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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法律神殿”的表象与实质

刘 辉

[ 内容摘要 ] 美国主流社会将最高法院塑造为“非政治法律神殿”，目的在于混淆司法

政治本质与社会治理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出现在种族、宗教

多元构成的美国，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生活样式、行为特征交互作用的结果，

即扩张性生活方式的产物。为维持生活方式正常运转，美国统治阶级将扩张性生活方式

根本要求（“寻找更好生活”）作为聚合全体社会成员的互利因素，在收买被统治阶级

接受或默认既有生活方式的同时，将权利本位、零和博弈的行为特征纳入高度市场化、

程序化的生活样式中，使法治成为多种族、宗教条件下维护生活方式秩序的必然选择。

通过制衡性政治制度运作遴选最高法院大法官和突出司法的社会治理作用，美国主流社

会在司法权存在前提、人员构成方面塑造出“非政治”的“中立”幻象。通过“正当程

序”，在司法运作过程方面，以实体问题程序化、政治问题行政化、社会问题个人化方

式回避冲突纠纷的政治实质，使各利益集团接受、容忍司法权对非本质利益冲突所作判

决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然而，持续摆脱“市场魔咒”以满足扩张性生活方式的根本要求，

始终是“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成为主流信誓的前提。当美国摆脱“市场魔咒”的能力

被削弱，无法为“寻找更好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而引发政治极化时，最高法院或

为维护“神殿”表象置身于政治纠纷之外而被祛魅，或因触及利益集团的政治底线，暴

露其政治实质而导致“失能”，并因此启动制衡性政治对最高法院进行新一轮“改造”，

从而证明“非政治法律神殿”不过是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司法机构。  

[ 关键词 ] 美国最高法院；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信誓；“市场魔咒”

美国主流社会相信，最高法院是“非政治法律神殿”，是“政治争议的仲裁者，是美国‘法

治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理想的表达者”。(1) 它通过“正当程序”从根本上保证了司法正义。然而，

美国批判法学学者发现：这种主流信誓 (2) 严重混淆了最高法院政治本质与社会治理作用的区别。

在社会各集团根本利益冲突情形下，法院无法解决政治争议；甚至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形下，以

司法方式解决非本质的政治争议也会严重撕裂社会。这一发现启发着人们从意识形态与生活样式、

(1) David M.O’ Brine,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7th ed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5, p. xiv.

(2) 信誓表示诚信的誓言，语出《诗·卫风·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由于西方社会对其价值观的优越感有着一种近乎宗
教的虔诚，但又不同于宗教信仰，因此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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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特征三者关系即生活方式 (1) 的角度，找到混淆最高法院政治本质与社会治理作用区别的前提

和中间环节，借以初步分析“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与实质的逻辑关系，并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

一、“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是怎样形成的
将司法权存在前提和运行过程中立化，以社会治理作用掩盖法院的政治本质，是塑造美国最

高法院“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的前提。以“寻找更好生活”为根本要求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一

种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相适应的扩张性生活方式，它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样式必然具备权利要求

不断膨胀的内在特点，并伴随着权利本位、零和博弈的行为特征。因此，美国统治者将“寻找更

好生活”这一生活方式根本目的作为塑造“神殿”的切入点，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2) 指导和具体的、

历史的社会条件支配下，利用生活方式三大要素（生活主体、生活活动条件、生活活动形式）与

生活样式、行为特征之间的逻辑互动，提供了塑造“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充分的可能性与现实

的必要性。 

（一）生活样式提供了形成“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的可能性
第一，生活活动条件持续保证了自由放任生活样式。扩张性生活方式中的生活样式是一种需

要持续摆脱“市场魔咒”，不断满足移民 / 美国人“寻找更好生活”欲望、自由放任的生活样式。

自“新”大陆发现迄今，伴随着从开疆拓土到成为超级大国的斗争不断得手，北美殖民地 / 美国

长期保持着世界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高水平资源获得能力，通过大限度、长周期地缓解着内部财

