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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平等观念是一个文化的

产物，还是一个生物进化的产物？这
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在国际社
会， 最近一些年来科学家们对平等
问题的研究由以前的人类社会文化

领域转向生物学行为领域的研究，
这是一个颇有趣味的尝试和现象。
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一些灵长类动物

的实验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实验研

究，探讨人类的平等观念来自何处。
猴子也具有平等观念

《自然》杂志发表的美国 Emory
大学动物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布鲁斯

南的论文指出， 猴子也具有平等观
念。 布鲁斯南通过研究来自南非的
褐戴帽卷尾猴发现， 在与一群猴子
进行的游戏中，如果完成相同的工作
而给予不同的奖励，猴子会拒绝接受
奖励。 例如猴子可能不吃拿到手的黄
瓜甚至将黄瓜扔向不平等对待它们

的人，而原因仅仅是看到同伴得到的
是更可口的葡萄。 这是研究人员第一
次发现人类之外的物种具有平等观

念。 同时表明平等观念与宗教、政府
和学校等人类社会具有的文化以及

社会因素无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思
想，是物种进化的结果。 当然，这一研
究结论还需更多的佐证。 但它至少表
明了要求平等对待是人与生俱来的

天性，或者说是人的自然本性。 用我
们法学的术语，要求平等是人的一种
朴素的自然权利观。

婴儿的公平感是与生俱来的

2011 年英国 《独立报》10 月 8
日报道：研究发现婴儿早在 15 个月
的时候，就显示出利他主义的迹象，
这无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婴儿的
公平感是与生俱来的， 还是从看护
自己的大人那里学到的？ 华盛顿大
学的一项试验表明， 当有人受到不
公平的待遇时， 那些蹒跚走路的孩
子便会露出惊讶的脸色。 研究人员
指出， 这证明人类这些品质的发展
比以前想象的要早， 同时也显示他
们的社会期望和自己的行为之间存

在着某种联系。 负责这项研究的是
心理学副教授卡西卡·沙莫维，她认
为， 这些研究结果还表明婴儿身上
表现出来的平等和利他主义之间存

在着某种联系，因此，对食物公平分
配比较敏感的婴儿， 也更可能与人
分享他们喜欢的玩具。

人类具有天生的公平观念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科
学家说, 人类与生俱来的公平观念意
味着, 我们宁愿都得不到也不愿比别
人少。你感到口渴时,有人愿意分给你
一些水喝,但同时却告诉你,你身旁的
那个人分到的水会更多。 你要么接受
这一不公平待遇, 要么拒绝。 如果拒
绝,你们两人都将没有水喝。此时你会
如何选择？ 伦敦大学的科学家对此进
行了研究。 在研究实验中，参与者选
择了拒绝不公平的提议。

这一研究刊登在《科学报道》杂
志上。 21 名健康的实验参与者被分
为两组, 一组通过静脉注射盐溶液
让其感到口渴, 另一组饮用与血液
浓度相同的盐溶液, 其口渴感觉不
如第一组强烈。 然后科学家对每个
参与者说, 他们各自分配到一位搭
档,这位搭档将得到一瓶 500毫升的
水,并将决定如何在两人之间分配这
瓶水。 实际上,每位参与者最后都只
得到一杯水,相当于这瓶水总量的八
分之一,科学家还告诉他们其搭档决
定将剩下的水据为己有。 他们有 15
秒时间考虑,要么接受这份分量很少
的水,要么拒绝整个提议。

黑猩猩会接受一切提议， 不论
公平与否。但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
参与者拒绝了这一不公平提议，不
论他们有多么口渴。

不过， 那些主观上感到更加口
渴的人更有可能接受这一提议。 伦
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基金会神经成

像中心的尼克·怀特博士说 :“公平
感是否为人类特有还存在争议。”他
说:“这些研究显示,人类会拒绝关于
食品和水等必需品的不公平待遇 ,
即使他们感到非常口渴。 ”他还说:
“研究结果很有趣,能帮助我们理解
主观上的公平感和利己需求如何影

响每天的决策。 ”
以上几个实验和研究颇有趣

味。 它表明了国际科学家们已经不
满足于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

讨人类平等观念的起源和原因，而
是想从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类动

物身上或从人类行为的实验来探索

人类的平等观念源自何处。 中国在
此方面的研究和尝试还很缺乏。 这
些研究是否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近代思想家黄宗羲在 《原君》 中
曾经尖锐地指出： “有生之初， 人各
自私也， 人各自利也。” 因此， 出于
经济利益的考虑， 一物二卖的行为也
就不难理解。 自有买卖交易以来， 多
重买卖的现象一直屡见不鲜， 古今皆
然。 在法理上， 多重买卖是指出卖人
以某一特定不动产或动产为标的物先

