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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 （珠海） 特聘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
究专项项目 “陆海统筹背景下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项目编号： 18VHQ014）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载 《求是》 2015年第 1期。
譺訛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

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4页。
譻訛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5 年 2 月

2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5页。

李挚萍 *

内容提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为中国环境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人口众多、 资源禀赋薄弱， 自然
灾害频繁， 经济发展压力大， 资源能源消耗多， 导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环境质量恶
化迅速。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与自然相和谐的
发展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保障
人民的环境权益， 完善环境法治建设， 提高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远的指导。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 环境法治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1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为指导
推进环境法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 中华民族的永续
发展受到挑战。 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道路。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为中国环境法治的发展提供
了思想基础， 为环境法治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一、 坚持党对环境法治改革创新发展的领导

道路选择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须走对路。 如果路走
错了， 南辕北辙了， 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譹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是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譺訛 必须旗帜鲜
明地将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号向全社会明确。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之魂。”譻訛 党的十八大以后，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其复杂程度、 敏感程
度、 艰巨程度前所未有。 “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凤凰涅槃的决心， 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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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 （2016 年 9 月 3 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载 《人民日
报》 2016年 9月 4日第 3版。

譽訛 以上三个文件均由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开刀， 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 把改革进行到底。”譼訛 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 既要敢于探
索突破， 又要稳扎稳打， 确保实现改革的目标任务。 为此，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环境问题作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之一， 是必须去攻坚克难的重要领域， 党的十八大基于对中
国国情以及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 “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 绿色发
展成为国家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环境法治建设受到高度重视， 党的领导是环境保护事业改革创
新、 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的根本保证。 环境法的创新和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体现在道路选择、
顶层设计、 制度实施等法治建设的所有过程和领域。

（一） 党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总体部署

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的方向以及在体制、 结构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特点，
事关国家宏观、 总体和长远的道路选择问题。 法律必须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 法治社
会中，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法律确定及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决
策者和领路人， 法律必须反映党所确定的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中国经济建设、 政
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绿色是发展的肤色， 也是发展的基本理念，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指引我们更好实现人民富裕幸福、 国家美丽富
强、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环境法的职能之一， 是构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 2014 年 《环境
保护法》 修订， 将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确立为立法目的， 是对党的发展战略
和发展模式的确认。 随后的环境法律法规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 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 党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 重要的决策和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2015 年 4 月 25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 按照 “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害赔偿、 责任追究” 的整体思路， 提出了严守资源环境生态
红线、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机制、 完善政绩
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重大制度。 为了落实 《意见》， 又出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方面的党内法规等
文件， 包括 2015 年的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2016 年的 《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以及 2019 年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等。譽訛 习近平同志指
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率先在法
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层次建立起领导干部的责任制和问责制， 促使领导干部转变思维， 尊崇法律、 敬
畏法律， 带头做生态文明的领导者和建设者。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顶层设计者。 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以及重要法律制度的建设
直接在党的指导下进行。 自 2015 年以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众多的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的文件， 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包括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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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习近平：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63页。
譿訛 习近平：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10页。

年）、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2016 年）、 《关于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6 年）、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2017 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方案》 （2017 年）、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2017 年）、 《关于深化生态
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 （2018 年）、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指导意见》 （2019 年）、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2020 年）、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2021 年） 等等。 上述文件的出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 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 反映了不忘初心、 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
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及依据。

（三） 党对环境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依靠法治。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 制度不严格、 法治不严密、 执行不到位、 惩处不得力有关。”譾訛 因此， 要扭
转这种局面， 使得生态文明理念真正植入人心， 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国家总体建设并结出硕果，
必须坚持用最严格法律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把资源消耗、 环境损
害、 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 必须追究其责任， 而且应该终身追究。”譿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
为和促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
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2013 年以来， 我国密集
地修改了包括 《环境保护法》 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环境法律， 制定了 《土壤污染防治法》 《长江
保护法》 《环境保护税法》 等重要法律。 这种立法资源的配置， 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高度重视， 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环境公共产品的需求。 通过法律的制定、 修改、 完善， 生态
环境保护的一系列制度， 如河长制、 生态红线制度、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国家公园制度、 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考核及责任追究制度得以建立及健全， 生态环境管理机构改革、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机制改革等得以正常推进。

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既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新要求， 也对环境法的实施
提出了新的标准， 体现在： （1） 最严格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 国家相继颁布了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以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规定》， 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及督察。 （2） 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自 2014 年 《环境保护法》
修订以来， 我国相继修订了 《大气污染防治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环境单行法， 制定了《土壤污
染防治法》 等法律。 环境法律责任得到全面的完善及强化， 呈现史上 “最严” 的状态。 法律责任的
种类日益健全， 处罚程度也大大提高。 如行政罚款的种类包括定量处罚、 按日连续计罚、 按照损失
额计罚等。 2020 年颁布的 《民法典》 首次规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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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2014年 10月发布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 II版）》 4.5项。
讁訛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载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43页。
⑩ 张德江： 《提高立法质量落实立法规划———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载 《中国人大》 2013年第 21期。
輥輯訛 汪劲： 《环境法学》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4页。

赔偿等民事制裁措施。 2020 年颁布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将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的
污染环境罪的最高刑期从七年提高到七年以上。 （3） 最严格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环境法律救济的
对象从对人的利益的损害扩展到对生态环境利益的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是指由于污染环境或破坏生
态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 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以及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讀訛 2017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5 年 《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的基础上， 发布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全面实
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相关精神已体现在 2019 年修订的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以及
2020 年颁布的 《民法典》 之中。 （4） 最严密的环境执法体制，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 为了建立健全权
责明确、 保障有力、 权威高效、 执法严明的地方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执法的干
预， 国家实行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等改革， 统一
了执法标准、 充实了执法力量、 加大了执法的力度，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 尊重客观规律科学立法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只有科学立法才能制定良法， 实现良法善治。 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 提高立法质量
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科学立法。 习近平同志强调 “科学立法”，
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 “越是强调法治， 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讁訛 科学立法既强调立法方法、 技术
和路径的科学性， 也强调立法依据及内容的科学性。 张德江同志指出： “科学立法的核心， 在于立
法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 “科学立法， 就是要求法律准确反映和体现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规
律， 同时遵循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輥輮訛

生态环境立法作为与自然规律最接近的法律领域， 其目的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协调人与
自然的关系，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永续发展。 环境法需要根据自然规律确立人与自然关
系的法律准则， 根据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推理的结论确立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輥輯訛 环境法基于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的目的， 也必须反映社会发展规律， 即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立在对自然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的基础
上， 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 是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及发展。 马克思、 恩
格斯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 不断揭示了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人与
自然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为正确处理人
与自然关系的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是生命共同体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必须面对及处理的基础性关系。 马克思指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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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 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24页。
輥輱訛 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 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383-384页。
輥輲訛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6 年 1 月 18 日）， 载 《人民

日报》 2016年 5月 10日第 2版。
輥輳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

社 2020年版， 第 39页。
輥輴訛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

版社 2014年版， 第 85页。
輥輵訛 习近平：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 9月 18日）， 载 《求是》 2019年第 16期。
輥輶訛 习近平：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9年 9月 18日）， 载 《求是》 2019年第 20期。

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輥輰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贯穿于人
类存在的整个过程。 所以，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

恩格斯认为随着社会实践的拓展，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增加， 人们更能意识到 “自身和自然
界的一体性”， 那种把精神和物质、 人类和自然、 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 反自然的。
他告诫我们：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 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
的———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 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我们对自然
界的全部统治力量， 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輥輱訛 恩格斯在这
里用了 “统治” 一词， 这种 “统治” 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充分认识、 理解、 尊重的基础上， 以和自然
互养、 互利、 共同进化为目的的。 所以， 恩格斯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不是统治与被统治
的对立性， 而是血肉相连的一体性。

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因自然而生，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輥輲訛 他进一步阐释了 “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
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輥輳訛 生命共
同体关系是一种命运相通、 血肉相连的关系， 它意味着两者和谐共生则存， 冲突对立则亡。 将生态
环境与发展对立起来是反自然， 也是反人道的。 所以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总书记对待自然的态度既体现了对自然的关怀， 也体现
了对人民的关怀。 认真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以 “人民为中心” 的重要体现。

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内涵。 首先， 生态环境是由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各种环境要
素组成的生命有机体， 人类是这个有机体中的一部分。 人类应回到自然中去， 作为大自然一分子去
与自然和谐相处， 若不能摆正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会被自然所淘汰。

其次， 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要有整体思维和系统考虑。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 用途
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 治水的只管治水、 护田的只管护田， 很
容易顾此失彼，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輥輴訛 习近平同志谈到长江的保护时提到： “‘长江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治好 ‘长江病’， 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 追根溯源、 诊断病因、 找准病根、 分
类施策、 系统治疗。”輥輵訛 在谈到黄河的生态保护时， 他提出：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系统治
理、 源头治理，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协同配合，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以水而定、 量水而行， 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 上下
游、 干支流、 左右岸统筹谋划， 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輥輶訛 中国将具有重要经济和生态
战略意义的区域， 如长三角、 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 黄河流域等进行统一规划、 协

5·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2期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习近平讲话。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习近平讲话。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恩格斯文， 第 383页。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恩格斯文， 第 386页。
輦輱訛 国务院 2005年 12月 3日发布的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同保护和发展， 是推进生态环境整体保护、 系统管理的重要举措。 《长江保护法》 的颁布是中国运
用生态整体观调控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发展行为的重要尝试。

再次， 处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的关键是尊重及顺应自然规律， 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限度以
内开展人类活动。 习近平同志指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要尊重规律， 摒弃征服水、
征服自然的冲动思想。 ‘禹之决渎也， 因水以为师。’ 大禹之所以能成功治理水患， 原因在于尊重规
律。”輥輷訛 黄河流域的开发要 “坚持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
刚性约束， 合理规划人口、 城市和产业发展。”輦輮訛

（二） 辩证地看待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也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发展史。 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 劳动使人类
与其他动物产生分野并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独立， 具备了与自然对抗的能力。 劳动是人类作用于自
然界的过程， 不可避免地带来自然的改变。 劳动驱动人类的进化， 然而人类的进化， 是否必然伴随
着自然的进化呢？ 实践结果显示人对自然的作用过程并不是单向的， 而是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
并不总是积极、 友好的。 恩格斯精僻地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
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 起初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
后和再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 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輦輯訛 恩格斯列举了一个
个活生生的事例， 如美索不达米亚、 希腊、 西班牙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为了想得到耕地和肥料，
把森林都砍完了， 把山坡草木烧光了， 但是他们想不到， 这些地方随后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植被， 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失去了存储肥料的土壤，
最终摧毁了当地的农业和牧畜业。 中国古代的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的开发也是如此。 恩格斯指出：
“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 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 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结果， 可是后
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 人们为取得上述结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 竟完全是另外
一回事， 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輦輰訛 恩格斯认为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然规
律认识不足， 难于预测其行为的远期影响； 人们过于关注自己的短期利益和直接利益， 忽视人类的
长期利益和间接利益； 人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 将自己和自然对立起来了。 因而， 恩格斯认为虽
然人类的劳动， 或者说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 是经过思考的、 有计划的、 有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
目标的， 但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辩证地认识事物发展的两面性， 正确地认识和运用
自然规律， 人类就不能实现自身的长远目标， 不能真正获得幸福、 自由和解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 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生
态环境挑战和压力是巨大的，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 在我国近20
多年来集中出现， 呈现结构型、 复合型、 压缩型的特点。”輦輱訛 造成这一后果也与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企
业追求短期效益， 罔顾自然规律有关。 在很多地方， 人们的收入虽然提高了， 但是环境质量却急剧
下降，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状态也日益加剧， 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质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成为
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 2013 年，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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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223/c417224-29830240.html， 2021年 2月 22日访问。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习近平文， 第 39页。
輦輴訛 参见前引譾訛， 习近平文， 第 361页。
輦輵訛 恩格斯： 《论权威》， 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225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恩格斯文， 第 385页。
輦輷訛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928-929页。

