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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为何失败:迈向全球图景下的法治转型学

叶竹盛

(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

〔摘 要〕 二战以来，当全世界过半数国家在政治发展与经济繁荣上取得重大成就之时，却只有少数国家能
够跨过法治的及格线。全球图景下，为何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治转型流于失败? 为什么相对于民主转型研究，法
治转型的研究相对较稀薄? 应当像研究民主一样研究法治，对法治的概念谱系进行类型化分析，使法治的概念内
涵在经验分析的能力方面得到充实，进而联结法治转型的经验形象和经过拓展后的法治概念谱系，对不同国家的
法治状况进行更为全面、细致和合理的类型化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法治失败”为何成为了法治转型的“主旋
律”，并通过各种层面的法治转型比较研究，努力寻求和建构可以描述、解释和回应当前法治转型僵局的一般性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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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World War II，when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po-

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rosperity，only a few countries have been able to implement the basic effect of the rule of
law． Why is the fail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under the global perspective?
Why is th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relatively thin compared to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studied just like the study of democracy and the conceptual pedigree of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analyzed so that its conceptual connotation is enriched in the ability of empirical analysis for the com-
bination of the empirical image of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xtended conception and the legal condition can be classified
more comprehensively，detailly and rationall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n on the basis of this to explore the reason that
" the failure of the rule of law" has become the "melody" of its transformation，and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various
level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its aim is to make efforts to seek and construct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cur-
r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at can be described，explained and respon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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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转型是否也可能像经济发展一样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 政治、经济与法治是现代国家的三条重要
发展轨道。二战以来，当全世界过半数国家在政治发

展与经济繁荣上取得重大成就之时，却只有少数国家
能够跨过法治的及格线。若以民主化衡量政治发展，
1978 年世界上只有三成左右国家可以归为民主国
家，而到了 2012 年，这个数字已经翻倍了。〔1〕在经济
上，若以人均国民生产总收入计算，1991 年世界银行
统计的 197 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和中等偏上的经济体
总数为 79 个，占 40% ; 而到了 2015 年，两者总数占
全世界经济体的 60%①，进展迅速。然而，相对于政
治和经济的发展态势，法治发展的图景显得悲观而艰
难。“世界正义计划”( World Justice Project，以下简
称“WJP”) 是目前量化评价世界各国法治水平较为

·3·2018 年第 1 期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① 数据来源: https: / /datahelpdesk． worldbank． org /knowledge-
base /articles /906519#High-income，最后访问 2017 年 2 月 2 日。

DOI:10.16290/j.cnki.1674-5205.2018.01.001



成熟的一个项目①。根据这个项目 2015 年的调查结
果，102 个国家( 地区) 中，法治指数( 0 － 1 分，1 分为
最佳) 超过 0． 6 分及格线的只有 35 个，其中绝大部分
为欧美发达国家。世界上总共有 195 个主权国家，未
纳入 WJP 调查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东，这些
国家的法治状况大多比较差，其中能跨过及格线的想
必寥寥无几。因此根据合理估算，世界各国的总体法
治发展状况比 WJP 调查数据所显示的更为落后，只
有大约 20%的国家( 地区) 表现及格②。

数据所呈现的悲观图景在大量实证研究中得到
具象化。大量国家的法治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例如
在 Stephan Haggard 和 Lyida Tiede 教授的一个研究
中，他们统计出，世界范围内，1970 年至 1999 年间有
47 场内战导致法治崩溃。〔2〕除了这些因为战争而突
然崩溃的案例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发生了政变，推翻
了原有的宪法体系。例如泰国 2014 年 5 月发生军事
政变，民选政府被解散，军方成立了过渡政府。泰国
早在 1932 年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这个国家八十
多年的现代史中，却发生了十多次军事政变，宪法多
次重订，法治秩序动荡不已。〔3〕如果说内战和政变导
致的法治崩溃或逆转是比较极端的情况，那么另外一
些国家的法治虽然没有遭受剧烈冲击，却常年处于法
治严重缺陷的状态，无法有效突破困境，实现法治昌
明。其中一个例子是印度。印度的民主体制已经建
立了半个多世纪，从英国殖民时期算起，它的现代法
律制度也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印度的法治状
态却严重受挫于横行的政治腐败、低效的司法能力和
复杂的经济社会条件，始终未能迈入法治发达国家的
门槛。〔4〕另一个显著例子是俄罗斯。1991 年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道路，在多个
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法制改革，但直至现在，俄罗斯的
法治状况依然令人堪忧。〔5〕〔6〕20 － 25，95 － 96

许多学者相信，民主是法治发展的前提，但是为
什么六成国家都实现民主化了，却只有两成左右国家
跨过了法治的及格线? 学界通说认为，法治是经济发
展的前提，法治状况越好的国家( 地区) 经济发展也
越快。那么为什么在大量国家摆脱了低收入水平，跨
入中等偏上乃至高收入的行列之时，却仍然未能在法
治发展上取得突破? 大量国家的法治转型遭遇重大
挫折，存在何种规律性的现象? 如何解释这些国家
( 地区) 的法治转型遇挫的现象? 要解释这些重大的
理论问题，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法治转型的复杂现象。
为什么法治建设没有跟上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节奏?
法治建设更为复杂和艰难吗?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法
治成功转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近四十年法治发展的快
车道，尤其是十八大以后，进入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
吸取其他国家法治建设失败的教训，巩固已有的法治
建设成果，迈向法治昌盛国家，这是中国法治建设面
临的一大课题。本文提出，应当重点研究法治转型失
败的现象，从研究法治转型为什么失败，以及如何防
止法治转型失败的角度，才能理解法治转型的复杂现
象，并且对促进法治转型的成功突破具有重要的价
值。本文的价值还在于，促进对法治发展规律的认
识，更全面地理解法治转型与民主化、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充实法治发展研究这一重要领域的理论内
涵，同时也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改革实践提
供理论上的参照。

