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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世纪英国社会 , 庄园农奴拥有一种原始的个人权利 ,即主体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于英国中世

纪多元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原始契约之内 ,又在独特的法律制度下得到保护和发展。这种主体权利观念对英国

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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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权利(SubjectiveRights)是 “一种身份权利或等级权利 ,或者称之为潜在的原始个人权利 ”,又

叫自然权利 ,
[ 1]
(p.128)是 “每个人最基本的或固有的”权利 , “是人作为主体的本性 ,一种天赋的自由和

行为能力”。
[ 2]
(p.28)本文通过分析中世纪英国庄园原始契约因素中包含的权利观念 ,以及农奴利用传

统法律机制捍卫主体权利的斗争 ,尝试探析中世纪英国庄园农奴的主体权利问题 。

一

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关系包含了契约因素 ,即 “在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 ,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

间 ,尤其在王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 ,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 ,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契约关系 。”
[ 1]
(p.

156)马克 ·布洛赫认为 , “附庸的臣服是名副其实的契约 ,而且是双向契约。”
[ 3]
(p.712)梅因称这种契约

为 “原始契约 ”。
[ 4]
(p.195)从逻辑关系上来说 ,原始契约关系必定迁延到庄园组织结构内部 ,即领主与农

奴的关系中 。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中 ,原始契约关系虽然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相提并

论 ,但它毕竟在人们社会活动的逻辑内涵和规则上 ,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某些限定 。

1066年诺曼征服后 ,英国庄园制逐渐兴起 , 13世纪进入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 ,庄园上的劳动者由三

部分人构成:奴仆 、雇工和佃户 。佃户是庄园上的主要劳动者 ,他们的身份一般是农奴 ,但也有其他身份

的依附者和自由农民 。
[ 5]
(p.164)庄园上的土地分为自营地 、佃领地和公地三种 ,自营地属于领主 ,主要

由农奴以劳役的形式为其耕种;农奴从佃领地上领有份地;公地则指荒地和牧场;农奴在法律上无人身

自由 ,承担着相对于自由农民来说更为繁重的劳役 。这样 ,庄园组织就以土地关系为纽带 ,把内部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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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联系起来;以对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同 ,规定着各自的等级和身份 。

英国封建庄园的经营与管理 、生产与劳动中存在的原始契约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领主与农奴

的权利与义务。一个维兰(villani)到庄园来定居 ,领主要为他提供一海得(hide,大约 60-120英亩 ,可

以养活一家人)份地;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 ,包括犁地所需的两头牛 、一匹马 、部分大麦 、燕麦和种子。

这样 ,一个维兰就应承担双重的义务 ,为持有份地 ,他应向领主缴纳地租(货币地租或者实物地租);由

于领主提供生产资料 ,他应服周工(weekworks),即一周内为领主提供 2-3天劳役 。
[ 6]
(p.15)庄园最主

要的特征之一 ,就是强调一个人为取得承租庄园份地的权利 ,必须为领主服劳役 。因此 ,农奴又被称作

“束缚在土地上的人(grebaeadscriptae)”。伯尔曼认为:“这意味着 ,除非根据某些条件 ,他们不得离开

土地;这也意味着 ,除非根据某些条件 ,也不能将他们驱赶出去 。”
[ 7]
(p.100)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本质上所

涉及的是一种权利和义务 。

对于劳役义务的数量和方式 ,庄园惯例规定得十分具体 。农奴须根据持有份地的大小服劳役 ,包括

每周在领主自营地上劳动几天 。例如 , 12世纪诺森伯兰郡的比彻利庄园规定:全份地维兰每周需为领

主服役 3天 ,在冬季的周工日里 ,每日要犁 、耙 1英亩;在春季 ,除犁耙外还要按庄头的安排播种。半份

地维兰也要以上述折算标准完成工作量。
[ 8]
(p.35)13世纪达勒姆郡的伯尔顿庄园规定:持有 30英亩土

地的二十二名农奴 ,每周要为领主劳动三天 ,每年在复活节 、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期间可以休息 13天。

