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的理论 

万敏秀〔1〕 

【摘要】 

恩格斯晚年有力地批驳了否认法的独立性和夸大法的独立性的谬论，第一次全面、系统

地阐明了法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在其晚年与布洛赫、施密特等人的书信来往中体现了其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在恩格斯看来，法的相对独立性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

性的体现。”
〔2〕

法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它一经问世，便逐渐获得了相

对独立性。所谓“法的相对独立性，是指法在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能动

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并一不总是保持着一致和平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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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法对社会政治经济既有斩不断的依附性，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既对立，又统

一，历史的辩证法从来就是如此。法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

贯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题中之义。但是，法的相对独立性作为一套完整的思想

体系，则是恩格斯晚年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完成的。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五年，

他通过撰写大量通信有力地批驳了否认法的独立性和夸大法的独立性的谬论，他指出，法既

须符合于社会经济状况的一般要求，也具有按照意识形态自身发展的特殊能力。在这里，本

文试图对恩格斯的法相对独立性学说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形成的背景 

 19 世纪 9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德国出现一股反

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矛头直指唯物史观。以保尔·恩斯特(Pawl Emst，1866一 1933)，保尔·康

普夫麦尔(Pawl Kampfmeyer，1864 一 1945)，汉斯·穆勒(Hans Muller，1867 一?)，麦克

斯·席佩尔(Max Sehipper，1559 一 1925)等人
〔4〕

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 教条地用经济

因素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机械地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及其意

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引起了思想界的混乱。 

恩格斯利用书信作为积极有效的宣传手段，在对施密特、布洛赫等人就一些有关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回信中，详细阐明了法与经济的动态联系，揭示了法的相对独立性及

其运动的规律，对这一思潮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在恩格斯看来，法的相对独立性是意识形

态相对独立性的体现，是指法遵循自己特有的规律实现自己的社会机能，法的发展并非始终

与经济同步。”
〔5〕

 

                                                        
〔1〕 中国政法大学，双硕士研究生。 
〔2〕 周伟：《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当代法学》1989 年 04 期。 
〔3〕 郝铁川：《论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实践意义》，《法学》1991 年 04 期。 
〔4〕 吕世伦、万其刚：《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的理论----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研究》，《法

制与社会发展》1996 年 04 期。 
〔5〕 前引〔1〕，《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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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的抨击 

全面认识法的发展规律，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同时又要坚持法学的辩证

法，反对庸俗的“机械决定论”。 “他认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

行的，法与经济的关系也是这样。”
〔6〕

 

（一）法对社会经济基础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恩格斯认为，经济决定法是辩证的，不能只是机械地重复经济决定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唯

物史观的法学原理，而忽视法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

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就有了

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

它自己所创造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

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7〕

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唯物史观庸俗地

理解为单方面的“经济决定论”，抹煞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

“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他可以

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
〔8〕

以上三种情况也完全适用

于法，它不仅可以维护或破坏某种经济基础，而且可以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

的条件下对经济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的作用。 

（二）法与上层建筑其他现象的相互作用 

经济决定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全部要义，法还受着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中其他

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律、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

生影响。”
〔9〕

 “法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所有这些因素的“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10〕

，

法正是在与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作用下而与经济发生关系的。只不过“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

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最有决定性的”
〔11〕

。所以，法受经济生活条

件所决定和制约应该也只能从“归根到底”
〔12〕

的意义上来理解。 

三、法的相对独立性的表现 

法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它一经问世，便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性。

所谓“法的相对独立性，是指法在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

发展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并一不总是保持着一致和平衡。法的相对独立

性是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懂得这种相对独立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法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实

践中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法的历史。”
〔13〕

 

（一）法律在经济方面的相对独立性 

1、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 

                                                        
〔6〕 宋柱修、徐玲、初明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要法学的贡献》，《枣庄师专学报》1996 年第 4 期。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87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3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9 页。 
〔10〕 文正邦：《论法的相对独立性》，《现代法学》1992 年第 4 期。 
〔11〕 前引〔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7 页。 
〔12〕 前引〔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6 页。 
〔13〕 前引〔2〕《论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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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相对独立性首先表现为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法现象的“变异”
〔14〕

，即在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具有两种互不相

同的法律制度。马克思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

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的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

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
〔15〕

 也就是说，“法的内容根源于它的现实社会基础，

而它的形式却离不开法律文化的传统。经济决定法必须在法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础所决定的

范围内进行。因此，在相同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由于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会形成不

同的法律制度。”
〔16〕

 

第二，法现象发展的“不平衡”
〔17〕

。恩格斯写道，“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

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

阶级的含义，就象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象西欧大

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

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

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

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

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

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

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象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

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18〕

 “法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可能使法具有超前性，也可能使法

具有滞后性，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
〔19〕

 

2、法律体系自身的协调一致 

恩格斯详尽阐述了法必须保持自身内部和谐一致、协调发展的理论，他在 1890 年 10

月 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提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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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恩格斯认为，一方面由于经济决定法，法的发展要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相适应；

另一方面又由于法的相对独立性，法的发展又要靠自身体系的协调一致，这就产生了法与客

观经济关系不一致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点（指法内部和谐一致—引

者注），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
〔21〕

 

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自由”、“平等”的表面特征，这决定了资产阶级法也必然形成“公

平”的法观念，这就不得不掩盖法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真相。就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典

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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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例如，法国大革命确立的许多“纯粹而彻底的法观