二、法治转型失败的个案实证研究

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如果说目前针对当
代法治转型失败的现有经验研究得出什么共通性结
论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发现便在于，不同国家所遭遇
的法治挫折，存在各种不同的表征和解释。目前对于
法治转型失败的个案研究，在以下几个领域最为引人
关注。

( 一) 前苏联阵营国家的法治建设
这方面的研究背景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私有

化改革和政治重构，尤其以俄罗斯的研究为代表。经
济学家 Karla Hoff 和 Joseph Stiglitz 从市场主体的偏
好角度构建了一个模型分析俄罗斯法治在苏联解体
后发展不佳的主要机制。〔8〕753 － 763他们认为，法治建设
取决于市场主体对法治的需求，但是俄罗斯存在诸多
因素抑制了法治需求，主要包括“缺少市场经济的历
练”、政治腐败、腐败的私有化过程、富足的自然资
源、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发生在 1992 － 1993 年的严
重通货膨胀。受这些因素影响，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
是维持非法治的状态，以更好地攫取利益，而不是靠
法治保护合法的收益。

常年研究俄罗斯法治发展的美国学者 Kathryn
Hendley，总结了俄罗斯的法治改革，称俄罗斯法治存
在双重状态，“也许普通案件能够依法处理，但是那
些受到权力关注的案件，则可能受到操纵”。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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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WJP历年的调查统计数据均公布在其官方网站上: http: / /
data． worldjusticeproject． org /.

根据支振锋的统计:“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在历经半个世纪的
法治建设之后，与西方的差距整体上并没有缩小。”参见支振锋: 《改
善法治建设的微观环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5 期，第 87
页。



为，俄罗斯的法律体制是一种处于法治( rule of law)
和法制( rule by law) 之间的类型，无法用任何现有概
念来涵盖。他认为，俄罗斯法治要长足发展，需要克
服一些障碍，其中包括政府要加强执法的功能，严格
惩罚违法行为，〔9〕更有赖于普通民众对法治的需求，
并勇于督促政府遵守法治。〔10〕总体而言，Hendley 认
为针对俄罗斯法治建设的实证研究远远不足。〔11〕

( 二) 拉美国家的法治建设
拉美是美国的后院，也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主

要发生地。对这一区域法治发展的研究主要放在民
主化的背景下进行，并且毫无意外的是，大部分关注
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自美国。美国学者 Jorge Esquirol
在《拉丁美洲失败的法律》一文中，综述了美国学者
对拉美国家法律研究的总体评价。〔12〕甫一开篇，他就
写道:“拉美的法律在多个方面都失败了。无数研究
和学术理论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地区的国家法律
基本上是无效和不当的; 司法低效而腐败; 几乎谈不
上存在法治及其实施。”他将拉美法治失败分成两
类:第一类是功能失败，包括法制崩溃、执法缺失、法
律过程低效、能力和资源缺乏等情况。第二类是法律
失败，包括过时的法律、法律形式主义、法律与社会脱
节、法律停留在纸面上、法律移植不当、精英操控法
律、法律的主观性和寻租等等。

Rachel Bowen在针对中美洲五个国家司法体制
的研究中提出，司法自主性对法治发展甚至民主发展
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3〕司法自主性取决于司法
体制受到哪些外来影响。Bowen 将中美洲五国分为
四种司法体制，分别是自由司法体制、政府控制下的
司法体制、非官方隐秘控制下的司法体制和党派控制
下的司法体制。这些司法体制的形成有历史渊源，但
是也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上优势
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不同的司法体制对法治发展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法治秩序的崩溃。

( 三) 战争创伤国家的法治建设
战争如何冲击法治? 如何在战争平息之后的国

家建设法治? 这也是国际法治发展理论领域中值得
关注的话题。一般认为，内战结束后，因为战争而严
重受损的法治建设应该会迅速恢复;经历过战争的国
家应当会更珍惜法治，致力重建法治，但是 Stephan
Haggard和 Lyida Tiede教授针对 47 个国家的研究得
出了相反的结论。内战平息之后，法治状况并不会迅
速恢复，即使能够恢复到战前水平，也依然令人堪忧，
因为要在这些国家( 地区) 实现良好法治的目标，道
路还很漫长。〔2〕两位教授还认为，战争的强度、不同
的停战方案、是否有联合国等外来力量的磋商调停等

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战后法治恢复的情况。〔2〕

( 四) 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失败
国际学术界研究法治转型的个案，主要动力在于