仍是粗放发展， 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 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届时资源环
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 “经济上去了， 但环境污染了， 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 甚至强烈的不满
情绪上来了， 那是什么形势？”輦輲訛 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輦輳訛

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习总书记特别指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輦輴訛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满足其
身心需要的本质需求。 所以， 我们必须赋予发展新的含义， 只有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才符合人类的
根本利益， 才能让人民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建设生态文明， 坚持
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法律特别是环境法的重要任务。

（三） 正确认识及自觉运用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之道

虽然人类可以改变自然， 借助现代工具和科学技术手段， 这种改变越来越大， 但到底是人胜天
还是天胜人， 人能否真正支配自然？ 恩格斯指出：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 那
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 而不管社会组织怎
样。”輦輵訛 这说明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 一旦我们违背了自然的意愿， 自然报复人类的反作用就
会与人类的作用力一样， 甚至更大。 人比其他一切动物高级， 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们对于自然规律了解得越充分， 就越能够预期其行为的近期和远期后果， 从而控制和调节那些至
少是由人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然而， 人类发现自然规律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 自然规律无处不在， 却无形无状， 人类必须通过长期的观察及无数次试错后才能发现其踪
迹。 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是有限的， 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 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
其真实面目。 所以， 任何情况下， 我们对于自然规律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 特别是在对某些重大行
为的后果难以预期时更要谨慎行事。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仅有认识还不够， 还需要将认识付诸实践。 人类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形态
中，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环境问题都会存在， 但是在什么社会制度环境下， 可
以更好地去控制和调节生产劳动的远期后果呢？ 恩格斯认为：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仅
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 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 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 通过逐渐的重
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 则完全被忽视了。” “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
式， 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輦輶訛 马克斯和恩格斯认
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机械自然观割裂了人、 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资本主义企业以追求
利润最大化为导向， 会最大限度地抢占、 掠夺自然资源， 增加投资、 扩大生产规模， 逼迫工人进行
最大限度的产出， 以获取最丰厚的剩余价值， 这势必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导致生态失衡
和环境恶化。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调整和优化社会关
系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輦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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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习近平： 《坚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载 《求是》 2019年第 23期。
輧輯訛 参见习近平： 《坚持以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载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84页。
輧輰訛 参见前引譾訛， 习近平文， 第 362页。
輧輱訛 中国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 就是 1972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 “人类环

境会议”， 会上通过的 《人类环境宣言》 对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及其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 中国随
即在 1973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 会后各省也相继召开了地方的环境保护会议， 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环境保护的
高潮。

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 这些优势体现在国家可以制定长远计划、 将人
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完善制度体系， 将劳动者组织起来， 有目的地开展生产劳动。 习总
书记提出， 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是，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集中力量干大事， 全国 “一盘棋”，
内生于中国、 以人民为中心、 能够自我创新自我完善的制度体系。輧輮訛 当然， 制度优势并不一定可以自
动转化为制度效能， 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提升人们认识和正确运用规律的能力， 将人们
的认识转化为行动自觉， 才能产生制度的效能。 我们国家在过去七十余年的发展中也走过一些弯
路， 产生了违背客观规律的结果。 新时期的环境立法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
下， 正确认识及处理人与自然、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 实现国家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环境法必须根据自然规律设立人们的行为准则， 在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确立人为干预、 影响、 消耗自然资源的底线， 给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留下空间， 为自然休养生息提供
条件。 为了可持续发展平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 根据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性对环境法体系进行综合化、 系统化。

三、 以民为本， 保护人民的环境权益

习近平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首先， 必须依靠人民。 全面依法治国最
广泛、 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 必须坚持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其次， 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 每一个执法决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三，
必须反映民意、 维护人民权益。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权益、 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落实到法治建设的全过程。輧輯訛

（一） 保护环境是民意也是民生

环境保护关系到每一公民的健康和福利， 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 习近平同志强调： “建设
生态文明， 是民意， 也是民生。” “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
上。”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他要求 “要坚持生态惠民、 生
态利民、 生态为民， 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 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輧輰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起点早、 起步高，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当中国还是处于 “文革”
时期， 中国已经在全国开展环境保护运动， 这主要是受到 1972 年联合国 “人类环境会议” 的影响
及推动， 外因作用明显。輧輱訛 1979年， 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共颁布了 9部法律， 其中两部是环境
保护领域的法律， 即 《环境保护法》 （试行） 和 《森林法》。 1983 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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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223/c417224-29830240.html， 2021年 2月 22日访问。

輧輳訛 周生贤： 《第二次全国环保科技大会上的讲话》， 载 《中国环境报》 2012年 4月 10日第 1版。
輧輴訛 参见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条和 《水污染防治法》 第四条的规定。

策。 以上决策显示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国情的定位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预判是准确的、 有远见
的。 但是环境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全国上下对于经济发展、 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 环
境保护不可避免地要让步， 所以， 随后的二十多年， 环境保护游离于经济发展的主流之外， 在夹缝
中生存。 环境保护法治虽然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一直也没有进入法治建设的核心， 强立法、 弱执
法、 虚守法的情况普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 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显现， 接连
爆发了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 以 2005 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为重要标志， 显示中国环境危机最严峻的
时期已经到来， 虽然政府曾经刮起过多次的 “环保风暴”， 但是并未根本扭转环境违法高发的态势。
严重的雾霾、 长期的污染导致公众健康严重受损， 环境问题逐步成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 保
护环境权益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 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
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
不满， 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人民群众不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满， 而
是对生态环境不好有更多不满。” “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 顺势而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輧輲訛 改善环境质量已成为公众提升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 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只有体现在环
境质量的改善上， 才能让人民群众普遍受惠及获益， 才能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二）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重构环境法治

中国环境保护部前部长周生贤曾指出环境管理只有以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
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2013 年修订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的实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表明中国
环境管理开始由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 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转变。輧輳訛 2016 年 3 月 16
日， 全国人大通过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五年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 “在 ‘十三五’ 期间，
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 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 国家富强、 中国美丽。”

2014 年以来， 中国环境保护领域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突出了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 体现在：
（1） 将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明确写进立法宗旨及其他相关立法条款之中。 如 《环境保护法》 第一条
规定：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障公众健康，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条规定：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治大气污
染， 保障公众健康，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法。” 第二条规定：
“防治大气污染， 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 等等。 （2） 明确环境质量的责任主体。
《环境保护法》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大气
污染防治法》 和 《水污染防治法》 也有相应的规定， 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
量、 水环境质量负责。輧輴訛 各类立法通过建立河长制、 湖长制、 湾长制等， 将环境质量的负责主体具体
到不同的机构和岗位。 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就是对生态产品的品质负责， 对生态环境满足公众的基
本需求负责， 对环境公共利益负责。 （3） 确立环境质量目标约束及达标机制。 为了实现环境质量改
善的目标， 法律规定了环境质量标准和目标约束机制， 依法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和目标具有法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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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参见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
輧輶訛 区域限批是指对于超过污染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区域， 环境保护部门应该暂停审批新增排放超标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輧輷訛 参见前引譾訛， 习近平文， 第 362页。

束力， 各级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使环境质量达标。 为此， 还建立了环境质量目标考核机制、 环境
质量预测、 预警机制、 环境质量未达标时的强制达标机制以及环境质量目标达标的监督机制等。 现
有的环境管理制度， 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 制度、 排污许可制度、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等也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进行了重整。 2020 年国务院通过的 《排污许可条例》
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的内容与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统一， 对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
域、 流域的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颁发许可证， 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的特别要求。輧輵訛 （4） 明确环境质量问责制。 未能完成环境质量目标的区域， 法律规定了一系列问
责措施， 包括被上级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约谈， 被实行区域限批，輧輶訛 被要求提交补偿款， 被追究行政
责任等。

（三） 依靠群众，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 要把建设美丽中
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建设者、 受益者， 没有哪个人是旁
观者、 局外人、 批评家， 谁也不能只说不做、 置身事外。”輧輷訛 公众参与是各国环境保护法普遍确立的
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 2014 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第五条明确规定： “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 预
防为主、 综合治理、 公众参与、 损害担责的原则。” 该法的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专章规
定了公众参与获取环境信息、 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保护活动的内容。 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还体现在
各个环境保护单行立法之中， 特别是 《环境影响评价法》 以及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系列规定上。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 2014 年的 《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八
条规定社会组织可以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 2017 年修订的 《行政诉讼法》 和 《民事诉讼
法》 也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提起环境行政及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 近年来， 由
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为救济环境损害、 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保护公共环境利益
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法治思想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 系统完备， 为我国的环境法
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 指明了长远的发展方向。 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 不断改革创新， 法治体系日益完善， 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得到加强， 人民群众的
环境权益受到重视，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益现代化， 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并具有国际引领作
用的法治模式。 当然， 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与良法善治以及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环境
法还不够 “环境友好”， 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不够充分； 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尚未健
全， 环境保护追求 “短平快”， 运动式的执法和环境治理仍然时有发生； 环境保护和修复还不能充
分体现系统性、 整体性以及 “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修复补充” 的原则， 没有给予自然以充分的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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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Xi�Jinping�thoughts�on�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the�rule�of�law�are�important�parts�of�
Xi�Jinping�Thought�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which�provide�an�
ideological�basis�for� the�development�of�China’s�environmental� law.�China�has�a� large�popula-
tion,�weak�resource�endowment,�frequent�natural�disasters,�great�pressure�on�economic�develop-
ment�and�high�consumption�of�resources�and�energy,�which�has�led�to�the�rapid�deterioration�of�e-
co-environmental�quality�since�China’s�reform�and�opening�up.�In�order�to�realize�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the�Chinese�nation,�China�must�embark�on�a�development�path�that�conforms�to�
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is�in�harmony�with�nature.�Xi�Jinping�thoughts�on�ecological�civ-
ilization�and�the�rule�of�law�provides�far-reaching�guidance�for�correctly�handling�the�relationship�
between�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safeguarding�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and�interests,�improving�the�construction�of�environmental�rule�of�law,�and�improving�the�
modernization�of�environmental�governance�system�and�capacity.

