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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之错：西方司法史上的猎巫行动

文化启思录 □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厌讼息争”还是“依法办事”

（资
料
图
片
）

猎

巫

行

动

法文化解读 □

张鸿浩

猎巫行动就是搜捕巫婆术士的迫害
行动。这里的“巫” 指的是巫婆、 巫术。

何谓“巫术”？ 克里斯蒂纳·拉娜在《巫
术与宗教： 公众信仰的政治学》 一书中
解释道： “巫术是个人同魔鬼之间的私
下商契， 也是同魔鬼订立盟约之人用以
反对上帝， 反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阴谋。”

本来神鬼精灵都属虚无缥缈， 巫术也无
非江湖骗术， 但在中世纪因此衍生出
的罪名丧生者为数甚多。 马修·黑尔爵
士在

17

世纪的著作《国王的诉讼》 一
书这样写到： “在普通法上， 和异端
罪一样， 通过镇压异端学说者令， 巫
术罪要被判处死刑。 ”可见后果严重，令
人惶悚。

迷信的国王与惩治“巫术
罪”的法律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是一个极迷信
的人，他深信世上有所谓“巫蛊”那样的
东西。

1591

年《苏格兰纪闻》一书记载：

1589

年国王到丹麦迎娶安妮公主，在苏
格兰舰只和丹麦船只向北海航行途中遇
到大风暴和海上灾难， 这被认为是受魔
鬼鼓动的巫士起的作用， 因为魔鬼对信
仰新教的王子的神圣联盟满怀恶意。 由
此，两个国家都开始搜捕犯罪的巫士。在
被捕的人中有一老妪熬刑不过， 竟屈承
“曾会同妖婆二百余人乘筛如海……企
图颠覆国王的船”等语，于是株连更多的
人。 审判之时，詹姆士亲临观审，并且特
制刑具供拷打使用。审讯结束，全体被告
被逼招供，皆处以绞刑，绞刑执行后又将
其尸骸焚毁。

这位迷信的国王在世之时， 还制定
法律惩治“巫术罪”，将该罪分为两级：一
级为巫术罪的重罪，包括四种类型：用符
咒召唤邪灵或者祈求邪灵；商议、召集邪
灵或者招待、 雇佣、 喂养或者付给其报
酬，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是否因此
做出什么行为； 占有死人或者他的一部
分，加以雇佣或者将其用于巫术和魔力，

即使没有实际使用或者雇佣； 行使任何
巫术、咒语、魔力或者魔法，造成任何人
被杀、受损毁、被食用或者被附体于该人
及其身体任何部分（要求实施了附体、食
用等行为）。 二级包括五种： 以巫术、咒
语、 魔力或者魔法告诉他人宝藏的处所
并控制他们， 即使没有控制成功； 以巫
术、咒语、魔力或者魔法告诉人们哪里可
以找到丢失或者被盗的货物；以巫术、咒
语、 魔力或者魔法意图使人陷入非法爱
情当中； 告诉他人物品或者不动产将遭
受毁坏（要求存在实际的毁坏）；告诉他
人将会使用巫术伤害任何人。 对于上述
行为都将予以惩罚。

1563

年以前，在基督教教会法和普
通法中， 巫术被规定为一种犯罪。 在
1510

年，连魔术也被列为犯罪行为。 在
欧洲， 可以这样给巫术迫害勾勒一个轮

廓：

15

世纪前，巫术诉讼看来微乎其微。

15

世纪后巫术诉讼逐渐增多，

16

世纪和
17

世纪达到高潮。

1563

年的巫术法案认
定巫士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曾经同魔
鬼达成契约， 趁夜间飞去举行魔鬼的秘
密仪式。 法案要求对那些犯有迷信罪或
假装行巫“欺骗人民” 的人， 以及通过
求助于那些犯有行骗者以维持这种迷信
行为的人处以死刑。

1590

年至
1591

年
对巫术叛逆罪进行了兴师动众的审判，

“在这期间审判的进行过程中， 有
300

多个巫士被指控分别在不同的时间里人
数不等地集拢在一起策划背叛国王的行
动。” 背叛的方式当然是使用某些巫术
来谋害国王， 如熔化他的蜡像来将他置
于死地。 “这些审判从

1590

年
11

月一
直持续到

1591

年
5

月，

100

多个嫌疑
犯受到审判， 大量的难以知其详细数字
的人被处死。” 在针对巫术展开的诉讼
中， 大多数巫士被指控从事肉体伤害和
医病。 就国王而论， 这种审判还具有明
显的政治意义， 这些审判被看作是对叛
逆的审判。 人们相信巫士企图伤害国王
的性命， 这是对巫士进行审判的主要原
因。