研究如何向法治转型国家“输出”法治，在全球推广
法治①。参与法治推广实践和研究的群体形成了“法
律与发展运动”，产生了大量针对具体法治制度建设
的研究，例如如何更好地制定法律，〔14〕〔15〕〔16〕如何加
强司法能力，〔17〕如何提高司法独立，〔18〕但这些理论
指导下的大部分国际法治推广项目并未达到预期效
果。〔19〕17，470 － 486，〔20〕〔21〕“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失败促使
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主要根源于西方传统的法治概念，
开始从系统性的层面反思法治转型的规律。例如
Michael J． Trebilcock和 Mariana Mota Prado 两位教授
提出，并不存在法治推广的一揽子方案，要根据法治
转型国家自身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其中最关
键是对不同转型国家的政治环境进行类型化分析。
法治改革者和推动者应考虑到，在不同范式的政治环
境下，不同成员对待法治存在不同的态度，这种差异
影响了法治转型的效果。〔22〕大量法治转型的个案研
究足以呈现法治转型的艰难，展现了处于不同历史背
景下的国家( 地区) 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殊途
同归，共同走向法治转型失败的结局。这些研究产生
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但一方面由于缺少看待法
治转型失败问题的全球视野，无法从全貌上描述和解
释法治转型陷入困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由于缺少融
贯的方法论、概念和工具，而难以将个案研究中得出
的结论运用于法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性反思和普遍性
研究中去。因此，法治转型为什么会失败的研究，还
需要引入新的视角。

三、法治转型的全球图景

个案实证研究难以描绘出法治转型的全球图景，
但可以通过一些全球性的调查数据分析各国( 地区)
的法治转型趋势。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 World
Governance Index，简称“WGI”) 中的法治指数是目前
对世界各国( 地区) 的法治发展状况进行统计的各类
数据中，跨越时期最长，涵盖国家最多，数据来源最全
面的数据库，统计了过去二十年( 1996 － 2015 ) 世界
各国或地区的法治指数②。经验和理论都告诉我们，
法治转型是长程的历史现象，很难从短期内看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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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参见: Carothers，T．，Ed．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M〕． Wash-
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6．

WGI数据参见: http: / / info． worldbank． org /governance /wgi / in-
dex． aspx#home，最后访问 2016 年 12 月 2 日。



国家或地区发展法治的趋势。放在人类法治发展的
千年历史视野下来看，二十年虽然不算长，但通过分
析和统计过去二十年的 WGI 法治指数，或可窥见法
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球发展趋势。

WGI法治指数从法治状况最好到最差分别是 2．
5 到 － 2． 5，其中部分国家( 地区) 部分年份的数据有
所缺失。本文利用 WGI数据交互分析网站上的统计
工具①，用曲线图分别展现所有国家( 地区) 的法治发
展趋势，发现过去二十年间全球的法治趋势可以归纳
为七种类型:

类型一:法治昌盛型。法治指数长期位处世界前
列，并保持稳定，全球只有 27 个国家 ( 地区) 属于这
种类型，其中绝大多数为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典型
的法治发展趋势图如下:

图 1:瑞士的法治昌盛型法治发展趋势图

该趋势图竖轴表示该国( 地区) 的法治指数的世界排名
百分比，100 表示位居最前列。图中居中的曲线是排名数值，
上下两条曲线分别表示排名数值的上下误差区间。

类型二:后发突破型。法治指数从较低的位置，
持续发展，最终进入或接近法治昌盛型。在过去二十
年，只有十个国家( 地区) 的法治突破发展，成功跻身
法治昌盛的行列。代表性例子如下图所示:

图 2:爱沙尼亚后发突破型的法治发展趋势图

类型三:发展停滞型。法治指数长期处于世界排
名中等位置，即使略有波动，但既未突破发展，也没有
剧变下挫，这一类型包括 24 个国家 /地区，其中一个
代表性案例是印度。

图 3: 印度停滞发展型的法治发展趋势图

中国法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徘徊在世界中
等偏下水平( 排名 35% － 45%之间) ，虽然 2012 年到 2015 年
提升了 4 个百分点，但总体上依然位于中等偏下位置，尚未看
到突破发展的迹象，可以归入法治上停滞发展型的国家。

图 4:中国的法治发展趋势图

类型四:持续下挫型。有多达 34 个国家( 地区)
的法治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较好或中等状况，
持续下挫，甚至“堕落”到世界排名的底端，发展趋势
例如图 5 所示:

图 5:玻利维亚持续下挫型的法治发展趋势图

类型五:剧变下挫型。有 35 个国家( 地区) 的法
治状况在特定年份或是一定时期内遭遇了一定程度
的剧变，法治指数突然下挫，如图 6 所示:

图 6:叙利亚剧变下挫型的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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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工具的界面参见: http: / / info． worldbank． org /governance /
wgi / index． aspx#reports，最后访问 2016 年 12 月 2 日。本文中图表，如
无另外注释，均通过该网站分析生成。



类型六:起步萌发型。有 18 个国家( 地区) 呈现
出了法治发展的乐观迹象，从法治败坏的状况中走出
来，法治指数从低位一路攀升，进入中等排名的行列，
但尚未取得突破。卢旺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图 7:卢旺达起步萌发型的法治发展趋势图

类型七:长期败坏型。36 个国家( 地区) 的法治
指数长期处于世界排名的最底端，属于法治秩序严重
缺失的状态，看不到任何希望，例如尼日利亚。

图 8:尼日利亚的长期败坏型法治发展趋势图

七种类型的统计情况如表一所示:
表一:法治发展趋势的类型

趋势类型 代表案例
数量

( 总数 191)
比例

法治昌盛型 瑞士 27 14． 0%

后发突破型 爱沙尼亚 10 5． 2%

法
治
失
败
型

发展停滞型 印度 24 12． 6%

持续下挫型 玻利维亚 34 17． 8%

剧变下挫型 叙利亚 35 18． 3%

48． 7%

注:“其他”7 个国家 ( 地区) 数据不全，因此没有进行归

类。

表一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全球法治发展图景，
法治转型并不像民主化及经济发展一样，少有“逆袭
成功”的励志故事。除了欧美发达国家，过去二十年
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的法治建设取得了
突破。同时，不少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无法建立