后与多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 从而
产生的数个买卖合同皆以同一动产或

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现象。 多重买
卖一般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出卖人
与数个买受人分别订立的多个买卖合

同的效力如何； 二是如果多个合同均
有效， 何人有权获得该标的物。 多重
买卖问题， 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 而
且由于古代买卖自身的复杂性， 导致
典、 当和卖中的多重交易更为繁杂，
最为常见的多重买卖出现在土地的交

易当中。
唐宋以来， 契约在财产买卖中就

被普通民众大量使用， 逐渐也形成了
一些买卖交易的习惯性规范。 在民间
的买卖契约惯例中， 多重买卖的问题
主要通过追夺担保等方式解决， 即通
过约定保护当前契约中买受者的权

利， 如果有另外的 “买受者”， 则由
卖方通过 “充替” 等方式， 赔偿当前
买受者的损失。 后唐清泰三年 （936
年 ） 敦煌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中约
定， 如果所卖宅舍有其他人来论争权
利的， “一仰忽律哺抵当”， 也就是
由卖方承当全部责任， 与买方无涉。
清嘉庆二年 （1797 年 ） 陕南百姓齐
士奇及沈浩卖地文约中， 同样约定，
如果日后有房亲户内及里长亲疏人等

“异言”， “总在齐人一身永耽”， 也
同样由卖方承担责任。 通过买卖契约

中 “追夺担保” 的惯例， 可以有效地
预防卖方追逐私利而重复买卖， 即使
出现类似情况， 也可以通过 “充替”、
赔偿等交易惯例进行解决。

在传统中国的立法中， 同样严格
约束重复买卖的行为。 传统买卖法原
理中， 契约的交付就意味着标的物的
转移， 法律上也禁止两度处分或重复
典卖等行为 ， 对之要视同盗窃犯起
诉、 处罚。 类似的立法规定， 在宋代
即已出现， 《宋刑统》 “典卖指当论
竞物业” 中规定： “应有将物业重叠
倚当者， 本主、 牙人、 邻人并契上署
名人， 各计所欺人入己钱数， 并准盗
论 。” （《宋刑统 》 卷十三 ） 到了清
代， 《大清律例》 中亦规定 “若将已
典卖他人田宅， 朦胧重复典卖者， 以
所得价钱计赃准窃盗论， 免刺， 追价
还后典买之主 ， 田宅从原典买主为
业。” 可见在立法中， 显然不止将其
作为一种民事经济行为， 而从道德、
甚至犯罪的角度， 对其做出了刑法上
的评价， 要受到严厉惩处。 并且， 所
涉不动产归 “原典买主”， 保护第一
典买人之权益。

虽然历代立法禁止重复买卖， 并
对重复买卖的法律处分有着明确的规

定， 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 有时处理
则比较灵活， 在 “巴县档案” 中有一
份清代的 “一田三当 “的审理记录，
案情大意是：

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年）， 巴县
百姓张元碧、 张显明等典买入罗继盛
弟兄田业一份， 前后共立有三份典当
契约， 但该田仍由罗继盛以租佃的方
式耕种， 张元碧、 张显明只是占房屋
居住。 后来， 罗继盛等将佃业转当与
张天玉叔侄， 罗继盛弟兄搬居至贵州

省， 先后身故， 余有子侄罗久和等， 仍
居贵州省。 张天玉等又将此田业转当与
罗有贵弟兄 。 张元碧等眼见其当价无
着， 于是告上县衙。 经审理查明， 张元
碧等所当罗继盛之田业 ， 当约三纸朗
存， 但主审官员认为， 罗有贵、 罗有荣
已向张天玉等用价赎转 ， 自应归清当
价， 以免再生纠葛。 于是断令罗有贵弟
兄代罗继盛子侄罗久和等， 先归还张元
碧旧当价钱五十六千二百文， 揭回继盛
当约存据， 待罗久和等回家， 再为凭证
清标 。 其田即归罗有贵等耕栽 。 罗有
贵、 罗有荣随即甘结， 待秋收后措钱交
清。 张元碧等亦情甘领价， 迁搬遵结了
案。