1590

年至
1591

年的巫术审判是苏
格兰最后的对叛逆罪的审判。 以叛逆罪
为由进行的巫术迫害完结后， 巫术迫害
又主要转向那些名声不好的人。

1603

年， 詹姆士启程去英格兰， 苏格兰的巫
术迫害继续进行。 在这个时期， 每年有
大约

20

个巫术案件， 约有一半巫士被
处以死刑。

1662

年以后， 巫术诉讼开
始衰退。 对巫术的最后一次死刑判决是
在

1683

年。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欧洲，

被处死的巫士数目无法进行统计， 估计
有数千人之多。 在

17

世纪末期， 巫术
迫害再次变得稀少。 除波兰外，

18

世
纪的巫术诉讼仅是偶有发生的事情。 克
里斯蒂纳·拉娜指出： “我们永远无从
知晓在那段时期那些遭指控、 受审问、

被宣判无罪或施以死刑的确切人数。 但
是， 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确定了巫术诉
讼集中发生的地区。 它们是德国、 苏格
兰、法国和瑞士，大概就是这样的顺序。

除此之外， 一些严重闭塞的地区也有诉
讼发生，如荷兰、瑞典、巴斯克乡村和美
洲。 ”

如今看这类法律规定与司法审判，

真感到人类荒唐至极。 由于过去的人们
普通相信存在精灵和神明， 因此才一本
正经地惩罚利用邪祟而为非作歹之人。

罗素曾指出：“在大恐惧的影响之下，几
乎每个人都变成迷信。 把约拿从船上摔
到水里的水手们， 想象他的存在是招致
可能使船沉没的暴风雨的原因。 ”“集体
恐惧会激起群众的本能， 他们对不属于
自己的那一群人施以暴行。 在大恐惧的
影响之下，个人、群众或国家都不能按照
人性从事或神志清明地思索。 基于这个
原因，懦夫比勇者更易于做成暴行，更易
于迷信。 ”

巫术迫害的根源是人们
普遍相信魔鬼的存在

有着宗教信仰的人， 发出过这样的
疑问：为什么神明允许邪祟，而且让世间
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对于这一疑问，有一
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加以化解。菲利普·
巴金多指出：“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

恶魔何以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
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
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
邪恶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
夏娃的堕落， 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
直接影响。 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
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

导致人们沦丧良知。”于是以下现象就不
难理解了：“防止邪恶蔓延， 处置散布各
处的巫师， 许多天主教国家找出和消灭
巫师解决之道。 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恶魔
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
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 让这些人承认自
己的确为‘异端’，接着便歼灭这些‘异
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
在这种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 简单
且直接。 ”菲利普·巴金多评论说：“就算
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 酷刑
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
量死伤数目， 光是这种大幅简化复杂议
题的概念， 就足以叫人燃起一把对于宗
教审判的无名火。 形成‘巫师’这样低鄙
的类别框架， 提供社会快速解决恶魔的
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经确认，就
是酷刑、下油锅和上火架。 ”

巫术迫害的根源是人们普遍相信魔
鬼的存在， 公众相信确有魔鬼和巫术的
存在，相信巫术具有的神秘力量，才会把

巫术看作对于公众实实在在的威胁。 在
当局眼中， 巫士就是将灵魂献于魔鬼而
拒绝皈依基督教的人； 巫士试图推翻现
存社会秩序。猎巫行动就是要清除上帝、

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巫术迫害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妇女，

菲利普·巴金多解释其原因，认为性别在
社会职业中的布局影响了许多男人的命
运：“在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 我们
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
师之名。 ”克里斯蒂纳·拉娜认为：“在欧洲基
督教时期，巫士范畴只包括妇女。 ……如果
你要寻找一个巫婆，那么你就是在找一个妇
女，她可以是任何一个妇女。 ”“无论是匿名
的还是公开的证实，人们都认识到一名巫婆
对既存秩序的威胁。 ”

突破正常司法原则与制度
的巫术审判

旧时不但有针对巫术罪的呈现一定
体系的法律制度， 而且对于巫术也存在
学术式的分类。 克里斯蒂纳·拉娜指出：

“在原始社会，已证明有两类巫术：白巫
术或称医病巫术， 和黑巫术或称咒人巫
术。 ”“民法和罗马法把巫术区分为黑巫
术和白巫术。 黑巫术或咒人巫术是由通
过施用法术召唤邪恶的力量而对他人造
成故意的伤害所组成， 这种邪恶的力量
是由妖术操纵的咒语形成的。 白巫术是
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诸如通过妖术或咒
语来治病、 卜算以及找回失落的财富等
组成的。黑巫术面对死亡的惩罚，而白巫
术则不然。 ”