Key Words: Xi�Jinping�Thought�on�Ecological�Civilization； 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
Law； Environmental�Rule�of�Law�

生息的时空条件； 环境质量底线的约束作用还不够强硬， 环境保护与公民环境权的正相关性尚未建
立起来， 公民环境权尚未写进宪法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公民个人的环境参与权还缺乏法律保障。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的环境保护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学习好、 贯彻好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任重道远， 我们必须不忘初心， 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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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譹訛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大陆学界有关阿甘本的研究， 每每与福柯联系在一起。 如黄世权： 《生命权力： 福柯与阿甘本 （上）》，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07 年第 7 期； 靳琦： 《生命权力： 福柯与阿甘本 （下）》，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07 年第 8 期； 汪民
安： 《福柯、 本雅明与阿甘本： 什么是当代？》，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3 年第 6 期； 吴冠军： 《生命政治： 在福柯与阿
甘本之间》， 载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年第 1期； 莫伟民： 《阿甘本的 “生命政治” 及其与福柯思想的歧异》， 载 《复
旦学报》 2017 年第 10 期； 成红舞： 《阿甘本思想探源之一种： 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 载 《文化与诗学》 2017 年第 1 期；
郭伟峰： 《福柯与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根本区别———基于 “生命” 概念的视角》，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 年第 1 期
等。 当然， 专门研究阿甘本的论著也不少， 如吴冠军： 《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14 年第 3 期； 姚云
帆： 《论阿甘本 Homo Sacer 概念的含义》，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 年第 1 期； 蓝江： 《论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阐
释》，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16年第 9期； 张一兵： 《遭遇阿甘本———赤裸生命的例外悬临》， 载 《社会学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谭嘉仪： 《论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阐释》， 载 《美与时代 （下）》 2018年第 1期等。

谢 晖 *

内容提要： COVID-19 疫情初期， 针对各国对疫情的应急反应， 哲学家阿甘本出于对形式
生命的维护和对 “赤裸生命” 的担忧， 强烈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 呼吁要提防把例外状态
常态化， 这就是 “阿甘本命题”。 诚然， 在 COVID-19 肆虐下， 全球 70 多个国家启动了紧
急 （例外） 状态， 也导致了完全不同于日常状态下的政府治理措施、 公民生活、 交往和工
作方式。 但从各国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紧急应对举措看， 无不在维护人的 “例外生
存”， 而不是刻意制造一种 “赤裸生命”。 没有政府立基于紧急法治之上的紧急决断及其所
致的人们的 “例外生存”， 则公民只能在自由精神和形式生命的名下， 任由病毒戕害生命。
因此， 为经由治理决断的 “例外生存” 辩护， 不是对至上权力的亦步亦趋， 而是对生命本
真的应有敬意。
关键词： 阿甘本命题 例外状态 例外生存 赤裸生命 紧急决断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2

论 “例外生存” 的治理决断
———基于 COVID-19 期间 “阿甘本命题” 的思考之一

一、 警惕 “例外状态” 日常化———“阿甘本命题”

1942 年出生的阿甘本， 是目前意大利哲学界执牛耳的人物之一， 也被认为在生命哲学—生命政
治领域， 是与福柯一样具有全球代表性的人物。 但在十年前的我国学术界， 他似乎并没什么重要影
响， 尤其和福柯在我国大陆近三十年来持续性的隆誉相比， 其反响可谓有些寂寥。譹訛 近十年以降，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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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笔者手头所掌握的翻译为中文的阿甘本著作就有如下 24 种： 《幼年与历史： 经验的毁灭》 （尹星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潜能》 （王立秋等译， 漓江出版社 2014 年版）； 《例外状态———〈神圣之人〉 二之一》 （薛熙平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赵文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吴
冠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版）； 《剩余的时间———解读 〈罗马书〉 》 （钱立卿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年版）； 《语言
的圣礼： 誓言考古学》 （蓝江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宁芙》 （蓝江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万物的签
名： 论方法》 （尉光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版）； 《渎神》 （王立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裸体》 （黄晓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论友爱》 （刘耀辉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我， 眼睛， 声音》 （王立秋译，
漓江出版社 2017 年版）； 《阿比·瓦堡与无名之学》 （王立秋译， 漓江出版社 2017 年版）； 《巴比特， 或论偶然》 （王立秋等
译， 漓江出版社 2017 年版）； 《王国与荣耀》 （蓝江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年版）； 《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
（尉光吉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奇遇》 （尉光吉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内战》 （蓝江译， 河
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敞开： 人与动物》 （蓝江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语言与死亡： 否定之地》 （张羽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什么是哲学》 （蓝江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年版）； 《彼拉多与耶稣》 （蓝江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来临中的共同体》 （相明等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等。 如此密集地翻译出版一位学
者的著作， 这在我国近年来有关国外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中， 是极为罕见的。

譻訛 如张一兵： 《遭遇阿甘本： 赤裸生命的例外悬临》，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张宪丽： 《阿甘本法律思想研究》， 法律出版
社 2016年版等。

譼訛 [意] 吉奥乔·阿甘本： 《例外状态———〈神圣之人〉 二之一》， 薛熙平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譽訛 [意] 吉奥乔·阿甘本： 《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 豆瓣网： https://www.douban.com/note/752188942/， 2020 年 4 月

11日访问。
譾訛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 阿甘本在 2020 年 3-4 月间， 还陆续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 并多次接受采访。 这些文章和访谈主要有：

《论感染》 （3 月 11 日）、 《声明》 （3 月 17 日）、 《疫病时期的哲学》 （3 月 24 日）、 《反思瘟疫》 （3 月 27 日）、 《论社交距离》
（4月 6日） 等。

甘本大有 “热起来” 的趋势， 其大量著作被迻译为中文， 就是明证。譺訛 在我国哲学界和法学界， 甚
至也有了研究其相关思想的专门著作。譻訛

这样一位久负盛名、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哲学家， 面对使世界似乎陷入泥潭的 COVID-19， 不
表达其独特而又卓绝的意见， 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其以研究 “例外状态” 而名噪于世。 我们知
道， 面对这次疫情， 学者们已分别从政治哲学、 社会哲学视角进入， 做过许多广泛的思考和论述，
也给人以深刻启迪———因为它不但表明人类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瘟疫大流行， 往往决定着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 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走向， 而且表达了当下人们、 特别是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们对我们
坚持已久的一种理念的深刻担忧， 那就是对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国家开放， 以及在此种开放中导致的
全球化———经济领域的全球贸易、 政治领域的全球对话和文化领域的全球交流的深刻担忧。 当然，
这种担忧， 在哲学家阿甘本的笔下， 激进地流露出对其浸淫已久的那个话题———“例外状态” 日常
化的道德担忧。

我们知道， 作为哲学家的阿甘本， 曾专注于对自由—民主政体之 “例外状态” （紧急状态） 的
研究。 他的一部学术名著即径直起名为 《例外状态》。譼訛 在此次 COVID-19 病毒蔓延到意大利， 导致
当局采取紧急状态措施的初期， 阿甘本就著文谴责政府的行为 “疯狂、 不合理、 毫无依据”， 是一
种 “无端的紧急状态” 所带来的 “例外状态”， 因为这种 “例外状态” 并非是必要的， 而是政府管
制欲求的诱致， 并借助了民众对恐惧的拒绝和对安全的渴望：

“人们渴望安全， 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 并采取措施
加以满足的， 恰恰也是政府。”譽訛

虽然可以肯定， 阿甘本的文字是基于意大利采取紧急状态的初期， 疫情形势似乎不太那么严重
时的一时激愤之词和对 “例外状态” 的误判 （其意见的理论背景不在这篇文字中， 而在于他对于
“例外状态” 的一贯思想和主张中）， 但之后他发表的多篇文章譾訛， 仍然捍卫其基本立场， 强调封城

论 “例外生存” 的治理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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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国， 会导致 “人际关系的恶化。 一个 ‘他人’， 不论是谁， 不论是不是亲近的人， 都不可以靠近、
也不可以接触…… ‘邻人’ 不复存在。”譿訛 因而， 他坚决反对以疫情或其它因由制造所谓 “例外状态”，
认为那只是 “通过悬置生命来保护生命” 的方案， 它会导致人们 “生活在一个为了所谓的 ‘安全理
性’ 而牺牲自由的社会里， 并且将被迫永远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状态中。”讀訛 他的这些观点， 一言以蔽
之， 在于提防 “例外状态” 的日常化。 我把他的这些判定， 称之为 “阿甘本命题”， 也可称 “例外
状态” 下的 “赤裸生命” 命题。

虽然阿甘本在疫情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要么是访谈， 要么是 “小豆腐块”， 但由于他对 “例外
状态” 的权威研究， 加之他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哲学界的地位， 特别是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旗帜鲜
明地对政府所采取的封城锁国政策的强烈不满和批评， 迅速引起欧洲、 乃至印度和中国思想家的回
应。讁訛 有些学者坚决反对他， 称其质疑是 “在新冠病毒上的无知和愚蠢”， 是 “一种病态的厌恶”，輥輮訛

是 “阿甘本的失败”；輥輯訛 而有些学者则为其认真辩护， 认为阿甘本的反思， “能阻止我们像接受日常
事务一般接受当前的紧急措施以及生命政治的实践和政策。”輥輰訛 且不论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论战中具
体表达了何种观点， 仅就此次疫情期间的思想脉路而言， 如何理解紧急状态下的 “例外生存”， 乃是
一种值得关注的话题。

二、 “例外状态” 与 “例外生存”

说到 “例外生存”， 还需要从 “例外状态” 谈起。 我们知道， “例外状态” 作为一种事实， 是日
常状态的对称。 在政治领域， 无论中外， 还是古今， 都不可避免会存在 “例外状态”。 但在理论上
认真对待它的， 首先是施密特。 在 《主权的定义》 一文中， 施密特开宗明义指出 “主权就是决定非
常状态”輥輱訛； 在 《政治的神学》 一文中， 他进一步指出： “专政就是没有商量。 它属于柯特所讲的决断
论， 它假定极端状态并预期末日审判。”輥輲訛 这样一来， 似乎主权的重要功能， 不是用来应对日常状态，
而是用来应对非常或例外状态。 这诚如在司法的职能中， 最显耀的所在， 不是用来处理日常状态的
纠纷， 而是处理疑难、 复杂状态的纠纷一样。

如何应对这种 “例外状态”？ 罗斯特系统论述了 “宪法专政” 的概念， 为了保障民主自由的国
家不至于被战争、 内乱、 经济萧条、 瘟疫灾害之类的 “例外状态” 所损坏， 一切自由民主的国家，

譿訛 [意] 吉奥乔·阿甘本： 《论感染》， 微信公众号 “wuxu”： https://mp.weixin.qq.com/s/AdPC6hB7_VabDsb841vEcQ， 2020 年 5 月
24日访问。

讀訛 [意] 吉奥乔·阿甘本： 《阿甘本再论疫情》， 微信公众号 “乌尔姆之夜”： https://mp.weixin.qq.com/s/p2iPKXeeF2N53d_32Ee6Qg，
2020年 5月 24日访问。

讁訛 王悦： 《因为疫情， 欧洲哲学家们吵翻了！》， https://mp.weixin.qq.com/s/z3qKWdNMARxoP7robehJiA， 2020 年 5 月 24 日访问。
其中中国学者的讨论， 主要有王生针对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 《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 （苏子滢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76893， 2020 年 5 月 24 日访问） 中的观点， 发表了 《与韩炳哲商榷： 儒家文化
真的从新冠中拯救了东亚吗？》 （澎湃新闻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95421， 2020 年 5 月 24 日访问）。
由于韩炳哲的文章涉及阿甘本， 故王生的文章， 也可视为其间接地参与了这一论战。

輥輮訛 [英] 阿纳斯塔西·伯格： 《阿甘本在新冠病毒上的无知和愚蠢》， 看点快报： https://kuaibao.qq.com/s/20200402AZPVKW00?
refer=spider， 2020年 5月 13日访问。

輥輯訛 保罗·达凯斯： 《哲学与病毒： 阿甘本的幻觉》， 张羽佳译， 微信公众号 “保马”： https://mp.weixin.qq.com/s/bpsyrIx7xwsLBJ2
bxpK2lA， 2020年 5月 24日访问。

輥輰訛 Lukas van den Berge, Biopolitics and the Coronavirus: in Defence of Giorgio Agamben, Availableat.http://blog.montaignecentre.com/
index.php/2467/biopolitics-and-the-coronavirus-in-defence-of-giorgio-agamben-2/， [2020-05-24， the last visit].

