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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社会控制规范体系的基本构架
韩 进 军
摘

要

社会控制思 想是荀子理论的重要 内容 ,社会 规范又是社会控制 体系的核心内容。 在

荀子的社会规范思想中 ,“礼 ”、“法”是 两个基本 的范畴 ,而 荀子关于 “礼”、“法”的理 论与现 代社会
控制理论中软规范与硬规范的基本内容是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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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 认为 ,社会控 制就是 通过社 会的力

社会的等级秩序密切相关 ,所以 ,习 俗礼的社会控制

量对 社会成员进 行指导 和约束 ,使其 与一定 的社会

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正是荀子反复强调要 “美其

规范 保持一致 的过程 ,因此 ,没 有社会规 范 ,社会控

俗”的根本原因。

制就无从谈起。 荀子的社会控制思想 也正是以社会

其次是道德层面上的“礼”。在这一层面上 ,荀子

规 范的考察 为主干展开 的 ,他 所提出 的“礼”与“法”

主要是通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来 确立其道德判断标

两个 方面的理论 ,基本 上相当 于现代 社会学 中软控

准的。在荀子这里 ,君子代表了善、是、正义、正当 ,小

制规范和硬控制规范的学说。

人则代表着恶、非、非正义、不正当。荀子认为 ,“化师

一、以“礼”为核心的软控制规范体系

法 ,积文 学 ,道 礼义者 为君子 ;纵性 情 ,安 恣睢 ,而违
礼义者为小人。”② 君子和小人实际 上代表了善和恶

荀子“礼”的含 义比 较复杂 ,但 作为 社会规 范基

两种不同的势力。围 绕着这两种不同的人 ,荀子分别

本上 是以软控制 规范的 意义存 在的 ,这一意 义上的

作了 相应的规范 ,并通 过肯定 君子来 颂扬符 合礼义

“礼”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并最后归结于一个核心。

的行为 ,通过否定小人来批驳违背礼义的行为。在此

首先是习俗层 面上 的“礼” ,主 要通 过人们 生活

基础 上 ,荀 子还进一步 阐述了 礼所包 含的其 他道德

中的礼节、礼仪等形式具体表现出来。荀子指出 ,“凡

规范 ,如“忠”、“孝”、“信”、“义”等 。 与作为习俗层面

用血气、志意、知虑 ,由礼则治通 ,不由 礼则勃 (悖 )乱

上的 礼相比 ,道德规范 意义上 的礼具 有更强 一些的

提 (亻是 ) 亻曼 (慢 ) ;食饮、衣服、居处、动静 ,由礼则和节 ,

约束 力和控制力 ,它包 含着对 一个人 人格优 劣及善

不由 礼则触 陷生疾 ;容貌、态度 、进 退、趋 行 ,由 礼则

恶的评价 ,是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 会舆论来促使人

雅 ,不由礼则夷固僻违 ,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 ,

们加 以遵守的 ,由此而 产生的 对行为 者心理 上的压

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 不宁。” ① 就是说 ,无论个

力比 习俗礼更大 ,人们 对道德 礼的遵 从表现 出一种

人修养 ,生活、交往 ,都必须遵循礼。荀子还对人际交

强烈的“自觉” ,而对习俗礼的遵守则较多地带 有“自

往、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作了详细具体的论述。作为

发性”的特点。

习俗规范的礼 ,虽然并不具有强制意义 ,但由于这些

礼的 第三个 层面是 作为治 国之道 的政治层 面。

形式 已被社会成 员广泛 接受 ,而成为 人们的 习惯性

荀子 把礼推及到 了社会 政治领 域 ,提 高到了 治国之

行 为方 式 ,不从 俗的 言行 令社 会其 他成 员 感到 “怪

原则和方略的高度。 荀子把礼作为 治理国家的基本

异” ,因 此 ,对 社会成员 的控制 是以较 自然的 方式完

手段和规范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 ,譬之

成的。由于荀子的习俗礼与 另外两个层面 ,特别是与

犹衡之于轻重也 ,犹绳墨之于曲直也 ,犹规矩之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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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也 ”③ 。 “礼 者 ,政 之 车免 也 ,为 政 不 以 礼 ,政 不 行