人们对于巫术的观点是理论化的，

克里斯蒂纳·拉娜在《巫术与宗教：公众
信仰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在欧洲，巫

术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巫术审判中的应用
对诉讼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巫术个
人的打击从孤立的区域性蹂躏发展到普
遍的讨伐，再到公认的迷狂和迫害。这一
变化在

15

世纪后期十分意外地开始于
意大利北部和德国的南部地区， 而且在
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已波及整个欧洲大
陆。”巫术理论产生如此灾难性影响的原
因，是因为“当局已认识到巫士的力量是
真实存在的、令人畏惧的”；另外，这一理
论宣扬“巫士的力量来自于恶魔盟约，因
此，无论它是否用来害人，都是邪恶的、

不吉祥的， 这就意味着乡间行巫医病的
人也同当地骂街泼妇一样， 必须遭到法
律的惩罚。 ”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倘一旦发生对巫士的指控， 这种指控就
立即四处蔓延。所以如此，其源于巫术应
有其组织、巫术亦应集体行巫的思想。一
名被指控巫士将会遭到严刑拷打， 逼其
招供同伙。其同伙的遭遇亦不免如此。”

巫术迫害常常作为政治手段使用，

巫术案件的早期审判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质；这些审判甚至有一种倾向，将杰出人
物卷入其中，成为受害者或嫌疑犯。早期
巫术迫害的方式之一是把巫术指控作为
政治武器而加以使用， 这增加了对于巫
术的担忧。 例如詹姆士三世的弟弟马尔
伯爵被秘密谋杀（人们猜测是詹姆士下
命令干的）以后，被指控同巫士协商来谋
害国王，为了证实这一说法可信，詹姆士
三世下令处死几名巫士。

对于巫术活动进行起诉， 一般始于
教区选民的指控书， 指控的内容是某个
有名有姓的人犯有咒人巫术的特殊罪
行。巫士会被监禁，并被以恐吓方式诱骗
出一份忏悔书。 猎巫行动有以下两个方
面的含义： 一是搜捕拥有特定特征的，而
不是曾做过某些事的一群人；二是某个组
织通过造假的、杜撰的指控而无情地追捕
一个人。 如果依正常的裁判原则，要证实
某人曾拒绝接受洗礼、与魔鬼订约是困难
的，这意味着正常取证原则和法庭程序无
法实行。 正常的取证原则不能用于巫术审
判，例如在通常法庭上，不被允许正式提供
证据的妇女、儿童、利益集团和已经服罪的
重罪犯的证词都成了必要的。

对巫术的审判明显与正在出现的很
多刑事法律与实践的理性化背道而驰。

当时，忏悔书成为十分重要的证据，供出
同谋犯是忏悔书的重要内容。显然，审问
和法庭程序的正常标准难以满足巫术审
判的需要，要取得一份自供状，不能不使
用拷打，因此，在巫术审判中常常使用拷
打和剥夺睡眠手段。克里斯蒂纳·拉娜介
绍说：“在判处巫士死刑和剥夺其睡觉的
权利上，逼迫其招供是一个重要因素，亦
是取得标记的最好办法。 接下来的审判
和处死阶段通常伴之以专门的斋戒和布
道， 处死是一件必须公布于众的大事
情。 ”“虽然巫士们有时候会一再地受到
指控，但是，大多数被判处有罪的巫士只

是在巫术迫害期间， 才会成批地受到审
问。 官方认为，巫术是一种阴谋，应该结
合使用拷打使那些嫌疑分子供出其同
伙，这使得受审人数大为增加。 ”例如，

“在苏格兰，克伦威尔军政府在审判前对
巫妇加以严刑拷打， 从而造成了恐慌和
恐怖局面。 ”

在猎巫行动中普遍存在株连现象：

不仅盘问巫士本人从事过的活动， 而且
要盘问所谓同她一起参加过巫士聚会的
那些人的活动， 采取这一方法往往会把
另一个人扯进这场诉讼之中， 这也符合
巫士集结在一起向魔鬼礼拜的说法。 在
某些场合，没有忏悔书、也没有其邻居作
出补充的指控书的情况下， 也会仅依据
另一名巫士的不实之辞， 将被指控的巫
婆宣判有罪。在大规模猎巫行动中，许多
清白无辜的人卷入其中。 当以前公认为
品德良好的人也被拖入审判时， 所有的
人都深感忧虑，形成人人自危局面。