富分配的张力，优渥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保证自由放任生活样式能够持续的条件。

第二，契约与社会自治下的生活活动形式决定了市场化、程序化的生活样式。自殖民拓土始，

为降低治理成本实现殖民利益最大化，英国大量采用契约与移民自治方式管理各类殖民地 (3) 及多

元移民群体。既有的治理方式被历史地演化为美国市场经济和制衡性政治制度的具体规制。契约

与自治造就的生活活动形式遂成为美国市场化、程序化生活样式最重要的特点。

第三，生活主体矢志零和的行为特征，塑造出美国权利本位的生活样式。由海外冒险者、宗

教自由寻求者、白人契约奴群体构成的欧洲移民是“新”大陆的掠夺者和“旧”大陆的弃儿。作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践行者，面对殖民 / 争霸过程的严酷环境，具有双重身份的移民 / 美国人

长期处于极端封闭与自尊的精神状态 (4) 中，他们摆脱“旧”大陆制度与精神羁绊，追求扩张性生

活方式，将殖民 / 争霸行为合法化的欲望极为强烈。为此，欧洲移民对外以“不证自明”的美国

例外论，赋予自身“山巅之城”“选民”身份，将“选民”在世界上的霸权利益和领先地位美化

为确保“山巅之城”“照耀”“引领”世界的必要手段；对内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生活样式和

(1) 生活方式是由生活主体、生活活动条件及生活活动形式三大要素构成的，由一定社会条件制约和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的、
满足人们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生活样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其中，生活主体是指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的人群，生活活动条件是指
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的人群所处的物质与精神环境，生活活动形式是指生活活动的组织方式。生活样式是生活方式的各种具体表
现形式。行为特征是社会成员在生活活动中共同具有的言行与思维特点。生活方式与生活样式、行为特征的关系是：生活方式的
根本要求决定生活样式，生活样式产生行为特征。

(2) 美国意识形态被概括为“信奉民主和个人自由，确信保护个人权利是政府存在的首要目的；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放任自由”与
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和美国例外论。参见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3) [ 美 ] 查尔斯·A. 比尔德、玛丽·R. 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上卷），许亚芬译，马清怀校，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二章。

(4) [ 美 ] 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冯克利校，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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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特征，借以调整内部分赃关系。这些移民通过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的互动过程（见下文），

历史地塑造出美利坚民族权利本位的生活样式。

在扩张性生活方式根本要求下，生活主体、生活活动条件和生活活动形式所塑造的生活样式

与行为特征为“神殿”表象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但生活方式对于塑造“神殿”的可操作性，必须

在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的互动中才能产生。

（二）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互动提供了“神殿”表象的可操作性
第一，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互动的结果提供了司法权进行社会治理的空间。市场化、程序化

的生活样式鼓励着权利本位，同时平衡着零和博弈。主体平等、自愿有偿、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

促使行为特征趋利避害地繁荣经济，提供了司法权进行社会治理的可操作性。正是由于战后经济

的繁荣提供了缓解种族矛盾的必要物质基础，最高法院才能在 1950—1960 年代做出一系列能够

兑现的判决，实现增进民权的社会变革。

第二，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的互动过程选择了法治，提供了司法权被塑造为“神殿”的途径。

生活方式的根本要求（“寻找更好生活”）是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互利 (1) 因素和维持生活方式所需

秩序的前提，是持续衍生新互利保证生活方式存续不可或缺的因素，又是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间

悖论的起源。为此，统治阶级需要在生活方式中以“神殿”调解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互动过程中

的非本质冲突，用以掩盖“神殿”政治本质。首先，行为特征被纳入程序化、市场化生活样式后，

周而复始的博弈成为常态。只有将法治作为多种族共同的选择，才能减少非本质冲突对于生活方

式的侵蚀并增进维护生活方式的互利因素。其次，为防止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互动导致统治阶级

内部形成单一集团的完全垄断，同时有效地防止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联合，必须实现各社会力量间