和推行也要以礼为依据。 荀子提高 了礼在社会控制

矣。”④ 所以 ,荀子把礼视 为“国之命 ” ,认为在社会政

体系中的地位。其次 是礼的非强制性 ,即礼作用的发

治的各个方面都应以礼为原则。 这一 层面所讲的礼

挥主 要不是靠国 家机器 来强制 推行 ,而是更 着重于

与现代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典章制 度相近似。 与习俗

人们对礼的主动遵循。尽管荀子在对礼进行阐述时 ,

礼和道德礼相比 ,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礼 ,由于和国家

有时 也把礼与政 治行为 连在一 起 ,显 示出一 定的强

政权密切相联 ,因而其强制性几近于法 ,但它还不具

制性 ,但与 硬控制 规范相 比就逊色 多了 ,而且 ,在社

备法 的地位 ,可以看作 软控制 规范向 硬控制 规范的

会政 治领域中实 施礼的 控制 ,并不表 明其非 强制性

一种过渡形式。

的丧 失 ,而 更说明了荀 子主张 在社会 政治领 域中也

荀子 礼的三 个层面 构成了 一个有机 整体 ,因而

要以软规范来实现控制目的的倾 向。 礼的第三个特

使得人们的习俗、道德行为带有一定的政治色 彩 ,也

征是 礼对社会成 员控制 的积极 性 ,就 是通过 积极地

使社会政治行为带有习俗、伦理的特征。 这样 ,一方

引导 人们应该做 什么来 发挥作 用 ,礼 的这种 积极性

面加强了习俗礼和道德礼的控制 强度 ,另一方 面 ,在

是通 过既对人的 内心实 施内在 控制 ,又对人 的行为

社会 政治领域中 ,将外 在的强 制制度 转化为 内心信

进行约束的外在控制这两个方面 的统一来实现的。

念和 社会心理等 意识过 程 ,从 而更容 易被人 自觉遵
从。
荀子 这种三 位一体 形式的 软控制规 范体系 ,集
中体现在一个核心上 ,即对社会等级的划分。
荀 子指出 ,“礼者 ,贵贱有 等 ,长 幼有差 ,贫 富轻

二、以“法”为代表的硬控制规范体系
在荀 子的社 会控制 体系中 ,不仅 强调了 软控制
规 范“礼”的 作用 ,而 且还论证 了“法”这种硬 控制规
范的重要地位。

