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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非传统法律文化共同具有关注和谐、注重调解的特点。 由于宗教信仰、哲学理念以及经济政治等多

方面的差异，使得调解制度在中非传统法律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中国和非洲各国共同面对由传统法律向现代

法律变迁的挑战，应当更好地利用丰富的法律本土资源，着力完善现代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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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的中非调解制度研究
———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秦 文
（浙江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天人合一”的哲学宇宙

观以及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使得调解制度成为上自统治

者，下至普通民众一致欢迎的解决纠纷的措施。虽历经二千

多年的朝代更替，调解制度相沿不衰，为维护基层社会稳

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非洲传统社会，习惯法起着调节

社会生活，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由于非洲较为特殊的

自然、地理与文化环境，形成了一种以调解制度为核心的纠

纷解决机制，这些“纠纷解决的习惯机制存在于调解社会生

活中，他与西方法律和秩序具有可比性。 ”［1］本文拟将非洲

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视角放在受伊斯兰法与西方影响之

前，或受两者影响之后，仍然延伸的非洲传统固有的法律文

化，也即黑非洲传统法律文化。 从地域上来看，应当是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其居民主要是黑种人。非洲诸民族之间的同

质性远比差异性突出。学者希尔达·库珀博士认为：“与高度

专门化的非洲社会和发达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别相比，相

差最悬殊的两个部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小的，相比之下，非

洲的部族社会是比较一致和同质的。 ”［2］正因为此，我们可

以将中国与非洲放在同一平面上进行比较。

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调解制度

重视调解的法律意识在中国产生甚早。 《周礼·地官·
司徒》属下有“调人”一职，“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3］可见

是专门从事调解工作的。 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调解制

度产生于西周，但可以确定的是，关于调解的法律意识在中

国产生甚早。 在中国的乡民社会群体中，对于“钱、粮、田、
债”等民事细故，多采用调解方式息纷止争。

（一）调解形式

中国古代的调解主要分为民间调解和官方调解。 在乡

土社会，调解形式主要是宗族调解和乡邻调解。相比官方调

解，民间调解更多一些说服的成分，通过调解人，一般是宗

族族长或者大家公认的、受到一致信赖的年长者针对引起

纠纷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对当事人双方

耐心劝导，直到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心悦诚服地接受建议，
从而实现“双方互让，息事宁人”的良好目的。从内在逻辑上

看，这种调解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乡土逻辑，通过调解人的穿

针引线，实现当事人双方的主体际交流。 ［4］官方对于民间调

解不仅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通过诏令等形式赋予调解人

一定的惩罚权。例如道光十年下诏：“凡遇族姓大小事，均听

族长、绅士判断。族众中如有不法匪徒，许该姓族长、绅士捆

送州县审办。 ”［5］对于宗族以外的纠纷以及宗族力量较弱的

地区通常由里老或乡绅出面解决。
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方调解相比之下更多地表现出压

服的成分。 对于地方官僚来说，成功地实现讼清狱结，既是

其作为父母官的职责，又是其彰显政绩的参考指标。为了基

层社会的稳定，上至皇帝，下至县衙州吏，无不努力将诉讼

率降到最低。
（二）文化分析

和合文化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色。 中国人对

于和合文化的孜孜以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和谐的自然观

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自然以和谐为其正道，人类也应以

和谐为常态。 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

中国较为特定的经济文明形态。由此，我国古代的法律服从

文化的根本追求，对于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官方和民间

的选择不是区分孰是孰非，而在于弥合冲突，实现和谐。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重调解、轻判决的文化特点，一些

外国学者从社会学角度，通过对一些具体实际问题的说明，
进行了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探讨。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认

为，首先，中国人很不相信法学家。 法学家援用抽象的条文

很有可能防碍采用必要的和解办法，不论他们意图如何，这

样做是鼓励违反社会利益的应予指责的行为。 在任何情况

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应不受法律框框的局限，而要符合公正

和人情的原则。其次，中国人对法律烦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司法机关的组织不良，办案的官员远远脱离诉讼当事人，他