持有 12英亩土地的农奴 ,每周劳动两天 ,在三节期间同样休息 13天 。
[ 9]
(pp.84-85)其他庄园惯例簿中

也有类似的规定 ,如 ,打谷一日之数为 2蒲式耳小麦或 1夸特燕麦;割草一日为 1英亩左右;割谷则为半

英亩等等 ,都已成为固定的惯例 。
[ 10]
(p.82)显然 ,封建主是出于对农奴劳动监督的目的 ,对劳役量进行

严格规定 ,但这是一种双向限定 ,在对农奴进行限制的同时 ,也限制了封建主权力的行使 ,所以任何想增

加劳役量的企图都难以如愿 ,这就使农奴的利益受到一定保护。

对于土地的使用权 ,也有明确的规定 。在公地条田上 ,全体村民必须统一行动 ,对于耕作和种植不

能擅自做出决定 ,但是对于新垦殖的土地 ,在向领主交纳一定的租金后 ,可以种植自己需要的作物。每

年农奴只需缴纳少量的租金 ,就可获准开垦几英亩这样的处女地 ,这种土地被称为 “新垦地 ”,许多农民

就是通过持有这样的份地来弥补生计不足 。在新垦的荒地上 ,他就是自己的主人 ,喜欢种什么和怎么种

都由自己说了算 。
[ 10]
(p.58)在公共土地上 ,农奴可以根据 “公共权 ”的有关规定进行放牧。通常所说的

“公共权 ”,是农奴的各种权利中最有价值的一项权利 ,它使农奴不仅可以使用没有耕种的牧场和四周

荒地 ,还可以使用栅栏拆除后的耕地和草地。 “习惯佃农和自由佃农在村庄共同体中的利益 ,主要是公

共放牧权和公共用地 ”。
[ 11]
(p.136)除土地使用权以外 ,还有财产继承权 、遗嘱权 、婚姻权 、圈养权 、狩猎

权 、饲养家禽权 、伐木权 、采枝权等等 。

可以说 ,在庄园内 ,封建主与农奴之间 、农奴与农奴之间 ,从组织管理到日常活动 ,能做什么 ,不能做

什么 ,享有怎样的权利 ,承担怎样的义务等等 ,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些以等级身份为基础的权利和义

务具有双重作用:在保证封建主利益的同时 ,又对其权力进行了限制;在确定农奴应承担义务的同时 ,也

保障了其自身拥有的权利 。虽然领主和农奴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 、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但是由于原始

契约因素的存在 ,庄园农奴一方始终拥有一种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 ,换言之 ,庄园农奴虽然接受领主的

统治和剥削 ,但固守着领主不能随意突破的一道权利底线。

二

对于农奴主体权利而言 ,原始契约因素的存在 ,首先体现在它得到法律制度中独具特色的庄园习惯

法的保障。英国具有独特的法律传统 ,其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习惯法和判例法的基础之上 。 “权利观

念 ”、“法律至上”及 “民众性 ”是英国法律制度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 。 11-12世纪 ,随着封

建庄园制度的兴起 ,传统习惯转变为一种法律制度 。相传已久 、自古已然的 “习惯 ”、“惯例 ”作为特有的

法律形式逐渐融入人们的法权观念之中。这种法律 “并不意味着庄园法只是将义务强加于农民 ,相反 ,

庄园法对于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并非无足轻重 。”
[ 7]
(p.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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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惯例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农奴与领主互相争夺权利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形式不是突发的 、暴

力式的斗争 ,而是在日常生产活动中 ,以逐渐的 、具体的 、往往是有效的方式出现 。自诺曼征服以后 ,每

一个庄园都是领主与农奴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无休止争斗的舞台 。庄园惯例中每项内容的确定似乎都

烙有农奴与领主讨价还价的印记。庄园惯例是逐渐形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奴们一次又一次的

裁定;农奴们做出的一次又一次的 “判决 ”(doom)是形成庄园惯例的决定性因素。
[ 10]
(p.78)13世纪 ,领

主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遏制惯例被轻易更改 ,开始使庄园惯例形诸文字。在这一过程中 ,农奴为了自

身的权利 ,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抗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如果我们能读懂这些账册字里行间

的意思 ,就能发现每条惯例的改变 ,其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而每一项变化都是双方彼此施加压力的结

果 。”
[ 10]
(p.79)例如 ,农奴为了使 “人头税(Tallage)”的征收形式具有确定性 ,与领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人头税 ”是领主对农奴征收的任意税 ,它的不确定性被看作是农奴身份不自由的象征 。农奴经过不断