谢天谢地，最终，巫术迫害止于启蒙
运动的理性主义。不过，历史上的巫术迫
害虽然结束， 与巫术迫害相类似的政治
迫害却一直延续， 在某些历史时刻还会
突然爆发巨大而邪恶的力量。 克里斯蒂
纳·拉娜在《巫术与宗教：公众信仰的政
治学》一书中指出：“把‘巫术迫害’应用
到更广大的场合中去———政府对各种类
型的人的搜捕———仅仅反映出历史上的
欧洲巫术迫害的某些方面，不过，它仍然
是有启发意义的。 当代巫术迫害的关键是
政府选中了一个组织，认为某种性质和某
种信仰是他们所有的。 这些性质和信仰后
来被说成使得那些拥有这些性质和信仰
的人危害了国家的安全。 当代的巫术迫害
并不代表着一个简单的法律和秩序问题：

潜在的背叛和颠覆也包括在其中。 主要例
子有：俄国的大清洗，德国根除吉普赛人、

犹太人和同性恋者以及北美的行动委员
会。 ”学者花费时间和精力研究人类愚昧
史上这一页，剧作家阿瑟·米勒取材

17

世
纪真实案件写成的《萨勒姆的女巫》（影射
麦卡锡时代的迫害），其意义当然是远远超
过“白头宫女说天宝，古董山人话晚明”那
一类怀古忆旧的闲聊的。

对一种误解的拨正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古代中国是

一个不太讲求法制的社会， 除非发生
了人命大案非要动用刑法， 普通的生
活纠纷、 田宅细事人们不会去衙门告
状， 也不会考虑用诉讼的方式解决问
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古代法律和社会
所持有的“无讼”甚至是“贱讼”的印
象。 在这种印象“塑造”的理想的争议
解决模式里， 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
的民事纠纷， 法律似乎成了一种束之
高阁的危险品， 非到万不得已不该轻
易动用。 好像当时的法律与人们的道
德理想、 伦理秩序之间充满了紧张与
敌对，人们畏惧法律、摒弃法律，共同
在心照不宣地排斥法律。 难道法律真
的那么可怕吗？ 对于市井布衣的家长
里短，法律真就那么高不可攀吗？

事实上面对各种民事纠纷， 古代
人有很多处理方式， 历史流传下来的
许多地方档案和基层衙门的诉讼记
录， 为我们勾勒出千百年前中国的平
民百姓处理日常纠纷的原貌。

有学者对清代史料中地处不同区
域的三个县的档案资料进行了统计分
析， 发现在选取的特定时期的六百多
个日常民事纠纷中， 有超过一半的争
议当事人主动启动了诉讼程序来解决

矛盾， 这当中绝大多数最终都以判决
的形式结案。一旦起诉被正式受理，司
法官员便会严格依据《大清律》和当时
的“例”，作出对错分明的判决，整个过
程中主审官员不会主动进行调解，也
几乎不会因为道德情感等因素而改变
审判的进程。 另外的那些未经诉讼程
序而解决的纠纷中， 当事人大多选择
在当地德高望重或者较有信用的中间
人的调解下解决问题。 但调解并不是
无原则的进行， 当事人的妥协和居中
人的斡旋以法律为底线， 同时调解等
方式的选取并不排斥诉讼的重新提
起。 所以说虽然这部分纠纷未被纳入
法律的程序， 但是它们的解决进程却
一直受到法律的影响。

中国本土的“依法办事”模式
从以上内容不难发现， 古代的人

们其实有很多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
纠纷矛盾， 这其中诉讼是一种很普通
也很常用手段。 “无讼”与“不争”体现
了人们的理想，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道
德上的追求， 但这并没有影响法律在
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发挥， 理想的追求
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其实是并行不悖
的。

面对乡土社会内部数量庞大的田
地争端、 亲属纠葛或者小额的债权债

务纠纷， 中国传统法律所采取的态度是
务实而开明的， 甚至是温情脉脉的。 首
先， 它允许当事的主体自主的选择解决
问题的方式。 争议的双方可以灵活采用
相互和解、 找人撮合或者对簿公堂等等
方式， 并且法律从来都没有因为所涉纠
纷的细小琐碎而对案件持有成见， “法
庭” 的大门始终对民众敞开， 事实也充
分证明相当多的老百姓是通过诉讼的方
式解决问题的。 其次， 即便争议的双方
当事人选择族长说和、 行会协调或者私
下和解等表面上看来“非法律” 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法律仍然对问题的处理进
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终争端的化解
依然是“依法进行” 的。 这种影响体现
为两个层面： 第一， 上述非诉讼的方式
解决问题时所依据的标准（比如道德、