探索与争鸣

114- -



理论月刊 2011 年第4 期

们都不是法学家，一般是从外省调来的，不懂本地的方言，
不了解地方的习俗。 诉讼当事人与之打交道的他们的下属

则是贪污腐化，有意拖延办案，借此自肥。与此同时，儒家学

说所强调的“礼”，决定了个人在集体里的身份，遵守礼代替

了对法的遵守。而当权者权力的运用也要合乎礼，并受道义

的约束变得较为温和。道义要求下命令之前先进行解释，判

决之前先进行仲裁，惩罚之前先进行警告。 ［7］日本学者大木

雅夫则针对以往分析此问题的通说，例如儒家思想宣扬的

“重义轻利”观念，中国人缺乏法律维权意识等提出不同的

看法，十分有启发。 他着眼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在中国

古代，律师职业没有得到正常发展，职业法官严重不足，行

政官员兼理司法，讼师营私舞弊，由此造成民众视诉讼为畏

途，从而更倾向于调解解决纷争。 ［8］

应当说，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对中国传统调

解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切入点不同，却殊途同归，共同

解释了这一特定法律现象的文化成因。

二、 黑非洲习惯法中的调解制度

地域概念上的“黑非洲”指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主

要是黑色人种居民居住的广大非洲土地。闭塞的地理环境，
恶劣的自然条件，孕育了非洲黑人的独特文明，在世界众多

的文明之花中绽开出奇异的花朵。非洲习惯法源远流长，而

且特色鲜明。 历史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

俗和人民的信仰。 ”［9］集体至上的道德精神信仰和团结协作

的生活习惯，深深地影响了非洲人的诉讼方式。尤其体现在

解决争端重在和解，保证集团的一致和恢复集团成员的协

调和谅解。 ［10］

（一）调解形式

酋长调解是黑非洲调解制度最主要的形式。 黑非洲地

区强烈的血缘观和祖先观，形成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天然

统治者”———酋长。 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非洲地区普遍存

在着酋长制度。 酋长这一特定职位产生于非洲血缘氏族时

期的氏族长老或首领，最初由议事会推举产生。他们一般年

龄较长，阅历丰富，熟悉本族的历史、法规和习俗，在族内外

具有较高的声望。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内部事务，调解氏

族成员之间和不同氏族之间的纠纷。 随着原始氏族发展为

部落，血缘部落逐渐演变为地缘部落，部落内部出现了错综

复杂的关系，为了协调部落内各个氏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最有威望的氏族族长、首领就被推举为全部落的最高代表，
即部落酋长。随着推举制被世袭制取代，部落酋长的权力越

来越大，他们拥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成为部落崇拜的对象。
他们被认为是诸神和祖先的灵魂派来管理人类事务的总

督，他们判决案件的公正性来自于神灵意志的启示，在神意

指引下统治得公正而又智慧。在大多数酋长那里，不服从命

令即是对酋长的冒犯， 因此， 也就是对神灵也即祖先的冒

犯。 ［11］这些酋长裁断案件、调解纠纷，往往采用谚语中的道

理，例如莫西人谚语：一个人如果脑袋发热，那么肩膀也好

受不了。挨一个跳蚤咬的结果是挨一窝跳蚤咬。看似浅显直

白的话语，实际上是提示人们要紧密团结、互帮互助。 ［12］对

于一些厉害关系不大的民事纠纷，口耳相传的谚语经常起

到化解仇怨、弥合裂痕、减轻或缩小对抗程度的作用。
在没有国家或酋长组织的社会里，案件经常是由一些

团体会议解决的。 团体会议又称“集会”，往往与法庭并存，
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法庭主要负责特定类型的案子或不同

