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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朱案中的伦理问题 

谢  琳
 

 

【摘要】本文将通过对阿朱案的细致分析全面探讨其中反映的问题。首先是对案件依据其

审判过程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可能是法律问题，但是，绝对不限于法律问题。通过对这些问

题的社会背景分析进而上升到对人类伦理永恒话题探讨的层次。比如，命运、正义、善恶与

追求。由一个案件窥见当时的社会，并由此对人类伦理的永恒话题进行锲而不舍地探讨。 

【关键词】法律，伦理 ，命运 ， 正义， 善恶  

 

一、案例来源 

阿朱案是《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一个案例《因奸射射》，由于其主要涉及的是给阿朱

的定罪与变更的问题，所以本文简称阿朱案。 

《名公书判清明集》又称《清明集》或《清明录》，现存有南宋刻本(残本)与明隆庆三

年盛时选刻蓝印本（即《大典》辑本）。南宋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残本)，现藏日本东

京岩崎氏静嘉堂，民国初年张元济编《续古逸丛书》将其影印录入。是书共存八册图，不分

卷。明隆庆三年盛时选刻蓝印本现存上海图书馆二，共 14卷。
1
其产生是由于当朝鼓励士大

夫注意刑狱之事，所以一些士大夫将前代清明断案的记载汇集成书，有些士大夫还将自己的

判词收集保存了下来编入自己的文集。
2
这就一改宋以前书判文体的不真实的情况，内容真

实，丰富，“体现了南宋官员对解决纠纷的态度和努力方向，行文间可见其对情理的重视与

把握”
3
。因而其对于南宋法制史研究以及南宋社会研究具有极为珍贵的意义。 

 

二、案情简介4 

（一）涉案人简介 

黄渐，男，宋代人， 以小技为生，寄居于陶岑家。 

阿朱，女，宋代人，黄渐之妻。 

陶岑，男，宋代人，房东。 

妙成，男，宋代人，和尚。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1 张升：《<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版本及流传》[J]，《图书馆杂志》，2001 年第 7 期。 
2 汪初芸：《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见南宋女性诉讼一一传统中国女性参与法律的一个侧面[D],西南政法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3 胡月明：《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的情理法》[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4 案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出版 2002

年版，第 448 页。本案例根据《因奸射射》翻译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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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情 

妙成与陶岑来往发生纠纷，牵涉到了阿朱。 

 1.初审 

尉司判决黄渐、陶岑和妙各杖六十。阿朱充军，射为军妻。
5
 

主要关系 

黄渐 与 妻阿朱 ←(寄居)→ 陶岑 ←（互相衣物）→ 寺僧妙成 

↓ ↓  ↓  ↓ 

杖六十 射为军妻  杖六十  杖六十 

2.上诉审 

黄渐不服，提起上诉，范西堂审理。 

审理认为： 

其一，法律规定“諸犯姦，徒二年，僧道加等。又法：諸犯姦，許從夫捕。又法：諸妻

犯姦，願與不願聽離，從夫意。”
6
现在黄渐并没有控告，所以不能追究阿朱的罪。 

其二，阿朱有儿子，不宜使其分离。“況阿朱有子，甫免襁褓，使之分離，遽絶天親，

夫豈忍爲！”
7
 

其三，应当重其所当重，轻其所当轻。“胡爲阿朱付之軍人？重其所當輕，而輕其所當

重，爲政如此，非謬而何？”
8
 

综上所述，“聖王垂訓，所以經世，祖宗立法，所以治訟，二者須並行而不悖也”。
9
 依

据法律的规定和伦理的要求，判决阿朱“阿朱付元夫交領，仍責立罪狀，不許再過永福，如

違，先從杖一百。妙成照本縣已行，押下靈川交管。”
10
 

 