輥輱訛 [德] 卡尔·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 刘宗坤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6页。
輥輲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卡尔·施密特书， 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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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 “宪法专政”： “所有专政行动， 都是以自由的名义实施的。 绝对王权模式之遵循， 绝对王权制
度之采纳， 都基于一个伟大而充足的理由： 宪法民主不能从地球上毁灭。 民主国家以火攻火， 以专制
破坏专制， 以专政制服专政———在民主国家复杂的宪政自由主义体制下， 民主可以再次复活……严重
危机是宪法专政存在的唯一理由； 宪法专政的目的， 是消除危机； 危机一旦过去， 它也随之而去。”輥輳訛

可见， 所谓 “宪法专政”， 在用词上给人不无暴政的感喟， 但在本质上乃是以专政的方式， 寻
求一种民主和自由的目的。 甚至专政本身是宪政的应有之义， 没有 “宪法专政”， 也就无法在 “例
外状态” 下， 以图民主自由能够得到长远保障。 在此意义上， 只要人类无法消除严重危机， 也就无
法避免 “宪法专政”。 COVID-19 的全球流行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 各国———无论是奉行民主自由的
国家， 还是平素崇尚集权的国家， 都纷纷把整个国家置于法定和命令的 “紧急状态” 中， 来应对事实
上的危机事件。 但在阿甘本那里， 正如他早先就论述过的那样， 这种紧急处置， 仍是 “无法可循” 的。

阿甘本在论述 “例外状态” 时， 曾引入了一个独特的概念， 即 “必要性” 概念。 “必要性无法
可循”， 这是一条古老的训诫， 因此， 必要性似乎也不存在法的形式。 这是因为：

“根据一个普遍接受的见解， 例外状态构成了一个 ‘公法与政治事实的失衡点’ ……如同内战、
造反与抵抗， 处于一个 ‘模糊、 不确定、 临界的边缘， 法律性与政治性的交会之处’ ……如果例外
手段是政治危机时期的产物， 因此其本身必须被放在政治， 而非法律—宪政的基础上来理解……那
么他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吊诡的情境之中， 作为无法在法的层次上得到理解的法律手段， 而例外
状态则呈现为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 另一方面， 如果法利用例外—亦即法本身的悬
置———作为它指涉与涵纳生命/生活 （vita） 的原初手段， 那么一个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 就成为了
定义这个将生命连结、 同时亦弃置于法的关系的准备条件”。輥輴訛

又如： “例外状态……伴随着革命与宪政体制的事实性建立， 显现为一个 ‘违法’， 却又完全具
有 ‘法律与宪法性质’ 的手段， 而在新的规范 （或新的法秩序） 中被具体实现。”輥輵訛

作为 “例外状态” 研究的集大成者， 阿甘本并不是它的颂歌者， 毋宁说是它的强烈反思者和批
判的参与者。 他在 “例外状态” 与法律的关系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 强调 “必要性无法可循”，
“例外状态” 和 “悬法”， 另一方面， 又强调例外状态是 “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 这种
情形既连结又弃置生命于法的关系， 从而创造了另一种生命政治———“赤裸生命”。

在阿甘本的笔下， “赤裸生命” 与作为死囚的 “神圣人” 相勾连。 这样的人， 不但被神性所排
除， 亦为法律所排除。 故而人人可以杀戮且不受任何报应， 也不得作为祭献。 “对神圣人施加的暴
力不构成亵渎神圣”，輥輶訛 从而生无安全， 死无尊严。 “赤裸生命” 的这种遭遇， 与 “例外状态” 下权
力恣肆、 民权侵夺、 自由式微何其相似乃尔。 在 “例外状态” 中， 人们借助国家紧急状态举措下的
生存， 可谓之 “赤裸生命”。 “赤裸生命” 构成 “例外状态” 中完全不同于平日的 “生命政治” ———被
政治权力强迫隔离、 居家、 禁足、 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的生存状态， 乃是十足的 “赤裸生命政
治”， 是权力粗暴地对待公民尊严的政治。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证、 介绍西方一些经典作家有关 “例外状态” 的论述， 就是为了进而说明上
述 “赤裸生命” 的一般含义， 并引出笔者下文相关 “例外生存” 的观点：

“例外状态” 是 “日常状态” 之对称。 从人类的认知水平言， “例外状态”， 是指人们的认识无

輥輳訛 [美] 罗斯托： 《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 孟涛译， 华夏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1页。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譼訛， 吉奥乔·阿甘本书， 第 4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譼訛， 吉奥乔·阿甘本书， 第 38页。
輥輶訛 [意] 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吴冠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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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准确地通过其制度或其它机制来预期并应对的客观状态， 即 “例外状态” 意味着客观情由尚未被
内化和主体化， 反而是外在于主体的事实。 从人类的应对水平而言， “例外状态” 意味着权力无法
裕如从容地应对的紧急事项， 故只能以宣布紧急状态的方式， 并通过强化权力， 克减权利的手段以
应对之。 可见， “例外状态” 可分为事实的 “例外状态” 与法律的 “例外状态”。 前者指发生了一种
足以给一定时空范围内 （其空间范围一般以主权国家或其具体地区———如 COVID-19 严重爆发的意
大利伦巴第大区。 当然， 危险一旦波及全球， 就构成典型的 “全球事务”） 的人们带来危险的事实；
后者指主权者或公共权力针对事实的 “例外状态”， 所采取的完全不同于日常法律规制的应对手段。
由后者所致的、 人们在国家权力强烈干预和保障下的相对安全空间中之生命状态， 可谓之 “例外生
存” （可见， “例外生存” 与 “赤裸生命” “神圣人” 有所不同）。 因之， 作为复杂、 疑难事体的 “例
外状态” 之于法政， 恰如复杂、 疑难案件之于司法， 它更能清晰地照见法政的本来面目。

三、 COVID-19， 为 “例外生存” 辩护

然而， 不能不思考的是： 虽然阿甘本因为政府应对 COVID-19 疫情之举措， 以激愤之词严厉批
评这种使人类尊严严重受挫， 使生命质量趋向低级的情形， 但毕竟这是一场在生存还是死亡之间的
抉择。 尽管在终极意义上， 有生必然有死， 人同万物一样， 都是向死而生的存在。 但面对真实的死
亡威胁， 人类究竟应自由地慷慨赴死， 还是自我节制地卑微求生？ 政府究竟应当根据有限的认知竭
力保障公民鲜活的生命———哪怕因之牺牲一些权利、 尊严以及邻里关系， 还是放任公民生命任由病魔
吞噬———哪怕这种死亡表现得大义凌然、 视死如归？ 这似乎不是什么难解的问题。 在有可能选择生存
时， 一般的情形下， 人们怕是不会优先选择死亡的； 之于政府， 照例如此， 在有可能选择竭力保障公
民的生命安全时， 不会优先选择放任公民生命的 “自由死亡” ———因为政府毕竟为人民的需要而设。

毫无疑问， 阿甘本对 “例外状态” 可能变成日常状态的担忧令人感同身受， 但其过于执着于对
“例外状态” 的担忧， 则可能陷入一种对自由的自大和自负。 众所周知， 身体的安全是一切安
全———包括自由安全、 交往安全的基本前提。 故与其担心 “‘邻人’ 不复存在”， 不如关注生命是否
存在。 后者是前者之基础， 前者是后者的延伸。 生命不存， “邻人” 焉在？ 其实， 这种关注要求人
们回到常识： 常识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高于 “邻人” 间关系， 甚至高于自由———自由伦理， 是
生命伦理的重要的、 甚至是最重要的组件， 但不是其全部组件。

中国有句俗话， 叫 “好死不如赖活着”。 自表面看来， 它确实没有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来得高尚， 但它表达了存在者的普遍追求———“活着”， 才是生命的常
识， 以自由状态或其它更为高尚的状态活着， 那只是 “活着” 的副产品。 所谓 “留得青山在， 不愁
没柴烧”， 所讲的正是东方的这种生命智慧和生存追求。 政治和权力的使命， 不仅要保护把精神自
由和无间距社交凌驾于生命之上的那些精英们， 而且同时要、 甚至更要保护那些把 “活着” 凌驾于一
切其它价值之上的普罗大众、 芸芸众生。 这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新型冠状病毒项目负责人
布鲁斯·艾沃德博士所言： “如果我感染了冠状病毒， 我会去中国。” “他们知道如何让人们活下去。”輥輷訛

所以， 能够面对如此复杂的疫情， 响应建立在科学判断和一视同仁对待基础上的公共防疫举措
而 “例外生存”， 总比为了求得毫无意义的一时自由而死于非命、 白骨露野要好。 这是一个常识判
断， 不能想象， 一位在书斋中论证并鼓吹在渎神和污秽世界中 “幸福生命” 的人輦輮訛， 面对此种生死

輥輷訛 [美] 阿吉特·辛格： 《新冠病毒危机与中国应对： 替代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是可能的》， 王晓青译， 微信公众号
“World Communist Parties”： https://mp.weixin.qq.com/s/b-1lKMl_lPwZxPrF9Yn22A， 2020年 5月 24日访问。

輦輮訛 参见 [意] 阿甘本著： 《渎神》， 王立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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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的大关节， 还能够平静以对， 毫无涟漪。 即便他自己能够做到， 却未必能要求别人也做到， 特
别是不能要求他的亲人、 朋友、 邻人和他一样对待 “自由的” 形式生命。 何况自由并不止是结交邻
人、 随意外出、 无限交往、 鄙视口罩……这一个向度， 事实上， 愿意接受隔离、 居家、 禁足， 并外
出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只要这是公民认可的结果———即使出于无可奈何， 又何尝不是自由的
另一个向度？ 对此， 已经有人著文写道：

“被阿甘本打了折扣的是人们实际上可能想留在家里， 以免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他们可能不想
见他们的朋友以保护他们， 并且出于对其他顾客的尊重而放弃去餐馆、 酒吧、 酒馆和俱乐部。 信众
可能选择远离教堂、 清真寺、 寺庙、 神社和谒师所 （锡克教的神圣之地———笔者注）， 以免感染其
他信众。 这样一来， 留在家里的人可能是一种新兴的全球伦理的构成要件； 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基于
相互脆弱的团结： 没有主权的人类安全。”輦輯訛

就连阿甘本的同道， 和他一样在欧洲左翼阵营中声名卓著的思想家齐泽克， 也表现出完全不同
于阿甘本那种在疫情面前对待生命、 对待死亡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死亡不是生命的一部分， 它是不可想象的， 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我永远不会真的准备好去死， 除非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痛苦。”輦輰訛

由此可见， “例外状态” 尽管是一种令人不适、 反感、 甚至恐惧的状态， 也是在绝对权力之神
圣帷幕下的 “赤裸生命” 状态。 它是一种 “生命政治”， 且不是一种足以给人带来幸福感和自由感
的生命政治。 然而， 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人类认知无以自如地应对和克服 COVID-19 疫情给人类带
来的巨大死亡威胁之情形下， 在死亡并不是、 或者并不必然是 “生命的一部分” 的情形下， 人们无
以选择一种至善， 就只好选择一种次善。 在紧急状态下， 对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 惶恐不安地得
以求生， 并图未来 “自由的” 形式生命， 好歹比那慷慨激昂地强调 “哪怕前面就是死， 我也毫无畏
惧”， 要来得更现实， 也更真实。 毕竟完全符合理想的自由生存/生活， 抑或 “自由死亡”， 不过是由
蔑视医学知识的一些人推助的。輦輱訛 之于普罗大众， 与其 “自由而死”， 毋宁 “例外而生” ———毕竟 “好
死不如赖活着”， 生命的本质， 是先活着， 而后自由地活着。