风俗、 族规等） 与法律的精神是暗合
的， 这些社会规范与法律彼此连通、 互
为表里， 它们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的
前提是法律对它们效力的认可， 所以虽
然表面上看没有适用法律， 但是事实上
法律依然在发挥实效； 第二， 法律作为
国家的正式制度， 是对社会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的保障和兜底， 也就是说一旦当
事人在其他的纠纷解决模式下有可能遭
受利益损失时， 他可以随时中断已进行
的程序转而诉诸法律。 某种程度上讲，

正是因为国家法律随时提供的这样一种

预期的保障， 才使得调解或者私和等形
式的纠纷解决在实质上不会偏离法律太
远。

法律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它
源自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 是普通人生
产和生活的反映， 反过来也要为广大的
民众提供服务， 因此它是寻常百姓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法律有自己的
制度设计、 条文规范， 也有其背后的价
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它确实代表了国家
的强权， 但是它同时还体现着社会的道
德伦理。 没有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而孤
立产生的样板法典， 也不会存在老百姓
的生活安定平和而法律却血腥暴虐的冲
突状态。 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丰
富多彩的， 这就决定了法律的形态也应
该是与之相匹配的。 平常百姓之间家长
里短的小问题的解决也体现了法律的力
量， 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以自己的方式
“依法办事”， 并非一涉及田宅细事就会
只讲关系、 不讲原则， 有情无法、 强迫
调停； 也不是说法律平日里就威严残
酷、 高高在上令普通百姓望而却步。 所
以在古代民众的生活中，法律并非“置而
不用”的威慑工具，它和普通民众的生活
息息相关。

理性的维度与中国的特色
近代以来，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与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培育出的现代法律文
明（尤其是大陆法系法学）崇尚严谨的形
式逻辑， 注重法律体系自身的严整与规
范，具备了形式主义高度的理性特征。经
过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系统的大
陆法系法学理论的教育， 近代西方这套
法律制度框架， 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心中
唯一标准的法律模型。 我们自觉不自觉
地用这套法律的理念、逻辑、规则甚至缺
陷来衡量除此之外的一切法律形式，包
括我们自己曾经拥有的法律传统。 于是
很自然、 也很容易发现了中国古代法律
在各个方面暴露出的种种所谓“顽疾”，

连篇累牍，甚至罄竹难书。

其实， 理性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统一标准， 也不是说非西方近代的法
律就不可能具备理性的特质。以今揣古，

厚西薄中，恐怕有失公允。中国古代的法
律（甚至现行法律中的很多内容）是对现
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从具体的纠纷出发，

关注的是实际问题的妥善解决， 法律或
者法典的形成是在大量问题化解之后，

对处理规则的一种提升或者总结。 这种
以情理为本位的法律观， 以及注重个案
的归纳式思维， 源自中国人注重实践与
体悟的情本位哲学， 它与西方社会自古
希腊肇始、 推崇严格演绎逻辑的思辨式
哲学有着根本的差异。 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两种哲学理念存在优劣之分， 也不能

证明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的法律模
式不能“理性”的调整自己的社会生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整个民族文
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自己的理
念设计、 价值判断， 也有相应的制度章
程、操作规则。古代的法律以“礼”作为精
神指导，把中国人最推崇的忠、孝、节、义
蕴含其中， 注重对人内在德行的教育与
影响，提高人的自律，减少违法的发生；

在体制的设计上， 以律典为相对稳定的
根本大法，辅之灵活多样的立法形式，充
分照顾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法律制
度的运行完全基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需
要，与道德、风俗、习惯等相互融合、彼此
配合，采取调解、协商、审判等多种不同
的方式有机能动地调整社会生活， 化解
各类矛盾。 法律本身没有森严的体系框
架，亦不追求学术理念的严谨不可侵犯。

整套规则的设计与运作完全是为了解决
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法律来源
于实践，最终也是为社会生活而服务的。

古代的中国社会没有培育出类似近
代西方一样严格明确的产权制度， 也没
有设置权利义务清晰的法律关系， 但中
国传统法律在应对日常的各类纠纷时，

却巧妙地将调解、 协商等手段与正式审
判相结合，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间
觅得契合点， 将法律的意图贯彻到纠纷
解决的不同形式和各个环节当中。 既没
有刻意制造“无讼无争”的虚伪状态，也
没有因为“贱讼”、“厌讼”而拒法律于千
里之外， 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和有效的手
段， 妥善的处理了社会生活中数量众多
的纠纷矛盾，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处理问
题的方式， 实现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
“依法办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