可以看出， 在该案处理中， 主审官
员采取了实际 “交付主义 ” 的裁判思
路， 以田产实际占有者为最终权利人。
当然， 该案处理应该说未严格依照清代
律例， 而是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 由
第三典买人， 本案中即罗有贵代典卖人
返还先典买人价款， 并取得土地使用、
受益等财产权益 ， 待从原典卖人追回
“当价钱” 后， 再返还后典买人。 其司
法的逻辑在于， 最终处理完全是着眼于
现实的， 实际的占有， 而不是仅从典当
契约的形式上看谁更符合法定的财产

权 ， 也不是机械地套用官方律例的规
定， 对第一权利人， 即原典买主， 可以
通过归还当价的方式补偿损失， 而不需
要通过 “业” 的实际转移， 因为土地耕
作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保护土地的
实际占有与使用， 也就很好地保证了农
耕秩序。

总而言之 ， 无论在民间买卖契约
的惯例当中 ， 还是在官方立法与司法
中 ， 对重复典卖 ， 均是更注重从实质
的角度保护实际占有、 使用人的权益，

并采取一种法律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

的思路， 维护交易诚信者的合法权益，
惩罚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者 。 这实际
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伦理

化 ， 以及追求实用主义效果的基本倾
向。

在当代， 对于类似一物二卖等多重
买卖行为， 尽管社会一般观念仍延续了
中国传统买卖法的思路， 即认为， 出卖
人失信背义， 应保护第一买受人， 惩处
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人。 但是， 现代买
卖合同法的学说和判例主流观点却截然

不同， 反而认为第二买卖合同的效力并
不因第一买卖合同存在本身而受影响。
若第二买受人先完成登记， 同样可取得
标的物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
新颁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确定 “支付
价款优先， 合同成立在先说， 以及交付
的效力优先于登记” 等标准， 一些研究
认为： 一方面普通动产的多重买卖中，
出卖人为求私利 ， 不顾诚信 ， 固然可
恨。 但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第 9 条为
了维护诚信， 防止多重买卖， 不顾基本
的债权平等原则， 任意剥夺出卖人的自
主决定权， 采取支付价款优先和合同成
立在先说， 也值得商榷。 在船舶、 航空
器、 机动车等多重买卖中， 登记的效力
应优于交付， 如数个买受人均要求实际
履行 ， 法院应按照下列标准 ： 登记与
否， 交付与否， 登记优先于交付。 当代
这些司法实践及学理观点， 一个基本的
出发点在于债权形式主义， 这也是我国
当代物权法所采取的基本原则。 按照这
样的理论， 买卖当事人的德行、 价款交
付的实际等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形
式上的债权及物权转移成为关键 。 因
此， 登记效力优先等规则自然导出。 世
易时移， 中国传统买卖法中对重复买卖

完全的实质主义处理思路， 也许并不符
合当今的法治现实以及更复杂的市场交

易需求， 但是完全从形式主义法律的角
度去解决重复买卖问题， 忽略其道德、
实际效果等问题 ， 恐怕也未必十分妥
适。 就此而言， 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其实不乏可取之处。 当然， 更好的方式
是充分照顾到中国传统买卖法律文化，
可以兼顾法律之形式理性及其对伦理道

德的导向作用， 例如对于目前房屋等不
动产一物二卖问题， 实践中可采取 “违
约的损害赔偿” 救济方式， 将出卖人转
卖获利的差价推定为买受人所受损害的

规则。 类似这样的思路， 不仅在形式上
实现了债权的平等性， 维护了登记的公
示公信效力 ， 而且可以有效地限制了
多重买卖中的不诚信行为 ， 剥夺了其
不当获利 ， 不失为是一种兼顾形式主
义与实质主义法律的更优方式 。 尽管
这一思路的基本逻辑完全是现代化的，
但就其实质言 ， 与前述清代对 “一物
三当 ” 的民事司法处理方式， 显然具
有某些一致性。 而这样的方式， 正与当
代民法与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形成对

照。
（作者单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

法所）

据 《宋史》 记载， 宋神宗于熙宁元
年七月曾发布一道敕令： “谋杀已伤，
按问欲举自首者 ， 从谋杀减二等论 ”，
也就是说预谋杀人未遂致人伤害的， 若
向官府自首， 则可以减罚。 神宗此举的
初衷在于以宽仁为治， 给犯罪人弃恶从
善的自新机会。

恰好这时京东路登州发生了一起谋

杀案。 一名叫阿云的妇人在服母丧期间
行聘于韦阿大， “许嫁未行， 嫌婿陋，
伺其寝田舍， 怀刀砍之， 十余创， 不能
杀 ， 断其一指 。 吏求盗弗得 ， 疑云所
为， 执而拮之， 欲加刑掠， 乃吐实”。