基本的法治秩序。不论是发展停滞型、持续下挫型还
是剧变下挫型，都是法治进程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遭
遇困境，要么停滞发展，要么下挫乃至崩溃。这三种
类型都可以称为“法治失败”，是全球近半数国家或
地区的法治转型所共同遭遇的命运。对于少数法治
起步萌发型国家和地区，在步入中等状况后，到底是
走向法治失败还是进一步后发突破，虽尚不明了，但
根据其他转型个例的经验，其前路绝非通途。总而言
之，相对于成功实现法治转型，法治失败显然才是当
今世界的“主旋律”。

法治转型的全球图景向我们揭示，研究法治转型
最迫切的问题是，已经走上法治建设道路的国家为什
么会失败? 应该如何避免法治转型中途的失败? 不
论是针对法治转型个案的实证研究，还是 WJP 或
WGI的法治评估指数，对世界范围的法治转型现象，
人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实证经验素材。问题在于，如何
将法治转型的经验素材和法治转型的理论联系起来?
如何在经验素材中发现、建构和检验法治转型的理
论? 现有的法治概念建构是否足以应对复杂的法治
转型经验图景?

四、法治转型研究的独立性

如前所述，政治、经济与法治三条轨道上的现代
国家发展，法治转型明显落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治转型研究的活跃度和成熟度也
远远低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的研究。在研究经济
发展的领域，如何拉动经济发展，如何避免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需要怎样的制度条件———对这些
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献，
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民主转型的研究领域更是吸
引了无数学者投入精力，从概念拓展到模型建构，提
出了各类精细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于大量个案的实证
研究，使得民主转型的研究领域甚至显得有点拥挤。

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勃兴于
二战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产生了大量当代研
究基础的经典文献。相比之下，法治转型的研究则显
得冷清和落后很多，直到上世纪末才起步，新世纪初
的十年才日益受到关注。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学术
研究的养分来源于实践经验，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成
功的全球经验比法治转型显得更为丰富也更为乐观，
而成功的故事总是更容易吸引研究者的眼光，研究者
也更容易从大量的成功故事中获得有益的启发。除
此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法治转型被认为是
依附于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一个过程，因此不需要
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一些学者认为，法治只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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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个条件，只要重视经济建设，法治自然也会
受到重视，并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起来。而另外一些
学者则认为，法治转型的前提是民主转型，民主是法
治建设的基础条件，因此在谈论法治建设之前，应先
考虑民主转型问题。

然而，就这两个经典命题而言，不同学者得出了
不同的结论。对于法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命题，虽然
不少研究都确认，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法治情况有
紧密的关联性，〔23〕但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关联未必是
必然的，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经济发展未
必能推动法治进步，而经济发展也未必依赖于法治框
架。〔24〕〔25〕对于法治和政治发展( 尤其是民主制度) 的
关系，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少争议，两者远非并轨发展，
也不是“先来后到”的关系，〔26〕〔27〕最直观的表现便
是，民主状况好的国家或地区，法治状况却未必相匹
配。从图 9 可以明显看出，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或
地区的法治指数和它们的民主指数之间不存在任何
线性关系。换言之，民主转型与法治转型是独立的过
程，未必是同时进行的，两种过程各有各的规律。
图 9: 2008 年世界各国 /地区的法治指数与民主指数的关系

2008 年政体指数
图表来源: Yuhua Wang ( 2011 ) : When Do Authoritarian

Rulers Tie Their Hands The Rise of Limited Rule of Law in Sub －
National China，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第 8 页

说明: 图 9 中竖轴为 WGI 法治指数，2． 5 代表最高状态，
－ 2． 5 代表最差状态。横轴为政体指数，由研究机构 the Cen-
ter for Systemic Peace主持，数值从 － 10 到 10，测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民主程度，分数越高意味着民主水平越高。

因此，法治转型有自身的特定性质，并不是依附
和从属于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过程，其转型现象也
具有不同于后两者的特征，拥有独立展开研究的独特
价值。

除了要将法治转型研究从经济与民主转型研究
的阴影下解救出来，同样还需要将法治转型研究的视

角从历史命题转向现实关怀，承认和直面法治转型的
时代性。也就是说，法治转型并不只是一个历史现
象，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具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
自韦伯以来，一直吸引诸多学者的一个问题是，为什
么法治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而不是其他区域。韦伯
无意间将法治转型的问题域设定为历史命题，使得大
量学者潜入历史的幽深之处追寻法治转型的命理。
例如，昂格尔在中西方法制史的比较视野下，得出结
论，称法治首先出现在西方是因为西方国家存在超越
性的自然法观念，并且存在多元利益集团。〔28〕在另外
一些主要针对西方法治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宗
教、〔29〕习惯法、〔30〕封建领主制度〔30〕和商业发展〔31〕等
等因素都被认为是促成法治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主要
因素。这种将法治转型视为历史命题的研究旨趣，一
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当代的法治转型研究。历史研究
得出的结论为法治萌生和发展设定了严格的环境因
素，将法治当作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因此，在这种理论视野下，当前任务不在于重新阐释
法治转型的现象，而在于将历史真相运用于型塑现
实。