的斗争 ,使 “人头税”征收的数额 、征收的频率以及征收的原则逐渐被确定下来 。这些原则一经确立 ,就

很容易使人们把人头税视为仅仅是额外征收的一种税 ,而人头税的不确定性一旦被消除 ,它作为劳役负

担的特殊标志也就不复存在了。”
[ 10]
(p.118)13世纪后期 ,人头税最终被折算成按份地征收的额外常规

税 ,农奴身份的又一个明显标记消失了。

在庄园制度存在的几个世纪里 ,英国独特的法律体制特别是庄园习惯法 ,为领主和农奴提供了一个

较量的空间 。双方之间的较量既有对抗 ,也有妥协 。领主与农奴经常通过讨价还价达成这样的协议:农

奴交纳一笔现金 ,领主则免除他们的劳役义务。例如 , 1316年 ,库克汉姆的管家在庄园帐簿中记录 ,理

查德冬季的劳动售价为 2先令 6便士;亚当·布雷冬季劳动的售价为 2先令 6便士;乔安那 ·布劳切奇

冬季的劳动卖 15便士 。
[ 12]
(p.618)1304年 ,维尔伯顿的 260项劳动以每项半便士出售 。

[ 13]
(p.419)因此 ,

惯例形成的过程 ,也是领主与农奴之间围绕各自的利益不断斗争和妥协的过程。其内容一旦确定 ,无论

是对领主还是对农奴 ,都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习惯法使每一个佃户的负担量固定化 ,任何增加负担量的

企图都会遭到佃户本人和同伙的强烈反对 。对于帮工的义务 ,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庄园记载 ,毕晓普斯托

恩 、诺顿和登顿的惯例佃农自带犁具履行两天帮工 ,这两天中 ,一天吃肉 ,另一天吃鱼 ,还有足量的啤

酒 。
[ 14]
(p.261)农奴只要按惯例完成劳役 ,领主必须兑现承诺。对于农奴交纳的地租量 ,一个佃农的地租

往往长达 200年或者 250年保持不变 ,并非罕见。
[ 15]
(p.120)例如 ,斯坦顿庄园的地租额 ,农奴封建负担

量的确定性说明 “领主和佃农双方都尽量不给对方的任意性留下余地 ,这对农奴的怠工是一种监督 ,但

对领主的随意克扣或恣意盘剥无疑也是一种限制”。
[ 1]
(p.57)

当然 ,我们也能看到另一方面的事例 ,领主企图绕过惯例的限制范围而增加剥削收入 ,在新协议的

租佃和税收上另做文章。在胡格霍 ,庄园主莱昂内尔·德·布雷登哈姆将惯例地租改为租佃地租 , 1325

-1381年的地租收入从 169先令 11便士增加为 298先令 5便士。
[ 16]
(pp.17-18)领主总是千方百计力

图缩小甚至消除惯例的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惯例对英国封建领主的限制作用。农奴劳役量和

赋税额在庄园法中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对于保护农奴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益的 。以法律的形

式对领主获取利益的方式 、途径和数量进行规范 ,限制了领主对农奴的无限度剥削 ,这就给处于被动地

位的农奴提供了保护自身权利 ,以至获取经济利益的相对稳定的空间 。

对于领主来说 ,庄园惯例是他们管理经营庄园 ,特别是他们从佃户身上获取利益的准则;对于农奴

来说 ,庄园惯例则是他们在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 ,抵御领主过分侵夺 ,保护自身权利的武器 。从英国庄

园的历史来看 ,农奴利用庄园习惯法所进行的斗争 ,其权利空间逐渐扩大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三

在英国庄园制存在的历史上 ,庄园法庭在大部分时间中实际上是庄园司法审理的中心 。庄园法庭

是领主权益意志的体现。庄园法庭是领主对庄园进行统治 、管理和实现其权益的工具。如果认为农奴

冒犯了领主的权威或者侵害了领主的利益 ,干扰了公共秩序和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将被送上法庭 。但是

庄园法庭对领主的限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奴争取自身权利提供了条件 ,成为农奴捍卫权利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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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来审视 ,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农奴通过庄园法庭的审判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主要体

现于三方面:

其一 ,农奴可以在庄园法庭的审判中利用庄园惯例保护自己的权利 。例如 1300年 ,埃尔顿庄园法

庭案卷载有 19个茅舍农涉讼的记录 。他们被指控没有给封建主的马车装草 ,但这些茅舍农认为:自己

没有装草的义务 ,除非他们出于自愿 ,主动这样做。为此 ,法庭查阅了有关佃户劳役的惯例 ,然后确认:

这些茅舍农有义务在草地里或领主庭院中将牧草垛起 ,但没有义务将牧草装上马车。
[ 17]
(p.104)农奴在

接受庄园管理时 ,对于一些不公正 、难以接受的行为 ,可以通过庄园法庭进行抵制 。如 1371年 ,萨摩塞

特郡的奥德卡姆庄园的农奴威廉姆·布若德指控 ,领主不在庄园时 ,庄头收了他 40便士的税金 ,以前只

收 20便士。法庭决定在该法庭成员到齐后进行审理 ,此前 ,不允许向威廉姆征收任何税金和物品。
[ 18]