该案事实清楚， 阿云因嫌弃韦阿大
容貌丑陋， 有预谋地实施杀人犯罪， 结
果未遂并致人重伤 ， 被捕后 “按问欲
举”， 具有自首情节。 不过在如何适用
法律问题上却产生了分别以王安石和司

马光为首的两派分歧。 该案审理繁复，
论争激烈， 历时弥久， 影响深远， 史称
阿云之狱。

初审法官登州知州许遵以阿云 “许
嫁未行”， 尚未构成法定婚姻关系， 故
以一般犯罪主体对待， 否则将被列入宋
律十恶中的恶逆罪 （谋杀亲夫）； 尔后
依照皇帝敕令得出 “从减等断遣” 的减
刑意见 ， 免阿云一死 。 案件奏报朝廷
后， 复审机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刑院
和大理寺认可许遵关于阿云犯罪主体资

格的判断， 但在定罪方面， 却选择适用
与皇帝敕令冲突的宋律条文， 即 《宋刑
统》 “诸谋杀人者， 徒三年； 已伤者，
绞； 已杀者， 斩”， 改判阿云以 “谋杀
已伤” 论绞。 宋神宗御决时赦免阿云死
罪。

许遵不服审刑大理的改判， 上书御
前提出异议， 神宗诏送刑部复审。 然而
刑部却公然对抗神宗 “敕贷阿云死” 的
终裁， 在支持改判意见的同时认定许遵
枉法裁判。 如果神宗此时接受刑部的复
审结果 ， 那么阿云之狱将就此画上句
号。 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不久前颁布的
皇帝敕令乃是一纸空文， 神宗当然考虑
到了这一后果，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嘉奖
许遵并调其入京任职大理寺， 以一纸任
命暗示了自己的倾向。

岂料御史台 （又称台谏， 国家监察
机构） 极力反对许遵调任， 御史们纷纷
上章弹劾， 坚称阿云之狱刑名未定， 许
遵议法不当， “所见迂执”。 弹章瞬间
如雪， 许遵势单力薄， 驳斥不过， 遂请
求将案件发由两制 （为皇帝起草诏书的

官员 ， 通常由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担
任） 讨论。 神宗心里明白， 尽管台谏矛
头表面上直指许遵， 但实际上是以否定
皇帝敕令效力为最终靶心的。 他招来精
研律法的翰林学士王安石和司马光共

议 ， 两人舌灿莲花 ， 王安石主许遵之
见， 司马光从刑部所断。 皇帝诏从安石
所议。 但御史滕埔和钱颛仍不依不饶，
请求再选官定议。 神宗又招来翰林学士
吕公著、 韩维、 知制诰钱公辅重议， 结
果三人主安石所议， 对此神宗再次予以
肯定。

审刑院和大理寺的法官齐恢、 王师
元等人继续发难， 弹劾吕公著 “所议为
不当”。 神宗三诏法官同安石集议， 两
方反复论辩， 法官益坚其说。 虽然两方
僵局未破， 但神宗却在臣僚对抗中敏锐
地嗅探到提升敕令地位的机会， 他于熙
宁二年二月庚子下诏 “今后谋杀人自
首， 并奏听敕裁”， 在敕律冲突中撕开
了以敕破律的口子。 同月， 王安石拜参
政知事， 开始主持变法。 这一连串事件
激起了司马光派士大夫的不满， 刑部和
御史台联合抗议， 拒不执行庚子诏书。

宋神宗感觉到形势过于紧张， 为缓和对
立矛盾， 第三次下诏： “自今谋杀人自
首及按问欲举 ， 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
事。”

案件到此还未结束。 宋神宗经不住
此后一干持司马光派观点的臣僚再三请

求， 将该案交由两府， 即国家最高行政
机关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同

议， 结果仍是议而不合。 最后神宗于熙
宁二年八月第四次下诏 ， 废除第三次
诏， 要求按二月庚子诏书从事。 至此，
论争了一年之久的谋杀自首法乃定， 皇
帝敕令成功破律 ， 成为通行全国的法
律。

纵观两派的辩论逻辑， 司马光原律
寻义， 在敕律冲突中坚持站在律的立场
上； 王安石以敕为尊， 甚至不惜曲律以
从敕。 依律 “於人有损伤， 不在自首之
例”， 单纯的杀伤行为不得适用自首减
罚； 又 “因犯杀伤而自首者， 得免所因
之罪”， 在 “所因之罪+杀伤行为” 模
式中可以适用自首减罚， 因为减免的是
所因之罪而不是杀伤行为。 问题就在于
阿云谋杀已伤中的 “谋” 能否归入 “所