三、案例分析： 

（一）初审分析 

在没有人控告的情况下就对阿朱等四人判处了刑罚。充分体现了当时法律对所涉及的罪

名的重视性。“性的禁忌在父系家族团体以内是非常严格的，不但包括有血统关系的亲属，

也包括血亲的配偶在内。历代法律对于这种乱伦行为的处分极重。”
11
根据《元史》一零四，

《刑法志》三，“奸非”；《明律例》九，《刑律》一，人命，“杀死奸夫”；《清律例》二六，

《刑律》，《人命》，“杀死奸夫”的规定，“妇人犯奸是不可容忍的罪行，在七出之列，元以

后的法律都容许本夫有捉奸的权利，夫于奸所获奸登时将奸夫奸妇一并杀死是不论的。当时

不杀奸夫但杀奸妇，或于事后杀妻始有罪。妇人殴詈翁姑，也是七出之一，法律上本为应死

之罪，于是法律有关于杀死有罪妻妾的规定，夫不告官而擅杀的处罪是很轻的——不过杖徒。

                                                        
5“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为牙兵

（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过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

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9 页。）他

们一般都娶不到妻子。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 2002 版，第 448 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 2002 版，第 448 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 2002 版，第 448—449

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 2002 版，第 449 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 2002 版，第 449 页。 
1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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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事前其父母曾经告媳不孝，夫将妻拒谏擅杀，则处罪更轻，不过杖一百。”
12
也就是说，如

果丈夫知道妇女犯了奸罪而不控告，那么丈夫也要受到处罚，只不过是杖徒刑而已。有这样

的规定存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黄渐没有犯奸罪的情形下也受到了六十杖的处罚。 

此外，同样是犯了奸罪，对阿朱和陶岑与妙成的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要充军，另

一方只是杖六十。这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的严厉。 

（二）上诉审分析 

1.形式上的分析 

范西堂在做出判决时，从形式上来看，运用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多种方法。很有说

服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虽然我国古代的方法之学不发达，但这并不妨碍宋代的司法官

们在法律实践中自觉地使用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
13
 ，而且，“法律方

法非法定方法,判断者可独立决定,用不用方法,用何方法,方法选用的次序,去达到其目的”
14
。 

 

2.内容上的分析 

从内容上来看，他主要给出了三个理由，这三个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是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 

依据宋刑统的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

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

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鬬折伤罪一等。”
15
又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对于犯奸罪做了极为

详细的规定，“其中，对于和奸的规定为：‘诸奸未成者，减书成罪一等；诱谑者杖八十；妇

女非和同者，止坐男子。’如‘因奸而过失伤者，论如因盗过失律。’但‘本宗异居缌麻以上

尊长与人和奸，不许告捕。即因奸事而杀伤奸人者，听依捕格法，至死者奏裁，和奸之人两

论如法’。”
16
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这样援引法条或相关规定的情形并不少，有学者专

门统计得出“《清明集》正文有 508 篇，明确标明引用各种形式法律的有 120 篇，占总数的

1/5稍强。附录有 68篇，明确标明引用各种形式法律的有 13篇，占其总数的 1/5稍弱。《清

明集》中的判词有大约 1/5明确征引法令条文，且没有明引律令的判词中也有一些可考是以

律令为依据作截断的，显示了名公们对律令的相当重视。”
17
 

然而，从这样的法律规定中也不难发现，法律对于男女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这不仅

体现在夫妻之间，也体现在普遍的男女关系之间。所以妇女犯奸罪，丈夫可以依法处置；但

是，丈夫犯了奸罪，妻子却没有什么救济途径。“在所有的案件中女性无一例外都处于被告

的地位。在《清明集》中还没有发现一例由妻子控告丈夫有婚外情的案件，这一方面是因为，

在南宋社会对男性的婚外情无论是法律或是道德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而只是单方面约束已婚

女性的行为。另外，宋朝的法律也规定了，如果妻妾状告丈夫的话，即使执法者认为男方有

错，提出告诉的女性也须徒刑二年，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极为不公平和不利的。所以在一般清

况下是不会有妻子主动提出对丈夫婚外情的控诉的。”
18
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下，妇女的被告动

地位显而易见。用孟德斯鸠的话概括就是“在专制国里，妇女并不产生奢侈，但她们本身却

                                                        
1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12 页。 
13 陈锐：《宋代的法律方法论———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的考察》[J],现代法学，2011 年第 3 期。 
14 郑永流：《义理大道，与人怎说？——法律方法问答录》[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 年第