法治与发展运动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便归因于
这种思路。历史发现与现实关怀之间存在巨大的隔
阂。例如福山虽然也认可历史上宗教对法治发展的
促进作用，但是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信仰和宗教的力
量已经衰落了，我们只能从世俗的角度追寻法律的权
威来源。〔32〕换言之，福山认为，现代法治不可能复制
历史上法治发展的轨迹。此外，他也质疑从商业活动
的角度定义法治的做法，他虽然认可历史上西方法治
和商业活动的紧密联系，但却认为商业活动的繁荣未
必源自法治的恪守，因此不能仅仅通过产权保护和合
同实施等商业相关的法律效果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法
治状况。〔32〕

当然，并非所有法治转型的历史经验都不适用于
当下。例如福山认为，如果法治规则首先在精英之间
形成共识，然后再推广到所有人，这样的法治发展过
程相对更容易，效果也更好。他的这个观点既是历史
上西方国家法治发展的规律之一，也是现代一些国家
成功建立法治的经验，例如南非就是这样的例子。〔32〕

政治学者 Barry Weingast在研究法治的政治基础问题
时，也提出法治的稳定性取决于上层之间共同信守的
“精英契约”( Elite Pacts) ，只有讲求历史时机，并遵
循严格条件的契约，才可能获得遵行。〔33〕

福山等人的研究连结了法治发展问题的历史与
当下两个时空，他们对法治发展史研究结论的当代修
正，显示法治转型研究正在发生历史命题向现实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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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向。唯有转向现实，人们才有机会摒弃法治发展
的历史成见，俯身凝视眼前的这个时代，在面对当今
法治转型的衰败图景时，能重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理
论勇气。尽管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应当将法治转型
从民主转型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但在研究思路和方法
上，要像研究民主一样研究法治，大量借鉴民主转型
领域的研究形成的思路和思想。

五:像研究民主一样研究法治

( 一) 改造法治概念的分析能力
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相对于热闹的民主转型研

究，学术界对现代国家法治转型的关注太少了。〔32〕民
主转型研究已经建立了丰富的概念体系，提出了许多
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并对大量个案开展了深入细致的
实证研究。〔1〕〔34〕〔35〕〔36〕〔37〕113 － 136〔38〕要理解法治转型的
规律，首先就在于像民主转型研究一样，构建更具有
描述、分析和解释能力的法治概念谱系。

在民主发展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出了较为精细的
概念框架，足以描述和分析不同国家不同的民主发展
状况。这种划分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定义不同类型
的民主体制，例如议会制民主、总统制民主、联邦制民
主和两党制民主等等。〔39〕430 － 451另一类是定义不同发
展程度的民主，例如对自由民主 ( liberal democracy)
和非自由民主 ( illiberal democracy) 的划分，〔40〕〔41〕对
寡头民主、事实一党制民主、训政民主的划分，〔39〕以
及对最低限度民主、选举民主、多头政体和自由民主
的划分〔42〕等等。这些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民主发展
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类型，有助于学者更准确地认识民
主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也使得民主建设领域的经验研
究成果远比法治建设领域丰硕。〔32〕民主概念体系的
建构，回应的是民主转型发展的种种复杂现象，超越
了民主 /非民主的简单二元论，而是将民主发展当作
一个具有程度性、类型化的过程。通过复杂的民主概
念体系，不仅可以分析民主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可以
分析民主从有到好的过程。

目前法治发展领域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概念是
“法治与人治”或“法制( rule by law) 与法治 ( rule of
law) ”的两分。“法制”指的是已经存在一套法律制
度，但是不足以有效规训权力，〔28〕所以从本质上讲，
“法制”也属于人治的一种，因为最终权威都来源于
任意性的个人意志。很多学者用“法制”这个概念来
指称传统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期间以及中国改
革开放后的法律体制。还有一些学者也用“法制”概
念描述从前苏联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9〕而显然中
国和俄罗斯在不同时代的法律体制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用同一个概念来描述，将产生巨大的混淆。美国
学者 Tamanaha就曾指出，一定意义上，所有法律体制
( legal regime) 都可以称为“法制”，所以他指出“法
制”这个概念的分析效能很弱，甚至容易产生混
淆。〔30〕“法制”概念的特异性 ( conceptual differentia-
tion) 不强，导致概念延展( conceptual stretching) 的范
围太大，无法有效指称某一类法律体制，

更进一步，如果局限于两分法式的法治概念体
系，则我们只能区分法治“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而
无法辨识法治“从有到好”的发展过程。换言之，法
治发展只存在从非法治向法治转变的性质变化过程，
而不存在程度性和类型化的转变过程。在这种简单
化的法治概念二分法之下，对于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陷入僵局、发生逆转甚至崩溃的法治失败命题，就
无法从概念上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近年来已经有
学者认识到了法治发展概念分析工具的不足，并对此
进行了一些探索。

1.“厚”与“薄”的法治概念之争
法治的概念是一个横跨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

研究热点，吸引了大量关注、讨论和争议，产生了大量
的文献。种种讨论和争议中，最基本的分析是 Peer-
enboom提出的法治概念的“厚”( Thick ) 与“薄”
( Thin) 之分，或称为实质法治与程序法治。简单而
言，Peerenboom认为，薄的法治概念主要包括程序意
义上法治因素，例如法律要清晰、融贯、公开，具有普
遍性等等。厚的法治概念则包括民主、人权、福利等
实质性的要求。其他学者的划分和这一方案相比，在
具体元素上有些差别，但总体思路是一致的，主要采
用的也是“实质 －程序”两分法。〔30〕〔44〕〔45〕〔46〕〔47〕