的相互制衡，以维持扩张性生活方式正常运作。因此，1789 年宪法及相关法律做出了最高法院

与利益集团在制度上相对隔离的规定，制度设计造成法院判决结果均以“是法律促使我做出这样

的判决”的中立面目出现，司法权由此被塑造为“神殿”而获得了可操作的制度途径。

（三）“神殿”表象的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逻辑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指导、塑造了美国人的生活样式和行为特征，

同时指导着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间的逻辑互动。该互动决定性地影响着美国的阶级关系构成和“非

政治法律神殿”表象的出现与存续。

首先，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生活样式上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如反对政府

干预）为自由放任、市场化与权利要求不断膨胀的生活样式获得普遍的个体“成功”提供着合法性，

在政治上（如确信保护个人权利是政府存在前提）则注重保护为生活样式辩护的宗教（如例外论）

与世俗主张（如“美国优先”）。经济主张通过政治主张将政府政策制度化，保证着扩张性生活

方式的根本要求这一全社会最大的互利因素成为为生活方式所需秩序进行协作的前提，以实现物

质替代。由此引领着多元移民积聚起来共同对外掠夺，以高水平的资源获取能力充当劫掠分赃基

础，以制衡性政治制度设计规范着自由放任、权利要求不断膨胀与高度市场化的生活样式，共同

(1) 互利意为通过建立 / 维持普遍秩序，保障个体生存和取得经济利益最佳途径的基础。例如，大多数人认为靠右行走有助于交通
安全与效率，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建立交规依据的互利。参见 Russel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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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着劫掠效率和分赃秩序，刺激着全民协调一致地开疆拓土，并因此激发了颠覆性创新能力

反哺扩张性生活方式，进一步助推殖民地 / 美国凭借霸权对外攫取资源转嫁危机，对内派发“超

额”“红利”缓解财富分配张力。物质替代的实现，致使被统治者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和

有效的阶级联合，无法找到更好的生活样式而赞同 / 默认既有的“例外”生活样式，支持“美

国优先”，与统治者就“寻找更好生活”形成互利协作，进而成为统治阶级得力的帮凶，共同

充当着殖民地征服者、宗主国背叛者和世界“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由于统治阶级通过“寻

找更好生活”这一最重要的互利换取了被统治阶级对其政治统治的承认 / 默认，致使只有改革

而无革命、只有起诉而无造反成为政治博弈常态和社会冲突基本解决方式。这就掩盖了相对独

立的司法权的政治实质，司法权建立的社会、经济前提被中立化，“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由

此获得了确立的可能性。

其次，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的关系上看，在种族多元构成条件

下，市场化、自由放任、权利要求不断膨胀的生活样式与权利本位、零和博弈的行为特征之间存

在着无法自洽的悖论，两者的互动只能不断深化阶级与种族矛盾。只有在生活方式根本要求上的

互利（例如，实现“寻找更好生活”需要的秩序、贸易和国家安全）远远大于其他矛盾分歧（如

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基础上，(1) 将司法权确立的制度前提中立化，并将最高法院的

关注点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通过躲避案件争议的政治实质，将司法权的行使限制在各利益集团

容忍的范围内，并成功地敷衍被统治阶级的非本质要求，才能实现价值观替代，保证“非政治法

律神殿”表象的存续。

因此，创造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生活方式上远远大于双方及其各自内部矛盾的“互利”——

即实现物质与价值观的替代的社会经济前提，是塑造“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必需的自由主义逻

辑。但被这一逻辑所塑造的“神殿”还要通过“正当程序”（见下文）才能维持存续。

二、“非政治法律神殿”怎样成为主流信誓
“非政治法律神殿”表象成为主流信誓的相应程度，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利用“程序”参与大

法官选任过程的深度与广度、法院社会治理作用和“程序”规范法院审判活动的效果，即所谓“‘正

当程序’从根本上保证了司法正义”被公众接受的深度与广度。   

（一）利益集团对程序利用的深度与广度影响“神殿”表象基础的稳固
从大法官选任过程看，依据宪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任命。

表述简单的程序背后，冗繁的次级程序创造了大量博弈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介入，程

序的运用从参与数量、参与动机和参与过程上造成大法官选任公平竞争、选贤任能的幻象。它对

主流信誓的基础起到了稳固作用。

首先，从参与数量看，由于被纳入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数量日益增加，参议院多数党掌控

选任过程能力被不断削弱，(2) 府院分立常态化，程序增强了司法权的合法性。在各政治力量对最

(1) Russel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pp.1-13. 