9 期。 
15

 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78 页。 
16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4 页。 
17 孔学：《<名公书判决清明集>所引宋代法律条文述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18 汪初芸：《<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见南宋女性诉讼一一传统中国女性参与法律的一个侧面》[D],西南政法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4 

是奢侈的对象他们应当绝对地是奴隶。每一个人都遵从政体的精神，并且把他从别处看到的

习惯带到家庭里来。因为法律很严厉，并且执行得很急速，所以人们怕妇女的自由放纵会给

她们带来麻烦。她们的争吵，她们的轻率，她们的憎恶，她们的爱好，她们的嫉妒，她们的

愠怒，以及这些细小心灵所具有的吸引大人物兴趣的那种艺术，在这种国家里，都不能不带

来恶果。”
19
在这样一种制度构造与现实中引出了有关平等的永恒话题。的确，平等是实现一

切正义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体现了封建伦理的要求。 

儒家文化对中国影响很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

法律的“伦理化”或曰“儒家化”。由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纲常，因此中国法律儒家化

的过程即“儒家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

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的过程。”
20
这一过程“自西汉起，通过‘引经决狱’、‘以经释律’、

‘以经立法’等方式，经过陈陈相因的发展，至唐代最终形成了‘礼法合一’的完整法律体

系。宋承唐律，并对唐律中的伦理精神进行了弘扬和发挥。南宋时理学兴起，在程朱理学家

们的倡导和影响下，礼教的观念得以进一步深化和扩散，法律伦理化的程度较唐律有过之而

无不及，受伦理纲常影响最深的有关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的法律更是如此。”
21
并且在宋朝

出现了义理决狱现象。义理决狱是指根据封建伦理等对案件进行判断。“人们的思想行为，

凡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就是天理，凡追求超过封建伦理道德之外的物质欲望就是‘人

欲’。因此，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由于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义理之学在南

宋后期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和规范世人行为的标准，成为官吏分辨是非和评判曲

直的原则。正因如此，在南宋后期的司法审判中出现了‘义理决狱’。”
22
很多时候在梳理封

建伦理的冷酷时，“自然会使人想起五四时期鲁迅、吴虞等人‘礼教吃人’的论断”
23
，的确，

封建礼教带给妇女们很大的禁锢。 

但是，在这里，这种伦理精神，又为阿朱的减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甚至起了极为关键

的作用。由于阿朱有儿子，要让黄家的香火得以延续，所以裁判官认为不能使其分离。要对

孩子负责。这里充分体现了基于家族本位的考虑而对阿朱网开一面的做法。阿朱被减刑不是

因为她是阿朱，也不是因为她的行为有可减刑的情节，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儿子的母亲，是一

个家族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这就是我国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生动体现。瞿同祖先生早

就经典地形容了这种现象“我们自不难明瞭婚姻对于家族关系重，而对于个人关系则极轻微，

从婚姻的缔结到婚姻的解除无不表现此种征象。”
24
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因为她在家庭里担任生

育孩子的“工具”的这样一种角色才使她得以减刑。 

这样的规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先秦以来历朝的法律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

敕令、命令等等，对于两性关系、婚姻、家庭、女性犯罪等都有所涉及，但是在唐以前并没

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唐代是性别制度引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唐律出现便

是其标志。唐律继承、总结并改革了以往前朝的有关律文，‘一准乎礼’，即以礼教伦理为准

则，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女性的法规，从而使周、汉以来的性别制度及有关女性权利、地

位等社会规范全面由礼制化走向法制化。同时，它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历代法律中关于性

别与女性的律条无不以之为本，它又是古代性别制度的法典的基石。”
25
 

综合封建伦理正与反、抽象与具体几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和影响，也让人不禁想起孟德斯

                                                        
1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 页。 
20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9 页。 
21 王麟：《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妇女的守寡与再嫁》[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22 张利：《“义理决狱”——<以名公书判决清明集>为主要依据》[J],河北学刊，2006 年第 3 期。 
23 张锡勤：《论宋元明清时代的愚忠、愚孝、愚贞、愚节》[J],道德与文明,2006 年第 2 期。 
2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98 页。  
25 马小红：《礼与法》，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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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所说的“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