围绕着“厚 －薄”的法治概念解析，一些学者认
为，这种划分割裂了法治概念的整体性，不利于全面
把握法治秩序的内涵;〔48〕〔49〕另有学者，例如著名法
学家拉兹，认为法治概念填充了太多元素，与其说是
充实了这个概念，不如说是虚化了这个概念，使它丧
失了任何分析价值;〔47〕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分类
的实质不是争议法治的本质，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法律
体制的不同形态和不同的构成要件。〔50〕

这些争议揭示了法治概念在分析意义上的困
境———现有研究对法治的概念内核没有形成统一的
认识，众多法治概念的要件到底是构成法治的本质性
内涵，还是选择性要素，并没有共识。从这个意义上
讲，法治概念的清晰度远远低于民主概念，运用于经
验研究的分析能力也严重受限。因此有学者提出，要
使法治概念更有效地运用于实证研究，用于分析和衡
量不同国家法治发展的状况，就必须对法治概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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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充分的理论化。〔51〕

2.“亚型法治”或缺陷型法治
德国的比较政治学学者 Lauth 和 Sehring 在民主

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一些国家糟糕的法治状况成了民
主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他们也发现，缺乏分
析性的法治概念工具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他们提出
了缺陷型法治( Deficient Rechtsstaat) 的分析框架。〔51〕

在他们看来，缺陷型法治不同于完全没有法治的情
况，而是指法治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存
在缺陷的状态。在总结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出现的转
型难题的基础上，Lauth和 Sehring归纳了四种缺陷型
法治: ( 1) 失调型法治( Inconsistent Rechtsstaat) 下，法
律之内及之间缺少调和、稳定性和清晰性; ( 2 ) 任意
型法治( Arbitrary Rechtsstaat) 下，法律在制定和实施
上存在任意性，导致民众对已经发布的法律缺少信
心; ( 3 ) 部分实施型法治 ( Partly － implemented Re-
chtsstaat) 下，民众和法律机关在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
上都有所欠缺，导致部分法律只停留在书面上; ( 3 )
排除型法治( Excluded Rechtsstaat) 下，社会中只有特
定群体享受到法治规则，其他部分不受法治约束或是
保护。

两位学者进一步总结了造成缺陷型法治的三种
原因: ( 1) 缺少制度能力，主要体现在行政能力、财政
和人力的缺乏三方面，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针对转型
国家的法治推广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能力建设( ca-
pacity building) ; ( 2 ) 社会中的有权群体倾向于支持
其他替代性规则，这种类型的极端化表现是黑帮盛行
和军阀割据，较为温和的则是对非正式规则的默许性
支持; ( 3) 社会中的普通群体对非正式规范有很高的
接受度，尤其是宗教传统深厚的地区，传统的宗教、民
族规则比正式法律规则在特定地区和人群中享有更
高的权威。在非宗教化和民族构成不复杂的国家，例
如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则主要
是倾向于更信任基于特殊化人格关系的规范。当然，
四种缺陷型法治并非单独存在，一般是交织在一起，
是韦伯意义上用于分析社会现象的理想型。相应的，
三种原因也无法截然分离，而是可能相互作用，相互
增强或是减弱，分别造成一种或是多种缺陷型法
治。〔52〕

3. 法律体制的五种稳定型
如果说 Lauth 和 Sehring 提出的法治缺陷型是横

向意义上的法治类型划分，本文作者提出的一个分析
不同类型法律体制的概念框架则主要是从纵向意义
上对法治发展可能经历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52〕这
个理论框架认为，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政体的法律体

制的属性:政体合法性的性质和政体的立法能力。根
据政体合法性与法律的关系，合法性可以分成法律合
法性、非法律合法性和传递性法律合法性。其中传递
性法律合法性指的是，一个政体的合法性受到法律之
外的因素约束，但是这个因素本身又受到法律因素的
约束，因此法律对政体合法性产生了一种传递性的约
束力。立法能力中的“立法”是广义上的概念，不是
指作为政治活动的立法或是司法裁量权意义上的立
法，而是指“使法律成为法律的能力”。这个概念的
理论基础是富勒的法的内在道德性的理论。富勒认
为，法律要成为法律，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一定的
特征，符合一定的标准，例如普遍性、融贯性、一致性
等等，否则便不能称为法律。〔53〕因此这里的立法能力
指的是“使法律成为富勒意义上的法律的能力”。这
些能力由各种制度安排、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所决
定，既包括立法机关的状况，也包括司法、执法，乃至
整个法律职业。立法能力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
是合理的立法能力、有缺陷的立法能力和失控的立法
能力。

根据法律体制属性的这两个决定性因素———合
法性的类型和立法能力的水平，可以将任何法律体制
分为九种类型，但是其中四种是不稳定的类型，因此
只剩下五种稳定型，分别是法治、缺陷型法治、传递性
法律体制、法制和人治。如下表所示:

表二:法律体制的五种稳定型

合法性

立法能力
法律合法性

传递性法律
合法性

非法律
合法性

合理的立法
能力

法治

有缺陷的立法
能力

缺陷型法治
传递性
法律体制

法制

失控的立法
能力

人治

这种以法治的核心要素作为类型学基础的概念
框架，超越了厚薄二分的法治概念体系，没有简单割
裂法治的不同组成要素，而是直指法治概念的本质构
成。五种稳定型的法治概念框架最重要的启示在于，
法治现象的多样化实际上根植于法治概念内在的因
素，既不是意识形态争论的妥协结果，也不是历史传
统分野的结果。表二所示的概念体系也是一个法治
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当导致合法性类型或是立法
能力变化的情事发生之时，一个政体的法治状态也会
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在某一种稳定型中
发生程度变化，也可能是跨类型的范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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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治概念体系的改造，立即就能提出法治发展
的新命题，那就是法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像民主转
型一样，并不是简单的飞跃式性质转变，而是同样存
在程度性和类型化的发展。从上述法治转型的案例
和数据分析可知，大量国家的法治发展虽然已经走过
了“从无到有”的阶段，但却在“从有到好”的阶段陷
入了困境。这种认识论上的拓展，更有利于将法治转
型放入动态的过程性视野中进行探究，不仅更符合现
实情况，也为法治转型开拓出了理论空间。因此，不
论是法治概念的厚薄理论、亚型法治还是法律体制的
五种稳定型，这些新兴的对法治概念体系的发展，显
然有益于认识全球范围内各地区复杂的法治转型现
象。借助这些概念框架，可以通过更详尽和准确地描
述、分析与解释不同国家( 地区) 法治转型的不同现
象，从而在更系统和全面的层次上，获得法治转型的
理论认知。

( 二) 迈向法治转型学
法治转型无疑是一个历史进程，而历史则经常充

满偶然与隐秘的力量。竭尽全力去解释难以解释的
现象，这就是学术研究者的宿命———这其中既蕴含着
探索的乐趣，也闪耀着研究的价值。前述研究已经指
出了法治转型在个案和数据上具有复杂性，并且在数
据的直观上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全球图景下法治
发展的“主旋律”不是后发突破，而是陷入僵局、倒
退、剧变等衰败的困局。如何理解法治转型过程中普
遍的失败现象? 法治转型的过程独立于民主化和经
济发展，不应让后两者的研究遮蔽了法治转型的研
究。要从政治 －经济发展的阴影下解救法治发展研
究，突破口首先在于重建法治概念谱系，从概念上拓
展理论空间，容纳法治也存在程度性和类型化发展的
新观念。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民主转型研究的诸多
方法和思路，对法治转型的现象开展更为具体、全面
和系统的研究，通过法治的转型学研究，真正理解当
今世界普遍的法治发展困境。下文将重点讨论针对
法治转型现象可能开展充分研究的三个领域。

1. 法治转型的类型化分析
民主转型研究的繁荣建立在对民主现象进行充

分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经典的政体类型
学开启了民主转型研究的类型化传统①。类型学是
建立理论道路的第一步，因为类型学可以从纷繁复杂
的现象中，化繁为简，将看似存在巨大差异的案例，聚
合而成一系列具有内在共通性的类型。〔54〕16目前学术
界对法治现象进行的类型化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外以量化方式评价或测量
法治状态的做法颇为流行。以量化的认识方法虽然

认识到了法治转型在程度上的丰富性，但数字却掩盖
了丰富的经验细节。排名相近、分数接近的两个国
家，在具体的法治制度、司法实践、法治文化等等方面
的表现，可能是天差地别的。总体而言，构建法治发
展的类型学有以下四种思路:

第一条路径是从法治的概念内涵出发，以其概念
组件作为划分不同类型的依据。上述亚型法治和法
律体制的五种稳定型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这种分
析方法的优点在于，分类的基础是法治概念的本质内
涵，拓展了法治概念的事实描述能力。但是这种分析
方法从属于概念建构的层次，没有和经验素材结合起
来，因此未必足以建立有效描述经验事实的类型化模
型。为了弥补第一条路径的不足，第二个思路是在类
型化的过程中，结合个案分析和概念解析。将建立在
概念内涵基础上的分类，作为法治类型学的假说，在
完成个案事实的类型归属后，再调整和完善类型假
说。以表二所示的五种稳定型为例，当代社会中可能
存在无法归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类型的案例;抑或其中
某种类型无法找到对应的案例。如果存在类型假说
与现实案例之间的归属交错，则意味着五种稳定型的
分析框架在描述能力上存在瑕疵，需要进行调整。因
此只有将第一种思路得出的类型化假说运用于经验
素材，才足以完成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类型化工作。

第三种思路是以法治部件的类型化和总体上的
类型化相结合的方法。例如可以将宪法体制、司法制
度、法律传统等法治的部件进行分类，再统合为总体
上的法治类型化框架。第四种思路是将法治及其政
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结合起来，以多维度的变量
建立法治的类型，例如威权法治 /民主法治的分类。
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单一维度的数据对客观事实的遮
蔽和裁剪。类型学研究最大的价值是在描述意义上。
它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类型学只是为进一
步解释具体的现象奠定了基础。它更多的是告诉人
们“怎么样”，而不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要
回答为什么会这样，需要深入探究法治转型的机制。

2. 法治转型的机制研究
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的法律社

会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关于法治转型的机制研究，只是
他的视野回溯到了中西法制发展的久远历史。他得
出的结论既指出了法治秩序生发和持续的基本条件，
也深入分析了这些条件是如何促进法治秩序的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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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 158 个城邦后，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
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参见〔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与繁荣的。〔28〕当代各国( 地区) 的法治转型现象纷繁
复杂，难以用简单的法治秩序与非法治秩序两种分野
作为分门别类的概念工具，这也意味着，影响、推动或
局限法治转型的条件与机制可能更为细微、交缠和多
样。总体上，研究法治转型的机制，可以从内部与外
部机制两个视角入手。