因之罪”。 司马光从律曰不可， 禁止自
首减罚； 王安石从敕曰可， 应当自首减
罚。

司马光紧扣律文， 认为 “谋” 不能
归入 “所因之罪”， 他主张将 “因” 解
释为数罪之间的先后关系 ， 即在犯劫
囚、 略卖人之类独立的本无杀伤之意而
致伤害的 “所因之罪” 中才适用自首减
罚， 而 “谋” 如果脱离了杀伤的内容，
就成了常人平日里的思考谋虑， 根本算
不上犯罪， 换言之， 谋只有在实际犯罪
中才有意义， 单独不构成犯罪。

王安石不惜损律意以奉帝敕， 对审
刑大理的改判依据做了曲解。 “诸谋杀
人者， 徒三年； 已伤者， 绞； 已杀者，
斩”， 三者分别对应现代刑法中杀人预
备 、 未遂和既遂 。 原本律文中 “已伤
者” 和 “已杀者” 理应理解为谋杀人罪
的加重情节， 因犯罪后果不同而分别科
刑。 王安石却根据处刑差异， 执意将一
罪的三种情节理解为三种独立的犯罪，
就此将 “谋” 独立出来， 构成了 “所因
之罪” 的一种。

不管王安石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

之，事实上，这场围绕阿云之狱展开的法
律论争究竟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重
要的是宋神宗获得了全胜。 阿云案争议
结束后，他旋即降诏：“律不足以周事情，
凡律不裁者，一断以敕”，并把自唐以来
沿袭已久的“律令格式”修改为“敕令格
式”，在将“律”剔除的同时设立专门的编
敕机关，保证敕令畅通。

宋神宗的胜利又岂止于此， 以敕破
律以及支持王安石变法拉开了他扩充皇

权的序幕。 对于这场敕律之争， 人们往
往从变法与反变法出发， 将王安石归入
锐意革新的改革派， 将司马光列为谨守
成宪的守旧派， 认为王安石变法是进步
的， 为其遭到守旧势力反扑和挤压而扼
腕痛心。 这种观点忽视了变法背后潜藏
着的宋神宗推行皇权专制的真实目的。

宋代神宗之前封建君主官僚制度之

所以能够平稳运行并且造就了国运昌盛

的大宋王朝， 其奥秘之一就是皇帝与士
大夫共治天下。 皇权名义上领导相权，
实则受相权牵制， 皇权与相权双向制约
的同时还受到台谏的监督 ， 形成了君
主、 宰执、 台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的
格局， 具有分权制衡的内在机理， 阿云
之狱中不断掀起的反对声浪正是这一格

局运作的真切写照 。 随着大宋国力增
强， 政权趋于稳定， 宋神宗不能容忍大

权旁落， 更不能容忍皇权掣肘。 他想要
乾纲独断创立伟业追比先皇， 就必须在
与相权和台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而这
胜利的唯一路径和最终效果就是取消对

皇权的一切制衡和监督， 杜绝分权和反
对的可能。

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 ， 祖宗不足
法， 人言不足恤” 的 “三不足” 口号以
及严守帝敕的表现正中神宗意欲替皇权

“松绑” 的下怀。 借助王安石变法， 神
宗分裂原来的士大夫阶层， 培养出唯其
命是从的变法派官员集团。 随着变法推
行日久， 皇权专制渐成， 此时他需要的
仅仅是个听话能干的宰臣而已， 而王安
石又不能屈自为用， 因此他利用市易司
事件逼安石辞职， 终神宗之世， 王安石
未再入朝。

此后， 皇帝本人日益走向前台， 独
断政务， 而宰执则以敬奉成命、 趋承左
右的疲弱形象出现， 监察机构逐渐沦为
朝廷附庸， 沦为掌权者打击政敌、 剥夺
士大夫议政自由的工具。 在神宗胜利的
身后， 北宋在他亲手开创的崩溃之路上
加速狂奔， 交替的党争、 政治整肃打掉
了政权最后的精神， 皇权肆意地折腾摧
毁了国家的元气， 丧失操守的官僚媚权
于朝廷上下， 将北宋推入灭亡的深渊。
当神宗晚年乾纲独断最终成为现实的时

候， 龙椅上的他恐怕没有想到， 他声称
的 “变法改革” 偏偏 “改” 掉了最应坚
持的东西， 而真正需要改革的皇权专制
反被他大大增强。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
最危险的权力” 这个道理他再也没有机
会学习了。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