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

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

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

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
26
其实，伦理又何尝不是呢？也

就是说，伦理也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

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伦理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

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伦

理和伦理之间也有关系，伦理和法律。和他们的渊源以及和用为伦理存在的基础的事物的秩

序也有关系。应该从这些观点去考察伦理。 

 

3.小结 

全面综合上述法律与伦理层面的分析，范西堂依据法律与伦理进行判案。这其中，有许

多法律问题，但又绝对不限于法律问题。
27
有许多伦理问题，但是也绝对不仅仅是孤立的伦

理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超越了法律也超越了伦理。通过这一个案件折射出来的是整个宋

代社会。“整个文化、社会皆为法律的背景，法律体系与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伦理等皆

存在一种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是辩证性的，亦即不是单向式的（如经济发展决定法律）。

法律体系 一方面是个与文化社会其他部门划分的次级体系（初民社会较不明显），另一方面

也与其他部门同样置诸在一个文化脉络与社会体系之内，彼此相互影响。”
28
法律与伦理，还

有许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社会，同时，也反映社会。他们从不同的层次反映社会的不同层

次的问题。但是，他们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社会，作用于社会。那么，其中的法律与伦理到底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运行的，他们之间是如何作用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等等一系列问

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四、社会背景 

宋代社会处在封建王朝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有着封建社会的共性，也有其自己的特

性。“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各种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

复杂，带来了各类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

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世界文明前列’。”
29
这为宋代的法律与伦理的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经济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其法律与伦理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很大的任务。法律

与伦理都有相对良好的物质发展基础，但是，同时，也受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所带来的挑战。 

从法律方面来看，“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达到最高峰”。
30
宋代非常重视法制建

设。“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制定了

非常详密的法律，体现出‘自立一王之法’的鲜明特征。”
31
有学者概括宋代的法制的主要特

征为：第一，以敕代律。宋初制定了《宋刑统》，但是，很快就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

经济关系的要求，统治者不得不大量地运用敕令补充律之未备，变通律之僵化。第二，自立

刑制、重典治民是宋代刑法上的刑法上的突出特征。第三，宋代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敕、

                                                        
2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27 方流芳教授在 2011 年 10 月为中欧法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上法律职业伦理课时慷慨之言。 
28 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 页。 
29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30 徐道鄰，《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89 页。 
31 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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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格、式、例等。
32
由于立法较多，而且更改较为频繁，又由于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很大，

这些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怎么好。而且，相关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也还不是很健全，所以，

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并没有发挥出共实际的作用。 

在伦理方面，宋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儒都想通过弘扬儒家纲常伦理来达到社会长

治久安。四书五经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中国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33
 儒家发展到宋代产生了理学。“理学家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把伦理道德从形而下的百姓

行为规范的层次，提升为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形态层次，使百姓的具体道德行为规范获得理论

思维形态的支撑和论证。这个论证就是对于百姓道德行为规范理论前提、来源、基础的追究。”
34
 “一些理学家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规范,但它并没有成为当时社会婚

姻生活的主导伦理规范。相反,当时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的现实是,人们在议亲时重资财,重

科举官僚,也有人重‘人品’;夫妇之伦中有‘悍妇’;离婚、再嫁的道德环境相对宽松等。

可以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理学家所主张的伦理规范是对当时婚姻伦理道德生活

的调整或‘匡正’。”
35
 所以，伦理的作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综上，法律与伦理，这两种最主要的社会规范在宋代都得到了发展，但是，都有其局限

性。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都无法改变社会的性质与现实，只是可以从不同层面反

映社会现实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促进或者抑制作用去演绎人类许多永恒的话题，比如

命运、自由、平等、善恶与正义„„这些话题早已超越了法律的层次，上升到了一种普遍的

伦理。 

 