(2) Keith E. Whittington,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Judicial Supremacy: The Presidency,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n 
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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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施加影响的过程中，总统和执政党是操纵程序、塑造“神殿”表象最主要的势力。1789—

2020 年，相应执政党利用宪法程序和执政党多掌控参议院的优势，将与总统同属一党的人选送

入最高法院的情况占 90% 以上。(1) 例如，1800 年亚当斯在败选之后，次年仍能利用程序和党纪

强制掌控参议院的本党参议员通过对约翰·马歇尔的任命，消除杰弗逊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而

1937 年，由于纳入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增多，参议院多数党的利益诉求分化，在执政党同时掌

控国会与总统职位的情形下，罗斯福“填塞”最高法院却受到重挫，仅仅达到了通过《最高法院

退休制度法案》的目的。可见，随着程序操弄者的增多，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程序深刻影响了法

院人员构成，造成了最高法院是“自由民族”共同缔造的幻象。

其次，从参与动机看，作为强化意识形态的手段，程序运用扩大了塑造“神殿”的政治基础。

例如，总统要考虑通过大法官将自身意识形态延续到卸任后，在其他博弈方容忍的底线内，维护

好本集团及同盟者利益，操弄程序跨党提名 (2) 就成为必要手段。1930 年代，为酬谢天主教徒支

持“新政”、安排人事、塑造个人声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将司法部长墨菲（Frank Murphy）送

入最高法院，将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任命为司法部长 (3)，并承诺将来

提名罗伯特·杰克逊为首席大法官人选。而 1941 年罗斯福感到提名“一位共和党（自由派）首

席大法官、两位民主党大法官不会让人觉得（最高法院）党派色彩太浓”，(4) 并会给民众留下总

统是“整个国家而非某一党派的总统”的印象，便弃罗伯特·杰克逊转而提名并在获得参议院批

准后任命共和党人斯通（Harlan Fiske Stone）为首席大法官。艾森豪威尔出于赢得 1956 年大选

和当选后政治考量，提名具有跨党派威望的威廉·布伦南 (5) 以及反种族隔离人士约翰·马歇尔·哈

兰、查尔斯·威塔克和波特·斯图亚特进入最高法院。(6) 上述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提名，均借助

程序起到了安抚其他利益集团、扩大“神殿”政治基础的预期目的。

再次，从参与过程看，程序运用过程有效地增强了全社会的“神殿”崇拜深度与广度。参

议院既是制定法律规则的立法机关之一，又是大法官选任过程中的同意机关，因而成为利益集

团操弄大法官提名程序 (7) 的重要博弈场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 1893 年提名鲁夫

斯·派克海姆过程中，因与参议员戴维·希尔（David Heer）就联邦职位任命优先权 (8) 发生冲

突，导致提名失败。直到 1894 年，希尔由于利益转变立场，被否决的鲁夫斯·派克海姆（Rufus 

Peckham）才通过了提名。“新政”特别是民权运动后，工会、少数族裔、妇女、维护堕胎和同

性恋权利等利益集团开始更广泛地介入大法官的选任过程，致使政党、总统、利益集团对选任程

序的操弄交互作用于参议院批准过程中。1987 年，里根不顾民主党已经重掌参议院和 83 个以上

(1) 刘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美国问题研究》2011 年第 2 期。

(2) Sheldon Goldman and Austin Sarat, American Court Systems: Readings in Judicial Process and Behavior,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1978, p. 286. 

(3) David M.O’ Brine,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53. 

(4) David M.O’ Brine,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53. 

