵与恩格斯在这里

的意思很不一样，它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就更不同了。 

（一）中国学者所说的“法律的和谐” 

读了一些目前中国有关法律和谐的文章，一个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和谐看做一种

社会价值，并认为法律应该追求这样的价值。至于和谐这个价值在法律到底应该以什么方

式体现，则众说纷纭。有的文章认为，和谐是法律公平价值的时代特色
１７

；也有的文章把很

多法律的传统价值都装到和谐的口袋里，认为正义、自由、秩序、平等、公平和效率都是和

谐的内涵，并将和谐解释为更注重秩序和正义
１８

；更有的文章认为和谐应该取代正义，让和

                                                             
１５

同注释 6 
１６

可参见付子堂：《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法律》，司法，2006 年 00 期；陈斯喜：《和谐是法律的魅力所在》，

中国人大，2006 年 24 期 
１７

杨清望：《和谐：法律公平价值的时代内涵》，法学论坛，2006 年 06 期 
１８

何士清：《和谐社会的制度根基——法律和谐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 年 04 期。此类观点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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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超越正义”，“成为对法律精神的内涵的新的诠释”
１９

；还有的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

和谐的，并进一步说明其来源于自然经济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２０

等等，不一而足。 

进一步的，这些文章都认为，法律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是相契合的。社会和谐需要法律

的和谐，和谐的法律有利于实现和谐的社会。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说一个社会是“和

谐”的，我们大致可以用“和而不同”这个和谐的通用词义来代替此处的“和谐”这个词，

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大致指的是和睦的、稳定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但是，当我们说和谐的

法律时，用的就不是这个本意了
２１

，而是像上面那样给和谐法律赋予了很多内涵，相应的，

“和谐”这个词的意义，也在法律这里也悄然的扩张、变味了。 

（二）恩格斯所说的“法律的和谐” 

然而，恩格斯的本意与此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恩格斯用“和谐”这个词的时候，取的是

其表面的意思。当恩格斯谈到建立一个“和谐的法律体系（harmonious system of law）”时，

他用了“前后一致（consistent）”和避免“内部矛盾（inner contradiction）”等词语来解释。２２“和

谐的法律”在恩格斯这里很直白很浅显：就是指法律的统一性、法律体系、结构、原则和逻

辑的一致性。这是对法律体系的形式的要求（或者解读），并不涉及法律的价值内涵。就算

它背后有追求社会安定的意味，那也是背后的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与社会关系来看，恩格斯所说的这个“和谐的法律体系”和“和

谐社会”更完全是两码事。首先，恩格斯眼中的社会，本身就是不“和谐”的：阶级斗争广泛

存在并且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且作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充满了矛盾。其次，法律与社会

的关系也不是如中国学者所期望的“和谐法律”与“和谐社会”这般水乳交融，而是充满了矛盾

并在矛盾中发展：每次法律形成一个和谐的系统以后，经济发展造就的新的矛盾又打破这一

和谐体系，并逼迫着法律向前发展。 

五、作为结束   

经过以上分析，我的基本态度是，理解恩格斯语录的含义，还是要从他的理论体系入手。

把它们放到历史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中，同时运用矛盾论或者马克思的唯

                                                                                                                                                                               
地契合了中共中央和谐社会、维护稳定的政治初衷，学术理论追求与现实政治形势联系之亲密无间，在此

可见一斑。 
１９

张亮：《由正义到和谐：法律精神的转换与升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年 04 期 
２０

周宗良：《中国传统和谐法律文化的社会及思想基础》，法治与社会，2007 年 03 期 
２１

尽管也有的文章论及法律部门之间的统一性，但也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而提出的要求，并未将

其作为和谐法律的本质内涵。 
２２

同注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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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辩证法来解释，才能得出符合其本意的理解。不能断章取义。 

至于学术研究，我的感受更多。当很费力地完成了这份作业以后，我自己都惊讶于两个

小小的注解可以变成这样一篇文章，而且是一篇粗浅的、有很多内容可以继续展开的文章。

我也感慨于翻译和注解的粗糙可能造成的混乱。想起武侠小说中，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至

于学术，唯精不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