五、命运与正义、善恶与追求 

（一）这些伦理的永恒话题探讨的意义 

有学者在其文章中问道“世界能够形成‘普遍伦理’,以作为各国人民所遵从的共同价

值标准吗?”
36
的确，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难免让人觉得夸夸其谈，但是，这样的一种探讨

也带给人一种希望。“希望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行动，也可能具有反叛的倾向，但希望一定是

出于美好的愿望，它最终是为了幸福和理想，而不是要走向深渊和虚无”，
37
但这也就像弥尔

顿笔下的将要出征的人们一样“也另有一种魅力，能片刻驱除心头的苦闷，激发起对未来的

渺茫的希望，能武装心怀，令能忍受，如同是三重的钢铁铸成的一样。”
38
也正如打好高尔夫

球，“不能靠头天高尔夫球飞行的数学理论一样，要学会正确的行为也不能靠研究正确行为

的伦理学理论。对伦理学的兴趣就像关于高尔夫球和台球的数学理论的兴趣一样，都是理论

上的兴趣。不过，理论也有某些实践作用。理论可以促使我们提防某些系统性的错误，否则

我们就不会怀疑这些错误，也就更不能更正这些错误。”
39
这也就是我们所要探讨那些普世的

伦理问题的意义所在。 

 

（二）命运与正义 

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人的性格，

                                                        
32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8 到第 15 页。 
33 黄云明：《宋明纲常思想简论》，社会科学战线，1999 年第 6 期。 
34 张立文：《宋元明清道德哲学的五个特征》[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9 期。 
35 谢军：《宋人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J],伦理学研究,2009 年第 9 期。 
36 陈瑛：《三纲五常的历史命运———寻求“普遍伦理”的一次中国古代尝试》[J]，道德与文明，1998 年

第 5 期。 
37 薛晓阳：《希望与命运—关于希望德育的哲学阐释》[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38 [英]约翰·弥尔顿（著），韩昱（译）：《失乐园》（上），远方出版社 2006，第 58 页。  
39 [英]布劳德著，田永胜译：《五种伦理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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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的命运。”
40
但是，在宋代，对于女性，这个说法适用吗？制度已经为妇女预先设定了

一个工具性的角色。她们的命运还会因自己的性格而改变吗？比如连女性的姓名可以体现出

其地位的低微。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绝大多数的女子是用‘阿某’、‘某氏’、‘某娘’、

‘某姐’等用名来指代的，她们依靠娘家的姓氏和几个标志女性的字以及表示排行的数字使

自己区别于他人，只有极少数的女子拥有正式的名字，这显示出当时女性的地位是低微的。”
41
同时，这种地位的安排又为正义的实现提出了质疑。肯定有觉得在这种事先不平等不正义

安排的情形下可以不用遵从，但是，罗尔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的解释是“一个法律

的不正义也不是不服从它的充足理由。当社会基本结构由现状判断是相当正义时，只要不正

义法律不走出某种界限，我们就要承认它们具有约束性。在试图确定这些界限时，我们接触

到了政治义务和政治职责的深层问题。这里的困难部分在于在这些情形中各种原则是冲突的

事实。某些原则劝告我们服从，而其它原则则指示我们走其它的道路。这样，我们就必须根

据一种适当的优先性的观念来衡量政治义务和政治职责的各种要求。”
42
 

 

（三）善恶与追求 

在命运面前追求正义的时候不免涉及到善恶的判断，罗素认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

了解的东西倾向于强调善恶是相当平衡的，但是，当然有可能的是，我们并不知道的东西要

比我们知道的东西更善得多或更邪恶得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最终判断的悬而不决是惟

一合理的态度。”
43
在资本主义情形下，有一种至高的善，“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

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把

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对不合

理的。”
44
他们将追求目的的工具定义为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做法。也有人问，

“为什么我要做那个？”这种问题经常有两种理解：一是在像“所有一切都看起来没有意义

的时候请求上帝给一个做任何事的理由”一样表达一种绝望；另外一种是听起来更加鄙视的

语气，比如“为什么我应该、不得不去做？”
45
 

对于这个问题，康德认为，“个体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意味他们有责任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一员”，因为他们个人的价值也是人类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应该被鄙视。在说到个人对他