(5) 威廉·布伦南是温和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新泽西州的天主教徒、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有法律界权威人士支持，不会在参议院批
准提名过程中出现麻烦影响大选。事实证明，参议院批准过程中只有约瑟夫·麦卡锡投了反对票。

(6) ABA, Standing Committee on Federal Judiciary: What It Is and How It Works, ABA, 1983, p. 144. 

(7) David M.O’ Brine,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46.

(8) Wilfred E. Binkley, President and Congress, New York: Vintage,1962, pp.18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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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团体反对，坚持提名批评沃伦法院最尖锐的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为大法官候选人，

最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以 9∶7 反对提名，全院投票以 58∶42 否决了提名。

历史记录表明，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中，随着利用程序参与大法官选任的群体数量不断增多和

博弈烈度加大，选任过程带来的公平竞争假象更有效地迷惑了公众，极大地开掘与拓展了全社会

对“神殿”崇拜的深度与广度。

（二）最高法院的治理作用影响公众接受“神殿”的程度
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提供了“神殿”表象出现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生活方式与行为特征在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逻辑互动催生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蛊惑起公众的“神殿”崇拜心理，但

最高法院还需要依靠程序发挥确立治理原则、影响治理环境、改变治理过程的社会治理作用，遵

循“保守是自由保守的保守，自由是保守自由的自由”的意识形态运作原则，守住“政治问题的

不可审查性”底线，通过对非本质争议程序性的裁决，为维持 / 扩大生活方式互利因素服务，才

能维持“神殿”的幻象。

就确立治理原则而言，分权制衡条件下，最高法院是政治决策的一方。美国立国初期，统一

国内市场成为当务之急。通过“马卡洛诉马里兰州”和“马丁诉亨特租户案”判决，确立“默示

权力”（implied power）和“商事条款”合宪，联邦政府行使国家经济主权的范围被明确，“联

邦至上”因此被最高法院确立为治理原则。

就影响治理环境而言，19 世纪末，联邦政府试图对经济、社会事务扩大监管，矫正工业化

的衍生弊端。然而，最高法院在“赖特公司案”判决中，却沿用在“吉本斯诉奥格登案”中对“商

事条款”的解释，将联邦权力限制在州际事务方面，涉案公司及所属制造业使用童工被宣布为州

内事务，导致 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用童工的规定被判违宪而无效。国会被迫重新立

法禁止使用童工企业的产品进入州际贸易。直至新政时期开始，最高法院对商事条款的限制性解

释始终是工业化时期影响治理环境有力的干预工具。

就改变治理过程而言，20 世纪最初 30 年，大约 400 万黑人移居北方城市，成为两党争取的

选民集团。在此背景下，与工业化时期最高法院站在州权力一边影响治理环境、阻碍社会改革相

反，最高法院以教育与选举为重点，积极促进废止种族歧视法律的进程。1950 年最高法院全体

大法官一致判决“麦克洛林案”涉事校方取消隔离，完全平等地接纳和对待黑人学生。得克萨斯

州和俄克拉何马州被迫修改法律，为黑人学生提供完全平等的法学院教育和研究生院教育。该

案为 1954 年最终消除各州中小学公共教育中种族隔离的“布朗案”打下了基础。在选举领域，

1944 年最高法院在“史密斯诉奥尔莱特案”中以 8∶1 裁定白人初选违宪，1953 年在另一个涉及

得克萨斯州地方选举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宣布两个“自治、自愿的白人俱乐部”操控地方初

选的行为违宪，“白人初选”自此完结，治理过程因此改变。

最高法院的社会治理作用影响了公众接受“神殿”的程度，但加深巩固公众的“神殿”崇拜，

需要利用好程序的规范作用才能得到实现。

（三）程序的规范作用是维护主流信誓的中间环节
美国立国以来，最高法院就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做出了 一系列影响社会历史进程

的判决，但它们均是最高法院在所管辖案件中，通过择案程序回避有政治争议的案件，在具体案

件审理中运用政治问题行政化、社会问题个人化、实体问题程序化的方式，回避纠纷的政治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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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自由民族同意”(1) 的结果。为此，程序的规范作用成为维护主流信誓的中间环节。例如，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大法官马歇尔在宣布“最高法院拥有审查国会与州法律以及总统决