对于内部机制，那些作为法律秩序部件的因素在
发生变化后，如何影响法律秩序本身的变化，例如美
国宪法学家阿克曼指出，不同的宪制类型可能导致不
同的合法性难题，对法律体制产生不同的冲击。〔55〕泰
国的例子也深刻揭示了不同的宪法权力架构，将影响
一个法律体制最基本框架的稳定性，从而波及整个法
律秩序。〔3〕除了宪制安排，不同的司法体制、法律传
统等法律秩序的内部因素都可能影响法治转型。法
治转型的内部机制研究就在于找出这些影响性因素，
并分析这些因素如何改变、推动或阻碍法治进程。对
于外部机制，法律体制外的各种条件和因素是如何影
响法律秩序的生成与变迁的? 法律体制内外的条件
如何相互塑造? 具体而言，不同的政体类型、地缘因
素、经济模式、社会条件、宗教文化等等，是如何改变
了法治转型的走向。

探究法治转型的机制，解释性的案例研究是一个
适宜但同时又绝非轻松的路径。以泰国八十多年辗
转反复充满戏剧性的法治转型历程为例，Sudatip
Pramuanmetha试图从历史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视
角寻找答案，既从弥漫泰国的小乘佛教传统的宏观层
面探究羁绊泰国法治转型的价值基因，也利用政治科
学上行为分析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展开中观和微观层
面上的制度与结构分析。〔56〕泰国的案例具有双重意
义，一方面泰国的法治发展长期无法突破，陷入了
“党争—司法政变—失利一方挑起街头抗争—军方
发动政变平息乱局—再修宪重建秩序”的轮回僵局;
但另一方面泰国的法律体制又始终维持在一定层次，
没有陷入崩溃或是高度独裁的局面。〔3〕对这类案例
的解释性研究，将具有广泛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3. 法治转型的比较研究
法治转型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比较研究。一

定意义上讲，比较研究是机制研究在视野和研究对象
上的延宕，通过具有某一方面相似性或相异性的两个
以上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更具有一般性的结论。例
如可以比较承续了不同的法律传统( 大陆法系 /英美
法系) 的国家( 地区) 不同的法治转型状况;可以比较
过去二十年法治发展一直处于持续下挫状态的国家
( 地区) ;还可以比较研究某个具有共同传统或是历
史渊源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法治转型情况，例如东

欧国家、北非国家或是南美国家;对中国的而言，可以
选择大型国家作为比较对象，例如“金砖四国”，也可
以选择具有相同的高速经济发展的国家( 地区) 的法
治转型作为比较对象。

以法治概念体系的类型化重塑为基础，我们还可
以通过比较研究，更细致地探究法治与民主和经济发
展的关系，而不只是局限于“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或
是“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等简单的命题上。当我
们将法治作为一个程度性和类型化的概念之时，我们
便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
济发展情况是否更可能发展出某一种类型的法律体
制”、“民主体制与法治转型的不同趋势有何关系”;
“经济发展是否法治后发突破的因素”等等重要问
题。总体而言，法治转型的比较研究领域非常广博，
是一个学术富矿，只要有足够的理论想象力，就能找
到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六、迈向全球图景下的法治转型学

全球图景下的法治转型令人沮丧。值得追求的
价值经常也是难以实现的价值。然而，这个事实丝毫
不能损害人们对于法治的热爱，反而能成为唤起人们
新的研究旨趣的集结号。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从
“西方如何实现法治”的历史命题转向“法治的现代
转型为何总是遭遇挫折”，进而追问“法治为何失
败”，我们就抓住了当前法治发展全球图景下的主要
命题了。迈向全球图景下的法治转型研究，首先要突
破的是目前研究法治转型的两种主流认识方法，一种
是简单的“法制( 人治) －法治”二分法，另一种是量
化的法治评价体系，对不同国家的法治状况进行打分
测量和排序。第一种认识方法无法运用于“法治失
败”的研究，只能认识法治“从无到有”的过程，因此
难以解释世界范围内法治转型的复杂经验性表象。
第二种量化的认识方法虽然将法治发展视为一个进
程，但是对于法治内涵而言，其所遮蔽的远远多于所
呈现的。因此，本文主张，要超越这两种认识法治的
方法，应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法治的概念谱系进
行类型化分析，使法治的概念内涵在经验分析的能力
方面得到充实，进而联结法治转型的经验形象和经过
拓展后的法治概念谱系，对不同国家的法治状况进行
更为全面、细致和合理的类型化分类。然后在此基础
上探究“法治失败”为何成为了法治转型的“主旋
律”，并通过各种层面的法治转型比较研究，努力寻
求和建构可以描述、解释和回应当前法治转型僵局的
一般性理论。

本文除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试图超越现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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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隐含的实践论新思路，当前
法治转型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如何“从无到有”建设法
治，而本文指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已有的法治建
设成果陷入僵局甚至发生倒退。当前世界范围内，法
治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法治昌盛的案例，研究如何避
免失败而不是如何走向昌盛，这一认识论和实践论上
的转向，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为目前方兴未艾的
世界法治推广运动和具体国家的法治改革实践，尤其

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提供政策上的新视角和理论
支持。毕竟，在一定意义上，通往法治的道路上，不失
败就是成功。立足于法治失败现象的法治转型研究，
还有望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成见，将西方法治发展的
结论作为新历史条件下有待检验的观点，而不是既定
的前提性命题。只有保持法治转型理论的开放性，才
能获得法治转型理论的增长机会，也有可能为严峻复
杂的法治转型全球图景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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