四、 权力君临的 “赤裸生命”？

COVID-19 疫情期间， 有关 “赤裸生命” 的所有争论， 最终归结为对政府紧急治理的态度。 在
阿甘本论 “神圣人” 的传世著作中， 其副标题是这样的：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从而将 “赤裸生
命” 与 “至高权力” 紧密勾连起来。 即便没有拜读过这部书， 但大体了解阿甘本思想的人， 也不难
透过这种命名， 猜测阿甘本的思想倾向： 是利维坦这种至高权力， 通过对精神的内在控制和对身体
的外在控制， 悬置法律、 劫掠自由、 垄断交往， 从而使自由的形式生命堕为 “赤裸生命”， 使自由
状态变为专断状态， 使日常生活导向非常生活。 因之， 至高权力的担当， 就是保障 “赤裸生命”，
即在至高权力君临时， “保护公民的 ‘赤裸生命’ 被提升为一项超越一切的政府任务， 大多数人似
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命现在面临着被降格为 ‘纯生命状态’， 失去其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危险。”輦輲訛

輦輯訛 Giorgio Shani， Securitizing “Bare Life”？ Human Security and Coronavirus. Available at https://www.e-ir.info/2020/04/03/securitiz鄄
ing-bare-life-human-security-and-coronavirus/， [2020-05-13， the last visit].

輦輰訛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 《不要期待事情会恢复正常， 新冠危机会持续下去》， 凤凰网： http://culture.ifeng.com/c/7wHD5PW4RXM，
2020年 5月 13日访问。

輦輱訛 参见上注。 齐泽克指出： “人们应该注意到， 要求取消封锁的呼声来自传统政治光谱的对立两端。 在美国， 它们是由自由意
志主义右翼分子推动的； 而在德国， 一些小型左翼团体在支持它们。”

輦輲訛 Lukas van den Berge， Biopolitics and the Coronavirus: in Defence of Giorgio Agamben.Availableat. https://blog.montaignecentre.com/
en/biopolitics-and-the-coronavirus-in-defence-of-giorgio-agamben/， [2021-02-03， the last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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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笔者看来， 与其说其保障的是 “赤裸生命”， 不如说其寻求的是 “例外生存”）。
以上所引的论述， 并不全是来自各国政府应对 COVID-19 的启示， 其更来自于人类长期遭受战

争、 内乱、 经济萧条、 瘟疫及其它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时， 权力不可避免地加诸其中， 管制社会、
克减自由的事实， 因此， 其学说亦由来有自。 其中在上个世纪， 施密特就根据其时代对于游击队的
独特体验和描述， 以及对分清敌我的政治观的执着而强调指出：

“……最终的危险根本不在于毁灭手段和预想的人性之恶的现实存在。 危险在于一种道义强迫
的不可回避。 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毁灭手段的人觉得， 自己被迫要从道义上消灭这些其他人———他们
的牺牲品和客体。 他们必须将作为整体的对方宣布为犯罪和非人性， 说成彻底的非价值， 否则他们
自己便是罪犯和非人 （Unmenschen）。 价值与非价值的逻辑发展出他们整个的毁灭性结论， 并被迫
不停更新、 深化对所有无生命价值的歧视、 罪犯化和贬低， 直到赶尽杀绝为止。”輦輳訛

到了阿甘本， 上述情形就被解释得不是一种个别现象，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在过去， 还
是现在， 无论在东方， 还是在西方， 也无论在专权体制下， 还是在自由体制下。 几乎凡是有至高权
力存在之处， 就必然有 “赤裸生命” 相伴而生。 所以他写道：

“每个社会都决定了它的 ‘神圣人’ 将是谁———就连最现代的社会也如此。 甚至有可能， 自然
生命在国家司法秩序中的政治化和纳入性的排除 （exception） 所依赖的这个界限， 所做的仅仅只不
过是将自身延展到西方历史中， 并且现在———在具备民族主权的国家的新的生命政治视域中———已
进入到每个人的生命和每个公民之中。 赤裸生命不再局限于一个特殊的地方和一个确定的范畴。 它
现在存在于每个活着的存在的生物性身体内。”輦輴訛

诚然， 人类在例外状态下面临着种种不堪和不安———无论加强版的权力运作， 还是删削版的权
利事实， 都令人不堪， 也令人不安。 这从当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对 COVID-19 疫情的行止中明
显可见。 放眼今日全球， 无论是施密特有关政治就是 “划分敌友” 的论断， 还是阿甘本 “神圣人”
（赤裸生命） 普在的论断， 都得到了一定的验证———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的难堪成绩面前， 不断
“甩锅” 世卫组织和中国的举措， 就是这个拥有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 “划分敌友”， 并在国际上制造
赤裸生命的举措， 一如德国当年在大萧条时期所做的那样。 但显然， 这并不是否定在例外状态下国
家紧急治理的理由。 更何况紧急治理， 并不仅是至高权力的决断， 同时也是普罗大众的参与。 同
时， 这种决断和参与， 不仅是在制造赤裸生命， 更是通过 “例外生存” 的生命保全， 并藉此以图人
们更为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以提升形式生命的境界， 甚至也可以说， 遭逢灾难而委屈地应对， 是形
式生命的一部分。

生命存在的根本， 在于其活力。 只有活着， 才能设想生命的其它瑰丽追求。 这是一个并不高尚
的论断， 但对生命高尚的精加工而言， 绝非多余。 固然， 至高权力出面的治理， 一定是对自然状态
的人为改变， 无论在日常状态， 还是在 “例外状态”， 只要权力君临天下， 就一定是自然状态旧貌
不再， “例外状态” 新颜永驻。 所以， 本雅明所书写的历史哲学， 就是奠基于所谓 “例外状态” 的：
“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 我们生活其中的例外状态 （Ausnahmezustand） 就是法则。 我们必须得
出与这一事实相应的历史概念。 因此我们要把真正的例外状态的生产作为一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輦輵訛

然而， 权力君临天下的重要前提， 是精神存在———人类智慧启迪的结果， 因此， 无论精神存在
者自由地创造或鼓吹何种样的理论———经验的、 抑或理性的， 自由的、 抑或专断的， 个人主义的、

輦輳訛 参见 [德] 卡尔·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435页。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吉奥乔·阿甘本书， 第 189页。
輦輵訛 [意] 吉奥乔·阿甘本： 《阿比·瓦堡与无名之学》， 王立秋译， 漓江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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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老子曰： “绝圣弃智， 民利百倍； 绝民 （仁） 弃义， 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 此三者， 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 见
素抱朴， 少私寡欲。” （《道德经·第十九章》， 朱谦之： 《老子校释》，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第 74-76页）。

輦輷訛 “形式生命” 和 “赤裸生命” 是阿甘本对生命存在方式的两种类型化处理， 分别代表了其生命的理想形式和现实样态。 他指
出： “……形式生命 （form-of-life） 一词意指一种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 一种永无可能在其中离析出类似赤裸生命
之类东西的生命。” （[意] 吉奥乔·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 政治学笔记》， 赵文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4 页）。
而 “……赤裸生命， 即神圣人 （homo sacer/sacred man） 的生命， 这些人可以被杀死， 但不会被祭祀。” （[意] 吉奥乔·阿甘
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赵文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3页）。

輧輮訛 谢晖： 《权力私化与政治拜权教》， 载 《学习与探索》 1988年第 5期。

抑或社会主义的， 资本至上、 抑或劳动至上， 人权主义、 抑或神权主义……权力的历史， 不过是精
神历史的制度投射， 因此， 当至高权力的运作必然改变自然状态， 导向 “例外状态” 时， 不得不
说， 一切精神产品 （学术理论———下同） 的运用， 其结果亦复如是。 或许正是在这里， 我们才能真
正体会老聃在两千五百年前， 就因对 “异化” 的深刻提防而强调那种要复返那种 “绝圣弃智”輦輶訛 的
自然状态。 吊诡的是， 老聃的智慧， 以及那些一切提防、 拒绝智慧的智慧， 归根结蒂都是智慧， 归
根结蒂都在改变着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 并事实上为人类进入 “例外状态” 创造精神条件， 进行理
论准备。 在这一点上， 精神产品的投射， 与权力的君临对人类行程从自然状态到例外状态的演化，
并无二致， 更何况权力的君临， 还每每是精神产品加持的结果， 如儒法之学于古代中国， 自由社群
之学于当代西方。

按照学者的理想模型和事实陈述， 两者的不同在这里： 精神智慧的社会投射， 所追求的是形式
生命， 而至上权力的社会拂照， 却是赤裸生命。輦輷訛 可以认为， 前者是生命的理想形式， 后者是生命
的现实样态； 前者只存在于生命的精神设计中， 后者却存在于生命的权力结构中； 前者在价值上是
一种过得糟的生命， 而后者却不是， 它是过得好的生命； 前者指向生命的未来， 是生命的可能性，
并且这种可能性因为精神产品本身的多元性而具有多元性， 但后者指向生命的当下， 是生命的现实
性， 且只要权力君临， 只要追求权力的统一性， 生命就只能体现为一种样态。 这样， 似乎精神产品
投射到人类交往中时， 会产生和权力君临人类交往时不同的例外状态和生命形式， 这就是自由状态
和形式生命。 但不无遗憾的是， 谁能保障当一种， 甚至多种精神产品、 学术主张投射到人们的交往
生活中时， 就不搭乘至高权力的便车呢？ 就不需要至高权力做介质呢？ 甚至这些投射到生活中的精
神产品， 本身就不被转化为至高权力———所谓 “知识权力” 呢？

真所谓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当我们的分析进路到了这一层的时候， 已经揭示的问题
是： 精神光芒投射的生命状态， 未必一定是形式生命； 至高权力君临的生命状态， 也未必一定是赤
裸生命。 这样一来， 就势必要认真面对在紧急状态下， 为了 “例外生存”， 必须紧急治理的问题。

五、 紧急决断与 “例外生存”

在人类有组织的交往进化史中， 权力总是如影随形般地参与其中。 从而无论人类之福、 之祸，
成也权力， 败也权力。 因而在精神世界， 有人讴歌其至善并崇拜权力， 形成所谓 “政治拜权教”，輧輮訛

而有人批判其大恶并贬低和提防权力。 “赤裸生命” 所对应的权力观， 可谓后者———近代以来科学、
自由、 民主、 人权和法治思潮， 普遍对权力产生怀疑、 提防和不信任。 因此， 形形色色的权力制约
理念， 无论 “以权力制约权力”， 还是 “以民主制约权力”， 也无论以 “法治制约权力”， 还是 “社
会契约制约权力”， 都是这种对权力不信任的产物。