定权力”(2) 的同时，判决马伯里请求归还法官任命状不属于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开创了回避案

件政治实质的先河。但这种政治化的程序考量在《1925 年司法法》赋予最高法院决定受理上诉

案件管辖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后，被最高法院以“四票一致”规则程序化，任何试图挑战政治禁区

的法官均被程序所牵制。又如，当政治力量对比为运用司法方式解决某一重大社会问题提供条件

后，通过判定具体案件违反“正当程序”，成为最高法院利用回避案件政治实质、推进解决重大

社会问题进程的主要方式。1950—1960 年代，政治力量对比已提供了堕胎合法化的条件，但最

高法院在 1973 年“罗伊案”的判决中仍以保护妇女生命健康权的程序性理由宣布了堕胎合法。

同样，2015 年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也是基于程序性理由。

2000 年大选引发布什、戈尔当选之争，最高法院在介入这一纠纷过程中，以对选票统计方

法和计票节点的程序性裁决，将布什送入白宫，虽然介入政治争议，“神殿”的声望被损害，但

由于最高法院始终围绕程序问题审理案件，判决结果还是被社会勉强接受。相反，在“斯科特案”

中，最高法院以原审法院法律适用不当的程序性理由，判决维持逃奴的奴隶身份，却因无法回避

政治矛盾助推了内战发生而被称为“异常愚蠢之举”。(3)

程序规范是统治阶级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大法官选任和法院审判活动，保证“非政治法律神

殿”表象成为主流信誓的中间环节。程序确保大法官选任过程塑造出既凝聚共同意志又容纳各自

特殊利益的司法机构。随着参与该过程的利益集团数量增加，参与强度加大，程序为大法官选任

博弈过程增添了公平竞争与选贤任能的虚幻色彩，各利益集团在保证了自身利益、制衡了其他集

团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洗脑了社会成员。“非政治法律神殿”因此具备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提

供了在社会治理层面确立治理原则、影响治理环境、改变治理过程的前提。但法院这一功能发挥

作用，也必须通过程序淡化实体问题的社会、政治实质，定分止争，不仅要使判决引起的重大社

会变革被相互冲突的各利益集团所接受，还要使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判决在特定时期内也能够被

容忍。里根时期的司法部副部长查尔斯·福雷德曾对此自信满满地声称“法律程序保证了我们所

有的自由和民主”(4)，但被程序保证的所谓“自由”不过是扩张性生活方式的别称，所谓“民主”

不过是规范生活样式与行为特征正常互动的制度代名词，然而“神殿”的存续却因程序这一中间

环节具备了可操作性而“取信”于社会公众。  

三、结语
面对内部阶级、种族冲突交混存在的特定国情，建立秩序必须运用凝聚全社会的“互利”因

素掩盖秩序的政治实质，先进的生产力、高度市场化的运作与自始长期摆脱“市场魔咒”相结合，

提供了“非政治法律神殿”产生、存续的前提。因此，最高法院必须以超阶级、超种族的面目聚

(1) Keith E. Whittington,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Judicial Supremacy: The Presidency,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n 
U.S., p.272. 

(2) Henry R. Glick, Courts, Politics and Justic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93, p. 95.

(3) David M.O’ Brine,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pp. 305-306.

(4) [ 美 ] 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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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治理领域，通过程序躲避案件争议的政治实质，才能在统治阶级各利益集团容忍的范围内发挥

作用。无力解决政治冲突的“神殿”曾在历史上因触及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实质而遭受重创，特朗

普在任内借助提名、任命三位保守派大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后，司法权仍无力克服上

述天然缺陷。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当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占据最高法院支配地位，改变了司法活动的价值取向时，最高

法院内部支配性和前支配性力量中的温和派便会针对审判活动的不同议题结成同盟，形成对意识

形态光谱两端的制衡，继续回避冲突的政治实质，加剧议而不决、决而不议的乱局。例如，2018

年 6 月 26 日，最高法院宣布特朗普总统限制部分中东、非洲国家对美移民的行政命令“完全符合”