念”，在拿破仑民法典中已经被歪曲。然而，法的“公正性”的程度直接受到阶级力量对比

关系的制约，所以，“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

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
〔23〕

 但是，不管拿破仑民法典对客观经济的反映有多少

                                                        
〔14〕 前引〔1〕，《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 
〔15〕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16〕 前引〔1〕，《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 
〔17〕 前引〔1〕，《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 
〔18〕 前引〔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1 页。 
〔19〕 前引〔3〕，《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的理论----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研究》。 
〔20〕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21〕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22〕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23〕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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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都“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篡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
〔24〕

 因

为，在总体上，拿破仑民法典毕竟还是反映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彻底胜利，反映近代大规

模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25〕

。既然法最终以经济的变化为转移，

因而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性也只能是有条件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进一步论证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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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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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因此，法就是在

与总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条件下在追求自身体系的协调--矛盾--协调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

展的。 

3、法的继承性 

恩格斯认为法的历史继承性是法的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现。继承不仅指对原有法律的某

些形式、规定、术语的继承，还包括一些具有科学性、民主性的原理、原则和精神的继承。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谈到法的历史继承性,他们承认“法和法

律有时也可能继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不再是统治的了,而是只剩下一个名义。”
〔27〕

 

恩格斯晚年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

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

保留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社会的最后遗迹，并

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

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
〔28〕

尽管英法两国的革命方式和彻底

性程度不同，但都继承了过去的法律。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和上层建筑的更替，旧的法

律内容及其所维护的阶级利益将会消灭，可是反映法律内容的某些形式、规定、术语和原则，

仍然会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被保留下来，继承下去。 

（二）法在政治方面的相对独立性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凭空产生，法律作为上升为国家意志

的一定阶级意志的体现，无疑同政治联系在一起。法律一方面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并为政治服务，表现为对国家政权的依附性；另一方面，法一旦经由国家制

定或认可，相对独立性也就相应而生，法律确认和调整政治关系，直接影响政治并促进政治

的发展。 

1、法调整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 

 第一，“国家权力机关必须受宪法和其它有关法律的约束，立法权不能随意滥用，它的

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制化轨道上进行。”
〔29〕

在国家生活中，法律应当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尊

严,一切掌握国家管理权力或执政的个人、群体组织或机构均无条件服从法律权威。宪法的

核心目的就是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近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权力

机关不能随意自行组成，必须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的权限方面，凡实

行宪政的国家，都规定立法必须依据宪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同时，国家权力还要受到其

他法律的制约。 

第二，“执政党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不能代替立法机关立法，也不能用党

                                                        
〔24〕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7 页。 
〔26〕 前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88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9 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5 页。 
〔29〕 前引〔2〕《论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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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代替国法，党的领导人也不应运用党权去干扰立法程序。”
〔30〕

 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

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三，政府行为应当受法律的约束。必须以人民选出的代表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明确规

定政府权力及其活动规则和范围，使政府权力合法化，从法律和制度上规范和调节政府机构

和公务员的行为。 

2、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和利益。 

在恩格斯看来，法的产生与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更大范围内确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

利，这使得法的阶级性在逐渐减弱，而社会性、人民性在逐渐增强，因此，法不仅体现统治

阶级的意志，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被统治阶级斗争的成果。 

四、对法的绝对独立性的抨击 

在恩格斯看来，法和经济关系，经济是第一位的，法是第二位的，国家和法必须服从经

济利益。“法对经济基础虽然存在相对独立性，但它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总的趋

势。”
〔31〕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的因素

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32〕

所谓“归根到底”,是“从本原的、基础的、总的发展趋势的意义上来讲的，表明经济

因素具有最终的根源性。”
〔33〕

 

法的这种独立性毕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形成法的相对独立性的物

质基础是社会的劳动分工”
〔34〕

，从事社会管理各部门工作的人形成了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

团，产生了专门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职业群；“法的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基础是各阶级

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35〕

， 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时，“国

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36〕

 正因为上述因

素，掩盖和繁杂化了法同经济基础的必然联系，使这种联系呈现出一种间接的性质。但是它

不可能完全超越和独立于经济墓础，不可能割断其间的真实联系。 

 

结  论 

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

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恩格斯指出，法的相对独立性与经济基础最终决定性是辩证的统一： 

一方面，恩格斯抨击了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指出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

的经济状况，而且应使法的体系和谐统一，法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不总是保持

一致或者并行不悖的。其中，法在经济方面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0〕 前引〔2〕《论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实践意义》。 
〔31〕 李思聪：《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致约·布洛赫》、《致康·施米特》、《致瓦·博

尔吉乌斯》为例》，《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5 月。 
〔32〕 前引〔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95 页。 
〔33〕 前引〔30〕，《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致约·布洛赫》、《致康·施米特》、《致瓦·博

尔吉乌斯》为例》。 
〔34〕 前引〔1〕，《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 
〔35〕 前引〔1〕，《论恩格斯晚年关于法的相对独立性理论》。 
〔36〕 前引〔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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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自身的协调一致以及法的继承性三个方面。法在政治方面的独立性主要从法调整着

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和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和利益两个方面进行

论述。 

另一方面，恩格斯驳斥了狭隘的夸大法的独立性的观点，指出承认法的相对独立性，丝

毫不意味着否认经济基础对法的决定性。无论法怎样与经济基础不协调，法仍然不能超越和

不顾客观的社会现实状况，仍然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