然而， 对权力的不信任是一码事， 但当人类个体无法自足地应对来自外界的威胁， 从而需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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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无论是团体权力、 政府权力， 还是国家权力、 国际权力是另一回事。 如这次在全球大规模传
染的 COVID-19， 哪位个人敢声称能自足地应对之？ 即使贵为英国王子、 首相， 俄罗斯总理， 伊朗
议长……的人， 都不会因为其位高权重而免受瘟疫传染致病， 并因此忍受痛苦， 何况常人呢？ 因
此， 对权力的不信任并不是拒绝权力， 甚至搞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因为问题不在于权力会带来恶，
而在于人们不得不依赖于权力的恶实现比权力离场时更大的善； 问题不在于权力容易滥用， 而在于
如何通过有效的约束机制控制权力的滥用。

后一个论题， 已经逃离了本文的论旨， 故本文只想就前一话题， 做些简要论述。
人们尽知权力之恶， 而又不得不借助权力， 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遍事实， 更是民治勃兴以

来， 科技昌明发达， 法治愈益严谨的时代所存在的事实。 不但如此， 在精神领域， 无论古今， 人们
还尽量为权力君临寻找合法借口。 从苏格拉底之死的隐喻， 到社会契约论的说教， 从神授权力， 从
而也神约权力的训谕， 到权力分制、 以权制权的设想， 都是精神产品加持权力历史的事实， 同时也
体现了人们对权力既依赖之， 又提防之的矛盾心态。

在现代社会， 如果说日常状态下人们因为其自治能力而对权力之依赖显得有些弱化的话，輧輯訛 那
么， 在类似 COVID-19 这样的例外状态面前， 如果不依赖权力强势出场， 实行必要的紧急治理， 那
么， 对抗病毒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 就是任何个人， 甚至任何非政府组织都难以胜任的事，
从而政府权力的出场和介入， 不但是其职责之所在， 而且是权力担当社会道义、 公共使命的起码要
求， 也是使人类免遭死亡威胁的基本举措。

行文至此， 不得不再次提到 “赤裸生命”。 诚然， 权力的性质， 可能导致 “赤裸生命”， 但权力
的缺席和病毒的肆虐， 是否也会导致 “赤裸生命”， 甚至导致更大规模、 难以控制的 “赤裸生命”？
当战争、 内乱、 瘟疫、 自然灾害、 经济危机等灾害来袭， 形式生命面临炮弹、 刀枪、 毒害、 灾难、
饥饿……的严重威胁时， 难道不更造成人不像人， 甚至人不存在的 “赤裸生命” 吗？ 难道这不是一
种更加歧视生命、 否定生命的 “赤裸威胁” 吗？ 这个时候， 权力加诸相关事实， 以集合力量挽救形
式生命， 即便在某种意义上导致 “赤裸生命”， 总比形式生命纷纷死亡、 销声匿迹要好。 形体毁灭
的形式生命 （在笔者看来， 这才是一种实际上的赤裸生命）， 固然在后人的追忆中， 可能得到生命
重塑， 但对已然逝去的形式生命而言，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因此，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的
权变理性 （事实上， 理性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 “权变”）， 或许更有实践意义。

权力的这种君临， 或许对日常法治是种挑战， 人们对它忧心忡忡是完全有道理的， 但它并不是
法治的排除， 并不意味着像施密特所指陈的那样： “非常状态最为清楚地揭示了国家权威的本质。
决断在这里与法律规范分道扬镳， 若用一个悖论来表示就是， 权威证明了无需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
法律”，輧輰訛 从而出现一种法律黑洞， 反而像阿克曼借用其 “紧急宪法” 理念， 重构法治那样， 会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法治与法律黑洞间的紧张。輧輱訛

輧輯訛 其实， 这种表象也只是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现代人类处于一种复杂交往关系中， 其被动地落入科技迅速发
展， 高度发达的裹挟中。 技术能力越来越凌驾于普罗大众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之上， 因此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也比以往任
何简单交往时代的自然威胁都要大。 在这个意义上， 民治时代人们广泛的自由和其无不受制于技术牵制的威胁是成正比的。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卡尔·施密特书， 第 12页。
輧輱訛 有人在评论阿克曼的观点时指出： “用紧急宪法而治理国家的观点， 可能不能回答施密特的挑战。 但它至少尝试避免了法律

空虚顶着法治的头衔自提身价， 即使它试图以法律去治理不再能被法律治理的国家。 与对 ‘9.11’ 的那些回应不同， 这些回
应似乎在暗示， 只要这些黑洞被正确创造出来， 法律黑洞与法治的关系就不会紧张。” （[加] 大卫·戴岑豪斯： 《戴雪 VS 施密
特： 非常状态在法律秩序之外还是之内？》， 李普译， 载蒋传光编： 《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 （第五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第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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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In�the�early�stage�of�the�covid-19�pandemic�and�in�response�to�the�emergency�response�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the� pandemic,� Giorgio�Agamben,� a� philosopher,�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actions�of�governments�for�his�concern�about�the�maintenance�of�formal�life�and�worry�of�“bare�
life”,� and� call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normalization� of� the� exceptional� state.� This� is� called�
“Agamben�proposition”.�Under�the�ravage�of�covid-19,�more�than�70�countries�in�the�world�have�
launched� the� emergency� (exception)� state,� which� has� resulted� in� totally� different� government�
governance�measures,� citizen� life,� interaction� and�work� style� from�normal.�But� in� terms� of� the�
response�measures� taken�by�all�countries�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they�are�protecting�the �
“ exceptional� existence” of� citizens� rather� than� creating � “bare� life” deliberately.� If� there� is� no�
emergency� decision� based� on� the� emergency� rule� of� law� and� people’s “ exceptional� existence”
state,� citizens� can� only� allow� the� virus� to� endanger� life� in� the� name� of� liberty� and� form� life.�
Therefore,� the� reason� for� defending� the “ exceptional� existence” based� on� the� decision� of�
governance�is�not�the�obedience�to�the�supreme�power,�but�the�due�respect�for�life.

Key Words: Agamben�Proposition； Exceptional� State； Exceptional�Existence； Bare�Life； E-
mergency�Decision

在笔者看来， 只要人类社会无可避免地面临日常状态和例外状态两种情形， 则应对它们的规
则， 不仅有日常状态法， 而且有紧急状态法。 这怕是现代国家的通例。 紧急状态法律的存在， 并不
是、 也不可能要求人类交往和生活的任何时期、 各个方面都必须依循之， 而只是当紧急事务发生，
并严重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时， 才根据程序， 启动法律上的紧急状态。 把法治仅仅理解为日常状态
下法律的按部就班， 既忽略了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紧急状态这种事实， 也忽略了法律对一个社会
不同情形应有的应对和调整能力。輧輲訛 这样的社会观， 过于浪漫蒂克， 这样的法律观， 过于死水微澜。
法治如果只能应对日常状态， 而无法应对紧急状态， 法治就只能是跛脚的。 法治不能支持政府、 社
会和公民在紧急状态发生后， 予以紧急应对， 以保障生命的 “例外生存”， 反而只能面对事实， 消
极地观望生命的无意义消失， 哪怕这种消失符合阿甘本对形式生命的理想描绘， 但实质上才真正是
法治的缺席、 悬置、 失守或失节， 是法律对人权和生命的公开背叛。 因此， 对政府而言， 透过紧急
治理， 以求公民的 “例外生存”， 不但不应被视为 “赤裸生命” 而受斥责， 反而应以带来了 “例外
生存”， 并再构 “形式生命” 而受肯定。

因此， 为这种紧急治理辩护， 绝不是纵容政府把例外状态常态化。 事实上， 只要紧急状态过
去， 常态事实来临， 那么， 常态法治也会从 “悬置”、 缺席而再落地、 再出场， 这样一来， 人们仍
会从紧急状态法治约定的秩序状态， 回归到常态法治约定的秩序状态。

輧輲訛 谢晖： 《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治理》， 载 《法律科学》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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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 法学院反腐败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后续资助项目 “中
和反腐论———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道路” （项目编号： 2016010145） 的研究成果。

譹訛 Nathan Gardels, COVID-19 Pandemic Expos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Governing Systems, Mar. 17, 2020, The WorldPost，
https://www.berggruen.org/the-worldpost/articles/covid-19-pandemic-exposes-the-strengths-and-weaknesses-of-governing-systems/，
2020年 12月 1日访问。

譺訛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8 日，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15370339例， 累计死亡 290474例， 位居世界第一。

何家弘 *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以追求民主为宗旨。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党在
吸取国民党 “亡党亡国” 的教训和总结自身政治经验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政治协商和人民
代表大会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制度， 并且通过理想和思想教育初步实现 “以德为本” 的民
主。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我党领导集体认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民主必须通过法律制度
来规范、 保障和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 我国应建立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 其要点是在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加强公民权利
保障， 通过用权利约束权力的方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而这必须以法治为保障。
关键词： 法治 社会主义 民主 权力 权利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3

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引言

己亥岁杪， 庚子年初， 一场多点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面对生命力和传播力都极强的
病毒物种， 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诚然， 世界各国的疫情并非尽同， 但防控新冠病毒传播
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 而且在揭示不同制度差异的同时让越来越多的人
看到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 美国 《世界邮报》 总编纳森·葛戴尔斯 （Nathan Gardels） 就撰
文说： “当世界各地更多的民众面对新冠病毒时， 不同政府制度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更多地显露出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的传播还揭示了各国在应对各种疫情时的相互依赖之深和全球性机制之少。
更为重要的是， 这次瘟疫大流行重彩描绘了我们的愚蠢， 即一直在朝向 ‘一球两制’ （one world, two
systems） 行进”， 东西方国家 “各走自己的道路， 仿佛我们的命运不是相互交织的”。① 世人有目共睹，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有效控制了疫情， 而美国却成为世界上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
家。② 对此，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特朗普是经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 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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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在疫情非常严重时， 特朗普仍然不顾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在美国各地举办了大规模的竞选造势集会。
譼訛 参见何家弘： 《从美国大选看美国民主制度》，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0年第 45期。
譽訛 雅典民主论坛 （The Athens Democracy Forum） 是由联合国民主基金会、 雅典市政府和 《纽约时报》 联合创办的。
譾訛 我们这一节发言原定于 14 日中午 12 时 50 分开始， 后来被调整到 15 日上午 11 时 30 分。 主办方的解释是 “这一节发言很

重要， 应该安排在一个更为合适的时段”。 本节的另一位发言者是非洲的马坎加纳女士， 目前在瑞典担任一个国际民主援助
机构的主任。 主持人是 《纽约时报》 驻欧洲首席记者厄尔兰格先生。

譿訛 “Democracy can be imported, but cannot be exported.” 9 月 22 日， 笔者收到了 《纽约时报》 国际会议部副总裁塔尔塔斯
（Achilles Tsaltas） 先生的电子邮件。 他写道： “上周的这个时间你在雅典作了很有价值的发言， 而现在你的话被人们在网上
引述。 请看我们关于这次研讨会及其主题的特别报道 （见附件中的 《世界评论》）。 我赞同你的民主不能出口但是可以进口
的说法。 非常感谢你参加雅典民主论坛并丰富了我们听众的经验。 我们希望你和我们一样认为它很有价值。” 电邮原文如
下： “Same time last week you made your valuable remarks in Athens and now you are quoted online and please see our special
report that covers the conference and its themes (see attached World Review). I agree with you saying that democracy cannot be
exported but it can be imported.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part of Athens Democracy Forum and enriching the experience of our
audience. We hope you found it as valuable as we did.”