人的义务时，人类由两种巨大力量束缚到了一起——爱与尊重——就像物理世界中的相互吸

引与排斥一样。
46
的确，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柏拉图的爱欲伦理在《会饮》中得以充分体

现。柏拉图的爱欲作为一种欲求，产生于富有和贫穷，是对至善和永恒幸福的强烈渴望，带

着这种渴望，人们在爱的阶梯上层层攀登，由具体之物不断上升，从特殊转向一般，从变化

转向永恒，从可见之物转向可思之物，直至到达善的理念这一爱的阶梯的终点，此爱欲并非

                                                        
40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0 页。 
41 许浩：《<名公书判决清明集>中的女性用名探析》[J],民俗研究，2010 年第 1 期。 
42 [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339-340。 
43 [英]罗素：《伦理学要素》（1910），转引自万俊人主编：《20 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伦理学基础：原理

与论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0 页。 
44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彭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27

页。 
45 原文为"WHY should I do anything? " Two of the many ways of taking that question are these: as an expression 

of despair or hopelessness, when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Give me a reason for doing anything;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and as sounding a more defiant note, against morality, when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Why is there 

anything that I should , ought to ,do?" 

引自 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an Instroduction to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3. 
46 原文为 Kant maintains that individuals’ duties to themselves imply their obligation to be “useful members of 

the world,” since their personal worth belongs to the worth of humanity and ought not to be degrad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to others, human beings are bound by two “great moral forces”—love and respect— akin to the 

forces of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in the physical world. 

引自 Dostoevsky and Kant Dialogues on Ethics, Robert Ginsberg(Founding Editor), Evgenia Cherkasova,New 

York, NY 2009，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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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偶然的具体事物所能满足，它是对美的爱、对至善的爱、对神圣完满的爱。凭借着美

和善的吸引，形成一种向上的引力，使人在不断的自我赢获和自我流失中实现自我超越和上

升，这是对有限的不完美的存在的填充，是对贫穷的存在物的丰富，是朝向完美的不懈追求，

是对自我回归的实现。”
47
 

爱是人世间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是“封建礼教特别是‘存天理，灭人欲’的

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使人们心中的爱情遭到沉重的压抑，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在没有独立

地位的妇女来说，爱情的命运就是她们的根本命运，而这恰恰是她们无法主宰的”
48
。但是，

她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宣泄的途径的，比如说文学。宋代女性在文学上取得极大的成就，“据

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三·宋代）统计，她们的诗词集、笔记等书原有 40 多种，

掀起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在宋代词坛上，女性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曾受到

极高的赞誉。”
49
当然，她们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充满了悲情色彩。或是相思，或是绝望，

或是悲伤„„ 

人类的道德并不是完全确定。我们的伦理自由并不奇怪。不否认现实中的伦理，遵循进

化的起源，并没有损害其尊严。相反地，人类的伦理在其聪明到足够意识他们动机之间的深

刻矛盾时才会发展。
50
 

 

六、结语 

本文由阿朱案引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此问题许多是人们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相信

还将继续思考下去。本文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想要提醒人们

它们的存在。或许继续的思考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如果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人类

将走向更加不知的方向„„那种没有方向的恐惧是会遮住人们看到希望的双眼的，但是，思

考后的希望，则将指引人们克服恐惧不断前行„„ 

 

 

                                                        
47 董春莉：《由柏拉图的爱欲伦理反观爱的现代命运》[J],学理论，2009 年第 10 期。 
48 陈学广：《宋代妇女词探幽》[J]，社会科学研究 1989 年第 6 期。 
49 田玉彬:宋代女性词作的悲伤意蕴[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50 原文为 Human morality is not a brute anomaly in the world. Our moral freedom is not something biologically 

bizarre. No denial of the reality of ethics, nothing offensive to its dignity, follows from accepting our evolutionary 

origin. To the contrary, human moral capacities are just what could be expected to evolve when a highly social 

creature becomes intelligent enough to become aware of profound conflicts among its motives. 

引自 Mary Midgley, THE ETHICAL PRIMATE-Humans, Freedom and Morality,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t 

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2,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