重皆有称者也。”⑤ 这是对礼本质 意义的界定。 荀子

荀子 系统阐 述了法 的起源 问题 ,并对法 与礼所

在对 人类社会的 考察中 ,已经 认识到 人类社 会是由

起作用的范围进行了区分。他说 ,“厚德音以先之 ,明

处于 不同地位的 人们结 合而成 的有机整 体 ,社会的

礼义 以道之 ,致忠 信以爱 之 ,尚 贤使能 以次之 ,爵服

和谐 稳定有赖于 人们认 清自己 所应处的 社会地 位 ,

庆赏 以申之 ,时 其事 ,轻其任 ,以调 其之 ,长养之 ,如

并按 照社会对该 地位相 应的权 利、义 务和行 为方式

保赤子 ,政令以定风俗如一。 有离俗不顺其 上者 ,则

的要求去行动 ,即“皆使人载其事而各 得其宜。” ⑥ 荀

百姓 莫不敦恶 ,莫 不毒孽 ,若祓 不详 ,然后刑 于是起

子 认为 ,“职 分而民 不慢 ,次定而 序不乱 ” , ⑦ 争 乱的

矣。”⑧ 这 段话 的意 思 是说 ,以 道 德、礼义 来 引 导百

根源在于无“分”。 所以 ,荀子认为 ,消 除争乱应从重

姓 ,以忠信 诚实爱 护百姓 ,以贤 能之人 来安抚百 姓 ,

新建 立“分 ”开始 ,即 要“明 分使 群”。 所 谓“明 分使

以官爵赏赐来激励百姓 ,适时安排事情 ,减轻人们的

群” ,就 是要明确 人们的 社会地 位 ,规 范人们 的社会

负担 ,调整 统一人 们的行 为 ,社 会因此 而稳定 ,但那

行为 ,并通过建立一定的社会机制 ,使 人们都能按照

些违 背习俗而不 顺从者 却严重 破坏了 这种稳定 ,刑

“分”的要求去行动。 荀子对社会等级 秩序的划分已

罚正是针对这样的人和行为产生 的。荀子认为 ,法起

经 涉及 到了 社会 关系 的协 调和 社会 结构 的稳 定问

源于礼所不能制之时。由于礼并不具备法的威慑力 ,

题。荀子这种等级秩序的划 分 ,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

尽管 用各种方法 引导人 们去遵 从礼的 要求 ,但仍难

社会控制的规范形式。

免出现违规甚至严重的暴虐行为 ,所以 ,礼所不能制

这样 ,礼在 荀子这 里就成 为以社 会等级 划分为

者则由法来禁。他认为 ,“伪起而生礼义 ,礼义生而制

核心 ,包含有习俗、道德和社会政治规 章制度三个层

法度”。⑨ 荀 子的这一看法基本符合 了人类社会规范

面的社会规范体系。

诸形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 社 会规范诸形式基

荀 子 作为 社会 控制 规范 的“礼”有 三个 基 本特

本上是沿着习俗→道德→法律的 轨迹发展的。 在人

征。首先是礼的普遍性。就 控制客体而言 ,荀子的礼

类历史长河中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什 么是法 ,

已 基本打破了 原有的“礼不 下庶人”的界 限 ,他更多

而主要依靠习俗和道德等非强制 性规范来维护社会

地强 调了礼对于 社会中 各类人 的约束 ;就礼 所起作

秩序的稳定。 当习俗和道德等非强 制性规范不足以

用的 范围来说 ,人的社 会生活 的各个 方面无 不受到

完成 其社会控制 职能时 ,特别 是出现 了国家 和阶级

礼的制约 ,无论个人的修养和行为 ,还 是整个国家的

对 立之 后 ,法才 得以 产生 ,发 挥其 强制 性的 特 殊功

治理 乃至国与国 之间关 系的处 理 ,甚 至连法 的制定

能。 所以 ,荀子认为法产生于礼之后 ,并与礼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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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领域 ,应该说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荀