讀訛 参见何家弘： 《如何构建 “中国式民主” 的坐标系》， 载 《理论视野》 2018年第 9期。
讁訛 参见俞可平：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载 《探索与争鸣》 2013年第 8期。

似乎并不关心民众的健康乃至生命。 对他来说， 国家大事， 竞选第一。譻訛

202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也确实引人瞩目， 许多中国人也非常关注。 其实， 美国大选就是美国人
的事情， 中国人围观也就是看看热闹。 当然， 旁观者也能从中获益， 可以重新认识那传说中的美国
民主制度。 毋庸讳言， 这次大选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 而特朗普总统的现身说法又在一定程
度上放大了这些制度缺陷， 包括总统选举的异化、 选举人团的老化和两党竞选的极端化。譼訛

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民主” 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享有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 在当今
世界， 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掌控世界政治舞台的话语权， 并且不遗余力地向其他国家输出
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 所以许多人就把多党制和普选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 甚至把 “美国式民主”
视为人类民主的通用模式。 然而这次美国大选让世人看到， 美国民主模式并非人类社会的最佳选
择。 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选择通向民主的不同道路。

2017 年 9 月， 笔者应邀到希腊参加第五届 “雅典民主论坛”。譽訛 在该论坛的前四届上， 西方民
主思想是论坛的主旋律， 发言者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推崇者和传布者。 笔者在接到邀请之后就
向对方说明， 本人的观点可能不是他们想听到的。 对方回答说， 他们就是想听到不同的声音。 9 月
15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 “国际民主日”。 上午 11 时 30 分， 笔者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发言者走上讲台。
这一节的主题是 “在变化的世界中对民主的反思”。譾訛 笔者从中文与英文中 “民主” 概念的差异谈起，
简要地讲述了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 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阐述了个人关于制度改良的意
见， 并强调不同国家在探索民主道路时可以互相学习， 不过， “民主可以进口， 但是不能出口”。譿訛

简言之， 中国应该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 或者说， 努力构建 “中国式民主”。讀訛

众所周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一直以追求民主为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
导人陈独秀曾说， 只有 “德先生” （民主） 和 “赛先生” （科学） 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主席在抨击
“旧中国” 政府时也说过， 中国的缺点， “一言以蔽之， 就是缺乏民主。 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⑨

中国的民主发展， 既要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 也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现状。 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中国不能搞 “休克式” 民主改革， 而应在现有民主 “存量” 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良， 不断扩大
民主的 “增量”。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余年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努力探索符合中
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 回顾历史， 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 对于探索中国的民
主发展道路是很有裨益的。

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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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参见俞可平主编： 《中国如何治理？ 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 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7页。
輥輯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俞可平主编书， 第 15-17页。
輥輰訛 参见卓泽渊： 《中国的法治之路》， 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10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俞可平主编书， 第 91-95页。
輥輲訛 在中国历史上， 封建王朝的更替往往以腐败为动因。 新王朝在旧王朝的腐败中诞生， 开始时政治比较清明， 君臣比较廉洁，

但是几代之后便开始恶化， 腐败日趋严重， 直至政权垮台。 腐败-反腐败-再腐败-政权更替， 这似乎就是一种周期性规律。
笔者称之为 “腐败怪圈”。

輥輳訛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条。

一、 建国初期构建民主制度之雏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我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下， 一方面吸取国民党的 “亡党
亡国” 教训， 一方面总结自身积累的政治经验， 初步建立了以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为基本内容
的民主制度。 1949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确立了中国共产
党与其他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的基本方针。 各民主党派通过政
治协商制度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 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国家治理。⑩ 1953年， 中国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 人民自下而上地逐级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54 年， 经
间接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 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
立。 同年颁布的 《宪法》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源是人民， 由人民选
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輥輯訛

顾名思义，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就是由人民的代表开会决定国家事务的制度。 国家权力属于
人民， 但是人民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要由人民代表大会代为行使。 这种制度属于间接民主的范
畴， 因此其要点就是 “代表性” 问题， 即如何保证执掌国家权力的少数人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 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径有二： 其一是事前保障， 即通过民主选举让人民信赖的代表去执掌
国家权力； 其二是事后保障， 即通过民主监督让民众审查掌权者在议决国家大事时是否真正代表人
民的利益。 我党对民主制度的探索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我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 “民主政治， 选举第一” 的口号。 当时， 边区人民采用 “投豆子”
的方式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輥輰訛 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党建立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民主
选举制度。 按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 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其他各级人大代表则由下
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 此外， 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由同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和副主席由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省长和市长由省或市的人大代表选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 负责对各级选举工作的领导， 包括政策指导、 推荐候选人、 主持选举规则的制定等。輥輱訛

我党的领导集体一直很重视民主监督问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央领导人就说过， 要想跳
出历史上重复出现的 “腐败周期律”， 有效地防止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权更替， 就要让人民来监督政
权。輥輲訛 我国 《宪法》 明确规定， 国家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都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而人民代表大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輥輳訛 为此， 中国设置了多条民主监督的渠道， 包括民主党派的监督
（狭义的 “民主监督”）、 社会团体的监督、 公民个体的监督、 新闻媒体的监督等。

众所周知， 民主的要素之一就是民众有权就国家事务发表意见， 即享有言论自由。 其实， 我党
很早就提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抗日战争时期， 我党领导的陕甘宁、 晋冀鲁豫等抗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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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卓泽渊书， 第 127-128页。
輥輵訛 参见崔敏： 《1962年对 “大跃进” 中的政法工作纠偏》， 载 《法学家茶座》 第 37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87页。

据地就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法规， 其中明确规定 “人民有言论、 著作、 出版、 集会、 结社与通讯之自
由”。 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民主运动也以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 在重庆公开
发行的 《新华日报》 就为争取新闻自由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 年在我党领导下制定的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 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通讯、 人
身、 居住、 迁徙、 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54 年 《宪法》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
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的自由。 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 以保证公民享受这
些自由。”輥輴訛

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信仰的政党。 共产主义理想是要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
社会道德的整体高尚， 从而达致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人人平等、 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 毫无疑
问， 这个理想是美好的， 这个信仰是崇高的， 而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信仰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水
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是重义轻利
和克己奉公的道德楷模。 在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 许多共产党员就是在这理想和信仰的引领和激
励下， 抛弃私利去投身革命， 甚至奉献了个人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为了践行 “让人民当家作主” 的诺言， 就要求各级
干部必须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作为各级党政机关决策的依据， 坚持 “从群众
中来， 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 同时非常重视思想教育，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牢记自己是 “人
民的勤务员”， 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并且在全社会倡导 “大公无私” 的行为模式。 在一段时
期内， 这种以理想和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规范确实很有成效地约束了政府官员的行为， 也提升了整个
社会的道德水平。 一般来说， 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人都是比较高尚的人， 而担任了领导干部的人
也都会用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于是， 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精英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 而老百
姓也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感觉，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以德为本” 的民主。

然而， 权力具有极大的腐蚀性， 依附于权力的物质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性。 它们可以弱化人们
的理想信仰， 也可以松懈人们的道德约束。 诚然， 每个社会中都会有真正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
民谋福利的人， 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如此高尚的人都只能是凤毛麟角。 于是， 道德对官员的约
束力不断减弱， 许多 “人民的勤务员” 也就忘记了 “人民” 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因此， 民主不能
仅以道德为基础， 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

其实， 我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着手建立法律制度， 但速度是缓慢的， 道路是曲折的。 究其原
因， 既有我党在这方面的理论储备不足和经验欠缺的原因， 也有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1956 年，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并且明确提出 “我们目前在国
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 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然而，
1957 年的 “反右派” 政治运动扩大化不仅使许多知识分子蒙冤受难， 而且导致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倒
退， 譬如司法部被撤销， 律师制度被废止。輥輵訛

1959 年， 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
刘少奇在主持全国工作中认识到政法工作的重要性， 而且对 1958 年以来政法工作 “大跃进” 和公
检法 “合署办公” 等方面的教训进行了反思。 1962 年 5 月 23 日， 刘少奇召集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
负责人开会时明确说： “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 是宪法规定了的， 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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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崔敏文， 第 86-87页。
輥輷訛 参见 《百度百科》 中 “文化大革命” 的词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5%A4%A7%E9%9D%

A9%E5%91%BD/117740?fr=aladdin， 2020年 1月 7日访问。
輦輮訛 参见 《百度百科》 中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的词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 2020年 3月 2日访问。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子。 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 它违法， 就不能服从。” 1962 年 8 月， 毛泽东在北戴
河重提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强调要 “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直至发动了大规模破坏法制的
“文化大革命”。輥輶訛

二、 文革期间群众自发之民主实验

1966 年 5 月，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8 月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是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标志。 前者通过了 《中共中央通知》 （简称 “五·一六通知”）， 后者通过了 《中共
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 （简称 “十六条”）， 并且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輥輷訛 中央领
导认为， 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只有采取断然措施， 公开地、 全面地、 由下而上地发
动广大群众， 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 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 从这个意义上
讲， “文化大革命” 也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文化大革命” 是从 “大批判” 开始的， 大批判的盛行是以 “大字报” 为载体的。 所谓 “大字
报”， 就是用大字书写的墙报， 谁都可以写， 写完之后张贴到公共场所的墙壁上。 这种群众发表意
见的方式，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存在， 只是未成风潮。 1966 年 5 月 25 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
的教师联合写了一张矛头直指学校领导的大字报， 被称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 月 1
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该大字报全文。 随后， 很多大中学校的师生都写出了批判学校
领导的大字报。輦輮訛 以 “大字报” 为主要载体的 “大批判” 运动， 确实能形成对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
“大字报” 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其一是揭露， 其二是批判。 前者可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 后
者可以满足民众的表达权， 有助于民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在那种社会环境下， 领导干部滥用职权
和贪污腐败的现象也确实少见。 不过， 大字报的撰写和张贴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很容易被人用来
造谣中伤和恶意陷害， 也很容易被人断章取义和上纲上线。 在 “文化大革命” 中， “大字报” 的泛滥
既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也加剧了社会的动乱。

1966 年 6 月 1 日， 《人民日报》 发表了题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 吹响了文化大革命
的号角。 随后， 北京一些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 “自发” 成立 “红卫兵” 组织， 以 “暴力革命” 的
方式轰击各单位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工矿企
业的职工也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 这些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很快就夺取了各自单位的领导权。 这种
“夺权” 斗争逐步升级， 甚至达到省市级政权机关。 1967 年 1 月 6 日， 上海市 32个 “造反派” 组织
联合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刮起所谓的 “一月风暴”。 其后， 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造反派组织也相继效仿， 夺取政府大权， 成立 “革命委员会”。輦輯訛 这似乎是一种民众直接掌权的民主
模式。 然而， 不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之间也会有权力争夺， 甚至诉诸武力。 在 “文攻武卫” 的
口号鼓励下， 群众组织之间的 “武斗” 不断蔓延和升级， 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 “大规模的武斗”
和 “武装对抗”。 于是， 在 “全国山河一片红” 的 “大好形势” 下， 许多政府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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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参见 《百度百科》 中 “三结合” 的词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B%93%E5%90%88/3743523?fr=
aladdin， 2020年 1月 7日访问。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卓泽渊书， 第 70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輦輳訛 参见刘俊杰： 《当代中国权力制衡结构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65页。
輦輴訛 参见何家弘： 《法治是民主的基石》， 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年第 6期。

瘫痪的状态， 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大众民主演化为国家的动乱。
面对造反派夺权导致的社会混乱， 中央决定派军队干部去稳定局面。 1967 年 1 月 23 日， 中共

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联合发出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干部到地方去 “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于是， 解放军的 “支
左干部” 也成为地方 “革命委员会” 的成员。 这一应急措施成就了 “三结合” 的民主参政模式， 即
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共同建立的权力机构。輦輰訛