总统职权范围。(1) 而在同年 12 月 22 日，最高法院在另一起案件的判决中，却认定特朗普政府禁

止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行政命令违宪。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司法克制主义理念为依据，

对总统行政令投下关键反对票。两起旨在制止非法移民的诉讼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不但体现了

司法权对意识形态光谱两端的制衡作用，更暴露了美国最高法院无力裁决政治纠纷的真相。

其二，在政治纠纷面前，最高法院或为维护“神殿”表象置身于政治纠纷之外而被祛魅，或

因触及利益集团的政治底线，暴露其政治实质而导致“失能”。当摆脱“市场魔咒”能力被削弱，

无法为“寻找更好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而引发政治极化时，最高法院就会以上述方式暴露

其固有缺陷。例如，2000 年大选期间，最高法院通过干预选举程序介入了当选之争而被指责为

制造了“政治赝品”；2020 年大选，最高法院则以拒绝受理特朗普选举诉讼的方式置身事外直

接向社会宣告“失能”。

其三，在新的政治力量对比下，通过被迫启动制衡性政治运作，对最高法院进行新一轮“改

造”，再造“神殿”，也是最高法院无力解决政治纠纷的表现之一。在特朗普任内，最高法院的

保守主义势力对自由主义势力已经取得了 6∶3 的绝对优势，最高法院无论运用司法权针对意识

形态光谱两端进行制衡还是置身政治纠纷之外均更加困难。在摆脱“市场魔咒”的条件未完全丧

失的环境下，改组最高法院就成为“神殿”被祛魅后的选项。2021 年 1 月 30 日拜登通过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透露，他正在考虑成立最高法院委员会，讨论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

席位和大法官终身任期制度的改革方案。历史上，《1789 年司法法》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固

定为 6 人，1800 年因联邦党失去国会的多数席位，利用政权交接，国会次年将最高法院大法官

人数减少至 5 人，剥夺了托马斯·杰斐逊提名大法官的权力。内战期间，最高法院大法官曾一度

增加至 10 人。自 1869 年变为 9 人后延续至今。1937 年 2 月，罗斯福曾试图将最高法院大法官

数量增加至 15 人，被参议院以 70∶20 的比例否决。可见，大法官数量变动均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和“神殿”“失能”与被祛魅的证明。2020 年秋天，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

表示，“我将考虑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的这项建议，因为它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我们最不应该做的

一件事就是把最高法院变成政治足球。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得票高的人就能够得到他们想

要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是允许拜登政府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2)

(1) 此处指“禁穆令”被第九巡回法院宣布部分合法后，特朗普撤回原有被称为“骨肉分离”的行政命令，重新发布的限制移民的
行政命令又遭诉讼，最后提交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

(2) 参见钱雅卓：《拜登要对美国最高法院“下手”了》，（2021 年 1 月 31 日），百度百家号“新京报”，https://mbd.baidu.com/
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299102544972941855%22%7D&n_type=-1&p_from=-1，最后浏
览日期：202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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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NBC News）2021 年 4 月 15 日报道，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马基

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国会众议院议员纳德勒 15 日已经提起一项推动最高法院改革的提案，

包括将大法官人数从目前的 9 人增加至 13 人。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非政治法律神殿”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

导下，为维持扩张性生活方式正常运转，利用全体社会成员“寻找更好生活”的互利关系，收买

被统治阶级接受或默认既有生活方式而制造的幻象。经过制衡性政治制度运作，司法权在存在前

提、人员构成、运作过程诸方面被“中立”化，使各利益集团接受、容忍“中立的”司法权对非

本质利益冲突判决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以维持秩序。然而，持续摆脱“市场魔咒”始终是“非

政治法律神殿”表象成为主流信誓的前提，当摆脱“市场魔咒”的能力被削弱，“神殿”意识形

态色彩强烈的本质就日益凸显出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创新工程执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