9 所 以 ,君
上非常重视法。 他说 ,“法者 ,治之 端也”。1

子对 法之起源的 论述 ,可以看 出荀子 的法有 其特定

主要想统治人民 ,就必须严刑罚。 他在批评“治古无

指向 性 ,这种 特定指向 主要表 现在与 礼所不 同的控

肉刑 ,而有 象刑”的世俗 之说时 ,对这 一问题 作了明

制方式和控制范围上。与礼 相比 ,法是从礼中分离出

确阐述。 他说 ,“以为人或触罪矣 ,而直轻其 刑 ,然则

来的 ,通过国家政权体系强制实施的规范 ,不守法者

杀人者不死 ,而伤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 至轻 ,庸

一定 要受到强力 的制裁 ,而礼 中的规 范大多 不具备

人不知恶矣 ,乱莫大焉! 凡刑人之本 ,禁暴恶恶 ,且惩

这种特征。所以 ,当作为软控制规范的礼不能完全起

其未也。 杀人者不死 ,而伤人者不刑 ,是谓惠暴而宽

作用 时 ,法 的威力 就得以 显现 ,因此 ,荀子指 出 ,“出

贼也 ,非恶恶也。 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 ,并起于乱今

0
于礼者入于刑。”1

也。 … … 夫征暴 诛悍 ,治之盛 也 ,杀人者 死 ,伤 人者

作为 硬控制 规范 ,法最突 出的一 个特点 是它的

0 但荀子 的“重刑”并非 毫无
刑 ,是 百王之 所同也。”2

强制性。 这种强制性首先表现在法本 身的威慑力量

原则的“滥刑” ,实际上荀子是反对“滥刑”的。 他说 ,

上。荀子指出 ,“不威则罚不 行… … 罚不行 ,则不肖者

“赏不欲僭 ,刑不欲滥。赏僭则利于小人 ,刑滥则害及

不 可 得 而 退 也 ” , “不 威 不 强 之 不 足 以 禁 暴 胜 悍

1 他认为 ,赏刑要适
君子。 若不幸 而过 ,宁僭 勿滥。” 2

也。”1 法正是 通过这 种强制 力量 ,使人 迫于刑 罚之

当 ,如果不 能完全 做到 ,那么宁 可失之 “赏 过宽” ,也

威严 ,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避 免越轨行为的

不能失之“刑过滥”。 荀子的这种主 张仍是建立在有

发生。其次 ,这种强制性还体现在法的推行对国家官

法必 依 ,有 罪必罚 ,罚必 当罪的 原则基 础上 ,因此在

吏 和国家机 器的依赖上。 “扌卡急 禁悍 ,防 淫除邪 ,戳

量刑时必须具体分析犯罪的原因 。荀子认为 ,人们犯

2 另外 ,这 种强
之以 五刑 ,使暴悍 以变 ,奸 邪不作。”1

罪 有两种情 况 ,一种 是“罪之在 己” ,一种 是“罪不在

制 性也 体现 在荀 子对 成文 法的 制定 和公 布的 主张

民”。治世的犯罪属于“罪 之在己”。“明道而钧分之 ,

上。荀子认为 ,制定和公布成文法 ,并大力进行宣教 ,

时使 而诚爱之 ,下 之和上 也如影响 ,有 不由令者 ,然

可以使“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 ,皆知

后俟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 ,罪人不邮 (埋怨 )其

夫贼 害之不可以 为寿也 ,皆知 夫犯上 之禁不 可以为

上 ,知罪 之在己 也。” 2 反 之 ,乱 世的 犯罪则 “罪 不在

安 也。 … … 皆 知 夫 为 奸 虽 隐窜 逃 亡 , 由不 足 以 免

民”。在《宥坐》篇中 ,荀子借孔子之口说 ,“上失之 ,下

3 他在 《成相》篇中一再声 称: “君法明 ,论 有常 ,
也。”1

杀之 ,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听其狱 ,杀不辜也。三军大

表仪既设民知方 ,进退有律 ,莫得 贵贱孰私王? ”就是

败 ,不可斩也 ;狱奸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说 ,法既然制定 ,就必须让人们知 晓 ,在这里 ,荀子还

治世的犯罪既然在犯罪者本人 ,就必须予以 严惩 ,乱

意识到了法不仅是事后的制裁 ,而且 ,成文法的公布

世的犯罪既然“罪不在民” ,而在于“上失其道” ,当然

还有事先的警示与教育作用。 “凡刑人之本 ,禁暴恶

应该从轻处罚。 荀子反对无原则 的“轻刑 ”、“重刑” ,

4
恶 ,且惩其未也。” 1

“轻刑”会导致 民不畏法 而达不 到预期 控制目的 ,而

荀子认为 ,法的本质是对犯罪的还报 ,这与庆赏

“重刑”同样达不到控制的效果。 他把“无爱 人之心 ,

是对功劳的还报性质上是相同 的 ,他指出: “凡 爵列、

无利 人之事 ,而曰 为乱人 之道 ,百姓欢 敖 ,则 从而执

5因此 ,
官职、赏 庆、刑罚 ,皆报 也 ,以类相 从者 也。”1

3 所 谓 “狂 妄 之
缚 之 , 刑灼 之 ” , 称为 “狂 妄 之 威”。2

刑罚 的轻重也应 与罪行 的大小 相当 ,这就是 罪刑相

威” ,实际上指统治者用横征暴敛把 人民逼上“犯罪”

称。 荀子认为 ,“刑称罪则治 ,不称罪则乱” ,“刑当罪

的道 路 ,又 继之以严刑 重罚来 杀戮人 民的暴 虐统治

则 威 ,不 当 罪 则侮 ” ,主 张 “刑 不 过罪 ” , “刑 罚 不 怒

方式。这种统治方式 不仅不会使人遵从社会规范 ,反

6 根 据这个 原则 ,荀子认 为 ,“赏功 罚过” ,必须
罪 ”。1

而会导致混乱 ,甚至会使百姓弃国而去。”纣 刳比干 ,

7 坚决 反对以私害法 ,“刑称 陈 ,守
“无恤亲疏贵贱” ,1

囚箕子 ,为炮烙刑 ,杀戮无时 ,臣下凛然莫必 其命 ;然

其 银 ,下 不 得 用轻 私 门 ,罪 祸 有 律 ,莫 得轻 重 威 不

4 但对那些
而周师至 ,而令不行乎下 ,不能用其 民。”2

8 荀 子的 上述 看 法体 现了 法 的公 正性 和 严肃
分 ”。1

5以
罪大恶极者必须 严惩不贷 ,“元恶不待 教而诛” , 2

性 ,尽管在 法律实践 中 ,在阶级 压迫社会 里 ,难以真

维护法律的尊严。

正实现 ,但在理论上确是真知灼见 ,具 有历史进步意
义。
由于 法在社 会控制 中的特 殊作用 ,荀子 在治国

三、礼与法两种社会规范的关系
在荀 子的社 会规范 体系中 ,礼与 法的作 用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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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互 相替代的 ,二者在 维护社 会秩序 的稳定 上都是