(p.1004)这些说明庄园法庭可以干预庄头肆无忌惮的行为 。对于庄园内邻里之间的纠纷 ,佃户们也是

通过庄园法庭来伸张自己的权利。
[ 11]
(p.121)可见 ,庄园法庭是农奴保护自己权利的重要场所 。

其二 ,庄园法庭体现了同侪审判的原则 ,即庄园法庭的裁决权属于参与法庭审判的全体佃户 ,这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 ,在法庭上 ,佃户的事情由佃户自己决定 。 13世纪的法庭案卷保存的法庭判决

书中一再出现 “全体库利亚的裁决如下”字样 ,可以为证 。法庭的决定方式是由全体法庭出席人明确表

态 。如 ,一个人走失了一头母牛 ,后来在领主的牲畜栏里发现。他到法庭申请领回自己走失的那头母

牛 ,并证明有六人可以作证。在场的全体库利亚经过审议 ,做出裁决:这头黑母牛是他的财产 。
[ 10]
(p.

180)“全体库利亚”(curia)是指所有在场的法庭出席人 ,不论是农奴还是自由人 。还有一种情况 ,在法

庭审理时 ,如果公诉人出庭人数太少 ,案件可暂停审理。

其三 ,庄园法庭实行陪审制度 ,陪审团的成员由庄园佃户担任 。 13世纪前后 ,庄园法庭从王室法庭

引进了陪审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些庄园出现了两种类型的陪审团———自由人陪审团和非自由人

陪审团 。佃户对于陪审团的作用是认可的 ,如果佃户想利用陪审团调查案件 ,他通常要向领主交纳一部

分费用 ,给领主 6便士 ,或者 1先令 ,甚至多达 6先令 8便士 ,才能取得这一特权。但佃户这样做是值得

的 ,因为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裁决 ,而且还要被载入法庭记录 ,一旦日后需要 ,可以提起上诉。
[ 10]

(p.187)尽管庄园法庭的陪审制度以及陪审员产生的方式还比较简单 ,但这一制度的引进和后来的发

展 ,以及与农奴身份地位相当的人作为裁判法官 ,使得庄园法庭的审判制度更趋公正 ,这对于农奴权利

的保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庄园法庭虽然是领主管理庄园的工具 ,但是 , “庄园法庭的管理权 ,事实上不在总管手里 ,而是由富

裕村民控制的 ,他们解释惯例 ,解决争端 ,制定公共法规 ,颁布实施细则。”
[ 19]
(p.102)“虽然他们在庄园

法庭的工作是在领主管家的监督之下 ,但是 ,他们在庄园事务中的影响和权力是不能低估的 ”。
[ 20]
(p.

54)因此 ,庄园法庭的司法审判 ,对领主的权力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 。农奴利用庄园法庭所进行的争

取权利的斗争 ,其作用虽然不能夸大 ,但也不能无视农奴在庄园法庭上 ,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同领主斤

斤计较 ,据理力争 ,实现自身权利保护的可能。

英国中世纪庄园农奴的主体权利观念 ,体现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存在的原始契约因素内 ,又在传统法

律机制保障下不断得到发展。毋容置疑 ,封建主对庄园进行管理 ,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 。但是 ,由于原

始契约因素的存在 ,则使农奴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和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 ,封建主的权力被限

定在 “原始契约因素”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因素 ,对于农奴来说 ,其政治 、经济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

庄园惯例和庄园法庭为农奴自身权利提供了一道保护的屏障 ,使农奴在封建统治下 ,也能保持一些

个人的基本权利 ,并且可以有效地抵制领主任意和过度的侵夺。正是被统治者对于主体权利的维护 ,使

英国底层的基本劳动群众 “在静悄悄的劳动 ”中 ,逐渐实现了财富的积累 ,从而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坚实

基础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这些权利很原始 、很粗陋 ,可是 ,我们切不可忽视它们:观念上的要求 ,随时

可因条件的变化转化为实际的权利和权力 ,原始的法定权利也可不断向近代权利转化 。”
[ 1]
(p.295)

英国中世纪庄园农奴权利观念的存在和发展 ,对英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对近代权

利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布洛赫强调:“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 ,它强调一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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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 ,因此 ,欧洲封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 ,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

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
[ 3]
(p.714)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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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ubjectiveRightsofManorSerfsinMedieval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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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norserfsinMedievalEnglandpossessedakindofprimitivetendencytoindividualrights,

namelythesubjectiverights.Thesubjectiverightscouldbefoundintheprimitivecontractsexistinginthe

multi-socialstructuresofmedievalEngland, andwereprotectedanddevelopedundertheuniquesystemof

Englishlaw.TheideaofsubjectiverightsimposedgreatinfluenceuponthedevelopmentoftheEnglishsoci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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