村庄之间的纠纷，而集会则负责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类案子。
尼日利亚东部的伊波族，东部非洲的坎巴族是无酋长社会

典型。 遇有纠纷时，当事人往往希望用调解方式解决争端，
如果对调解不满意，可以将案件送到争论双方都认为公正

而又贤达的长者仲裁。如果案件重大，便送交一个由各个家

庭和家系的头领组成的长老会裁处。 ［13］在精英文化稀缺、崇

拜经验、尊重传统的非洲社会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被认为是

知识和智慧的化身，因此备受尊敬。
（二）文化分析

在非洲社会，宗教的渗透和浸染，使得生活在贫困和

危险当中的人们形成了十分虔诚的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

文化。强化的血缘观念和部落意识，不断灌注人们对共同体

的认同意识，形成了十分稳固的村社文化。传统宗教使得绵

延的村社文化在人们的心灵里沉积下来，形成稳定的处世

态度和心理特质。在部落集体中，酋长或部落长者被看作是

祖先灵魂与意志的化身。当遇有矛盾和纠纷时，一向被认为

最具知识和经验的他们，便秉承着维护集体和谐、团结的精

神调解纷争。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长年气候干

燥炎热，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农业发展倍受影响，旱灾、饥荒

长期困扰着非洲大陆。生活资源的贫乏，使得共同体成员必

须要依赖部落共同体才能得以生存，对违反社会规范和道

德准则的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将这样的人逐出队群或禁

止他与大家一道狩猎。在与大自然殊死搏斗的条件下，这几

乎等于对他判处死刑。 ［14］

由于缺乏足够广大的交通网络和足够深入的文化联

系，没有足够频繁的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使得各个共同体

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屏障，造成了各个自治的共同体相互分

割、各自为政的局面。 长期以来，各共同体在没有受到冲击

的环境中绵延着，在天然和人为的地理屏障的保护下生存

着。使得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传播十分困难。从而使得村社部

落社会组织形式和非洲特有的文化属性鲜有变化。 即使在

经历了漫长的西方殖民统治过程之后，村社部落文化的根

基仍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正如美国学者皮埃尔·伯格所指

出的：“欧洲人对非洲的控制只是一代人的事， 尽管它足以

给非洲带来巨大的变化， 却不足以摧毁非洲社会及其文

化。 ”［15］因此，内部解决纠纷的传统模式———调解制度在非

洲社会始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各村社部落广泛使用。

三、 中非民事调解制度之比较

调解制度不仅是人类生存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是统治

者的统治策略。 对于有着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和黑

非洲各国，调解制度表现出了诸多共性。
首先，祖先崇拜和尊重老人，成为中非调解制度存在

的文化基础。重视血缘亲情以及辈分关系明确，尊卑等级界

限分明因而成为共同的文化特点。在这样的团体中，族长或

老人受到格外的尊敬。他们被看成是核心，个体成员紧密地

探索与争鸣

115- -



理论月刊 2011 年第4 期

团结在他们周围，为了集体的和谐，要求当事人之间实现和

解，甚至要求胜者放弃判决的执行。
其次，从中非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成因来看，二者共

同存在司法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司法官员专业水平不高的

问题。 非洲传统的诉讼程序简明而又不讲究正规形式，“土

著司法机关更像是一个治安机构，而不以实施严格的法为

主要目的，它致力于使当事人和解及在社会内部恢复协调。
由于缺乏执行判决的有效诉讼程序，成立谅解就更为必要，
因为根据职权原则做出的判决有无法执行的可能。此外，在

作为非洲社会特征的狂轰大量精神支配下，据说胜诉的人

放弃要求执行判决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16］中国的情况与之

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法院远离民众居住的村落，出庭成本

过高。而且法官大多不是受过专门教育的职业法官，而是一

些学过儒教古典的行政官员，只不过把办案作为拥有庞大

人口的县行政的一环从事审判。 不称职的法官总是依靠书

记员、听差、秘书的辅佐，而这类人往往臭名昭著。 ［17］这在很

大程度上使得民众出于诉讼成本与实际效果的考虑，寻求

调解方式解决纷争，并且对于调解的结果表示认同。
中非调解制度由于信仰观念及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