本末相顺 ,终始相应 ,至文以有别 ,至察以有说。天下

十 分重 要的 ,不 可 偏废 ,所 以 ,他说 ,“治 之 经 ,礼与

从 之者 治 ,不从 者乱 ;从 之者 安 ,不 从者 危 ; 从 之者

6 荀 子在论 及怎 样才能 达到
刑 ,君子 以修百姓 宁。” 2

2 把礼抬 到了最高、最根本的规范之
存 ,不从者亡。” 3

“治世”时 ,总是把礼与法相提并举。“刑政平 ,而百姓

地位。 由此出发 ,在社会控制实践中 ,荀子主张先礼

归之 ;礼义备 ,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 ,义及国

后法 ,礼主刑辅 ,“礼者 ,治辨之极 也 ,强国之 本也 ,威

而政明。能以礼挟 而贵名白 ,天下愿 ,令行禁止 ,王者

行之道也 ,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 ,所以得天下也 ;不

7 “立 君上之
之 事毕矣。”2

以临 之 ,明礼义 以化 之 ,

由 ,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 ,不足以为胜 ;高城深

起法 正以治之 ,重刑 罚以禁 之 ,使天下皆 出于治 ,合

池 ,不足 以为固 ;严 令繁刑 ,不足 以为威。 由 其道则

8 所以 ,荀子特
于善也 ,是圣王之治而礼义 之化也。” 2

行 ,不由其道则废。” 3 “礼者 ,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

别主张“隆礼”、“重法 ” ,软硬 并施 ,“隆礼尊 贤而 王 ,

下之乱。今废礼者 ,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 ,此

9 礼与法成为社会控 制中的两种不
重法爱民而霸” ,2

4 这句话 反过来 理解 ,如果 能隆
刑罚 之所以 繁也。”3

可 或缺、相 辅相 成的 必要 规范 ,各 自用 于不 同 的领

礼 ,法才会简约而天下“治”。 所以 ,礼是法实施的依

域 ,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听政之大分 ,以善至者待之

据 ,甚至可以说 ,在法的内容里渗入 了礼的原则和精

0
以礼 ,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3

神 ,在社会控制实践中 ,应先申之 以礼 ,后绳 之以法 ,

荀子“隆礼”、“重法”并提 ,把礼与 法紧密结合在

有时甚至主张礼即法。

一 起 ,把 “礼与 刑”看 作是“治之 经” ,认为 没有刑 威 ,

综上所述 ,荀子为了实现更有效的社会 控制 ,从

不能“正法以齐官” ,“不足以禁暴胜悍”。但在荀子的

社会 实际需要出 发 ,提 出了以 礼和法 为主线 的社会

整个 社会控制规 范体系 中 ,二 者的地 位又是 有所区

控制规范体系 ,主张既通过软规范的礼导之 ,又要用

别的。总的说来 ,法从属于礼 ,礼是法的总纲 ,是立法

硬规范的法威之。从 现代社会控制理论来看 ,软规范

1
的依据和指导原则。荀子指出 ,“礼者 ,法之大分。” 3

是以建设性职能为主 ,硬规范则以否定性职 能为主 ,

因此 ,礼比法更根本、更重要。荀子反复强调“国之命

正 是通 过积 极地 建设 合乎 社会 秩序 要求 的行 为模

在礼” ,“国 之本在 礼” ,而且 ,把 “礼 ”看 作是 “人 道之

式 ,否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负面行为 ,来实现社会控制

极”。 他指出 ,“天地以合 ,日月以 明 ,四时以序 ,星辰

的最终目标。荀子由 礼与法构建起的社会规范体系 ,

以行 ,江河以流 ,万物以昌 ,好恶以节 ,喜怒以当。 以

也 正是 将积 极的 建设 和消 极的 否定 有机 统一 起来

为下则顺 ,以为上则明 ,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

了 ,与现代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礼岂不至矣哉! 立隆以为极 ,而天下莫之能损 益也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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