差异，所以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哲学基础不同。儒家宣扬

“重义轻利”，法家则讲“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道家讲“法令

滋彰，盗贼多有”，通过“无为而治”达到“小国寡民”的理想

状态。 虽然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追求和谐、无讼的目标近

乎相同。 而非洲则受古老的宗教影响，从最初的自然崇拜、
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进而发展成部落神崇拜。 人们怀着敬

畏的心情约束自己的行为。 个人权利的实现首先依赖于义

务的履行，个人属于社会。神灵、祖先、社会和谐在非洲人的

习惯法观念中至关重要，美国人类学家 E·霍贝尔调查了加

纳阿散蒂人的法律状况之后认为，在这里，所有法律问题都

是“家庭的事务”，由不借助于物质力量的仲裁进行调整，通

常是由受人尊敬的长者来执行。 原告应当着族长和旁人向

祖先发誓，讲述祖宗的权利，族长们所进行的调解和劝导，
都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祖先意志的体现，制裁也是祖先们

不快和处罚。 阿散蒂人在约束自己的行为前总是想着祖先

在注视着自己，担心将来在天堂里相遇时会受到祖先的责

难。这些思想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约束力，这些就是

法律的基础，而较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解决争端首重和解，
保证集团的意志和恢复成员间的协调与谅解。

其次，文化背景迥异。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

会，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实行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中央集权制，
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需要一个稳定强有力的思想作为其

理论支柱。 中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其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分散、
保守、稳定，小农经济条件下养成了人们保守、懒惰的习惯，
使人们惯于接受权威思想的统治而疏于思考。 而且发达的

农业文明，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精英文化。 与之相比，非洲

传统文化是一种部落村社文化，与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

的经济模式有关。 血缘观念是非洲各共同体形成的心理基

础和纽带。对共同祖先和其他神灵的崇拜，更加强化了血缘

归属和团体意识。非洲社会结构具有了极强的稳定性，同时

也造成人们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的保守。而共同

体土地、财产的公有和半公有性质要求成员以集体为重、互

相分享、重义轻利。 不利的自然条件使社会生产停滞，原始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不到改变。 共同体的生活之需时常

得不到满足，为了生存，个人必须融入到集体，从而在精神

和物质上得到极大的安慰。由于在部落制度下，很少有人能

够从事专门的和复杂的脑力劳动，黑非洲历史上鲜有哲人、
思想家出现， 因此文化精英在非洲是缺乏的， 在很大程度

上，非洲传统法还停留在“口头”形式，经过世代口耳相传，
反复适用，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程序。

最后，调解形式不同。 由于村社部落文化的延续，黑非

洲调解形式主要表现为部落酋长调解或长老调解。 由于文

化发展水平的低下，所以惯用的调解手段往往是通过口传

谚语中的道理，对当事人双方进行劝导。这种调解方式往往

很奏效，可以起到调解纠纷、化解仇怨、弥合裂痕、减轻或缩

小对抗程度的作用。 甚至有学者认为，在非洲的某些地区，
谚语的效力就相当于英美法系的法律箴言。非洲不同，中国

的调解形式较为灵活多样，除了民间调解外，还有官方调解

和官批民调。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调解，与中国“家国一体”
的政治结构有关。

综上，传统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完全割断历史的现代

化是不可能的。法律的发展与其他文化一样，是一个持续发展

的混合物。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是中非法律变迁过程中面临

的巨大挑战。 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 以及合理吸收先进元

素， 对于中国和非洲各国都是在法律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 调解制度作为基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法律处理模

式，在法律由传统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都应继往开来，充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并且理性地吸

取外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此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良性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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