这种让群众代表直接进入领导集体的 “三结合” 干部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的产物， 但它
毕竟是夺权斗争的应急性副产品， 未能成为制度化的民主模式。

“文化大革命” 似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众民主， 似乎是国家民主社会化的一种尝试， 因为人
民群众可以通过 “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来实现其表达权、 参与权、 监督权。 然而， 这种
在 “无法无天” 的形势下推演的大众民主是无序的， 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

1978 年 12 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根据会议 《公报》， 这
次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会议认为， “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 民主集中制没
有真正实行， 离开民主讲集中， 民主太少，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
证关系， 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 会议强调， “为了
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 连续
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輦輱訛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重新踏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

1980 年 3 月， 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加强了党内集
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 1981 年 6 月， 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 ‘文化大革命’， 使党、 国家和人
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
利用， 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指出： “我们根本否定 ‘文化大革命’，
但应该说 ‘文化大革命’ 也有一 ‘功’， 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没有 ‘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 就不可
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 政治、 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輦輲訛

“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 使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同时也看到大众民主的危
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应该当家作主。 但是， 如果人民都去当家作主， 国家就可能陷入混乱， 因
此只能由少数人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还使我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 邓
小平强调说：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輦輳訛 人民民主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 保障和实现， 这是邓小平
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之一， 也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完善的基本路
线。 换言之， 民主必须以法治为基石，輦輴訛 正如蔡定剑先生所言， “民主如果是一辆可以带领人民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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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蔡定剑： 《感受美国总统选举》， 载 《法学家茶座》 第 8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8页。
輦輶訛 即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卓泽渊书， 第 68、 108、 116、 143、 156页。
輧輮訛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42页。
輧輯訛 《彭真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384-385页。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俞可平主编书， 第 91-95页。

幸福的列车， 那么它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运行， 否则， 列车就要倾覆。”輦輵訛

三、 改革开放探索民主建设之路径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 “改革开放” 的大门， 也开启了民主与法
制建设的新旅程。 1979 年，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一举通过了七部法律。輦輶訛 1982 年， 第五届全
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治国方略， 第一次明确用 “法治” 代替了 “法制”。 2002 年， 十六大进
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使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 并且依据 《宪法》 完成了国家领
导人的权力交接。 2007 年， 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2 年， 十八大提出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014 年， 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輦輷訛 经过四十多年的持续努力， 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 逐步从
“无法可依” 发展到 “有法可依”。 与此同时， 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
探索。

（一） 民主选举制度的改良

“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 中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民主选举制度的改良， 首先在基
层选举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 例如， 1979 年的新 《选举法》 第三十条规定： “全国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 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于是， 由人民直选
的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就出现了 “竞选” 活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领导人还讨论过由人民直接选举市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问题。 邓小平同
志在1987 年就曾经说过：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人口这么多， 地区之间又不平衡， 还有这么多民
族， 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輧輮訛 彭真同志则认为， “县级是基层，
全国两千多个县， 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 撤换， 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 在这个基础上逐级选举上
级人大代表， “九亿人民就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輧輯訛 虽然当时的结论是 “高层直选” 不符合
中国的国情，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受到领导人的关注。

1998 年颁行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开始实行村委会主任的 “海选”。 四川等地还在此基础上
试行了乡镇长的直接选举。 2010 年修订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和 2013 年由民政部印发的 《村民
委员会选举规程》 进一步明确了村委会选举的程序和场地等要求。 截至 2015 年 12 月， 在开展村委
会换届选举的 8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中， 98%以上村委会实行了直接选举， 村民平均参选率
95%以上。 不过， 这些 “海选” 中也出现了 “贿选” 和 “宗族势力干扰” 等问题。輧輰訛

民主选举应该具有竞争性， 否则就会徒有虚名。 选举的竞争性首先体现为差额选举。 虽然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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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国内一些学者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例如， 虞崇胜： 《差额选举： 中国式民主的应然之路》， 载 《探索与争鸣》
2012年第 5期； 邱家军： 《竞争性选举： 中国式选举民主之路———兼与虞崇胜教授商榷》， 载 《探索与争鸣》 2013年第 2期。

輧輲訛 按照 1986 年修订的 《地方组织法》 第八条的规定， 经由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包括： 省长、
副省长， 自治区主席、 副主席， 市长、 副市长， 州长、 副州长， 县长、 副县长， 区长、 副区长； 以及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輧輳訛 按照 1986年修订的 《地方组织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 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
人数一般应多一人， 进行差额选举； 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 也可以等额选举。 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应
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 进行差额选举。

輧輴訛 参见王绍光： 《中国·治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7-39页。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俞可平主编书， 第 152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俞可平主编书， 第 154-155页。

选举未必都有竞争性， 但是没有差额就一定没有竞争。輧輱訛 推行 “改革开放” 政策之后， 我国不仅在人
大代表的选举中使用 “差选”， 而且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輧輲訛 的选举中也曾试用 “差选”。

1979 年颁布并经 1982 年修订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规定：
“差额选举” 是选举地方国家机关领导成员的重要原则。 1986 年， 全国有 12 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主
任、 8 个省的省长、 15 个省的法院院长和 11 个省的检察长进行了差额选举； 在县乡两级， 正职领
导人的差额选举更为普遍。 大概由于差额选举中出现了一些 “失控” 的状况， 所以 1986 年底修订
的 《地方组织法》 把差额选举原则改为 “两可” 原则。輧輳訛 于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地方政府首
长的差额选举大为减少， 但是也在某些省的选举中出现了人大主席团提名主要的候选人落选的 “事
故”。 另外， 一些地方的市、 县级政府领导人的选举中也出现了上级组织部门确定的候选人落选的
情况。輧輴訛 其后， 地方政府首长的选举一般都不再适用 “差选”。

（二） 民主监督制度的改良

民主不仅需要选举， 还需要持续性约束被选举者行为的制度。 外国的经验表明， 经民主选举产
生的总统未必都是好总统， 譬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如果仅以选举作为民主的基石， 缺乏有效的权
力监督， 一些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也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 如前所述， 我党在建国初期就
设计了多条民主监督的渠道， 但是因为缺少具体有效的制度保障， 这些监督渠道经常出现不通畅的
状况， 民主监督也就变得徒有虚名。

要通过民主监督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首先就要让公民真正享有知情权。 国家大事由政府决
定， 相关信息由政府掌控， 因此与人民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就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 换言之， 要尊
重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政府就必须推行政务公开和政治透明。 自 “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政府就
在努力推进政务公开， 提升政治透明的水平。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中
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政务公开， 是中国治理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治透明是政务公开的
高级状态， 它既是民主治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也是民主治理进步的重要成果。”輧輵訛 1997 年， 党的十五
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明确要求把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2005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意见》， 规划了政务
公开制度的原则框架。 2007 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 《条
例》）， 并于 2008 年开始实施。 2016 年， 中办和国办又联合发布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
见》， 把公开透明定位为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与此同时， 我党也在推进党务公开。 2017 年 11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 （试行）》。輧輶訛

在过去三十年， 我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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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参见朱景文主编： 《中国法律发展报告 2014： 建设法治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428-429页。
輨輮訛 参见何家弘： 《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 2期。
輨輯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87页。
輨輰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页。

上述 《条例》 和 《意见》 中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多为原则性和宣告性的， 缺乏具体明确的要求和配
套的法律制度， 因此在实施中缺乏力度与实效。 虽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规定， 政务信息公开是
政府的责任， 而且 “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 以便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制度性保障， 但是
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该 《条例》 颁布之后， 国务院办公厅曾多次发文， 敦促各级各地各类行政机关
做好实施工作， 提高信息公开水平， 但是 “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 不及
时， 甚至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 不发声， 致使政府互联网服务响应能力严重滞后”， 《条例》 在很多
方面 “不管用、 不好用”。輧輷訛 究其原因， 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于 “黑箱操作” 式决策方法， 把决策过程
神秘化， 只把决策结果公布于众； 还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政务公开的结果很难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
本， 有时还会带来政治风险， 因而缺乏信息公开的积极性。 因此， 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
制度， 继续推进民主监督制度的改良。

结语

发展民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民主
发展的水平， 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 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滞后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
展， 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 因此， 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在当今世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属于 “权力本位” 的民主模式。 诚然， 个人的权利
和自由在西方价值观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其民主制度的基本设计就是要用权力制约权力。 因此，
国家权力要分为立法权、 司法权和行政权， 而且三者要互相制约达致平衡； 国家权力要由不同的政
党通过人民普选来轮流执掌， 反对党就可以扮演制约执政党的主要力量。 在当下中国， 共产党的领
导是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 而且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国际斗争的复杂形势都要求政府权力集中， 因此
中国不能采用美国那种三权分立和政党轮替的民主模式。 在这个前提下， 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公民权
利保障， 通过用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这可以称为 “权利本位” 的民主模式。輨輮訛

2012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 “民主” 位居第二。 2014 年 9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 上讲道：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
是不是民主的、 有效的，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
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 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 民主化，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
体系， 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輨輯訛

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
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輨輰訛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 “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保证党
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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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輨輰訛， 习近平报告， 第 37页。
輨輲訛 参见韩振峰： 《改革开放 40年的几点宝贵经验》， 载 《经济日报》 2018年 9月 20日第 13版。
輨輳訛 参见吴凯： 《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载 《经济日报》

2019年 11月 5日第 2版。
輨輴訛 参见何家弘： 《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9期。

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尊严、 权威，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保证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輨輱訛

历史的经验表明， 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保障。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就明确说道： “要健全民主制度、 拓宽民主渠道、 丰富民主形式、
完善法治保障， 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 真实具体、 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輨輲訛 众所周知， 中国
共产党是依靠人民才逐渐成长壮大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 因此， 不忘 “初心”， 就是要不忘人民，
就是要牢记 “民为官主” 的道理， 就要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019 年 11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道， 中国的民主 “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輨輳訛 根据
笔者的理解， 中国的民主就是要在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加强公民权利保障， 通过用权利约束权力的方
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具体来说，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不断拓展人民的知情权； 第二是
切实提升人民的表达权； 第三是真正落实人民的选举权。輨輴訛 总之，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该是循
序渐进的， 而且必须以法治为保障。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as�been�pursuing�democracy�since�its�inception.�In�the�
early�days�of�the�founding�of�New�China,�on�the�basis�of�drawing�lessons�from�the�Kuomintang’s�
“perdition�of�the�party�and�the�country” and�summing�up�its�own�political�experience,�our�party�
established�a�democratic�system�with�political�consultation�and�the�people’s�Congress�as�its�basic�
contents� and� initially� realized “ morality-oriented” democracy� through� ide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less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ade�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our� Party�
realize�the�importance�of�the�legal�system.�Democracy�must�be�regulated,�guaranteed�and�realized�
through� the� legal�system.�Since� the� reform�and�opening�up,�China�has�carried�on� the�beneficial�
exploration� in� the�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democratic�system�which�is�different�from�the�western�model,�and�its�main�point�is�to�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xercising� power,� and� to� realize� that� the�
people�are�the�masters�of�the�country�by�restricting�power�with�rights,�which�must�be�guaranteed�
by�the�rule�of�law.

Key Words: The�Rule�of�Law； Socialism； Democracy； Pow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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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郭小东，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中国法理学研究 70年回理与评析” （项目编号： 19AFX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李贵连： 《中国近现代法学的百年历程》， 载苏力、 贺卫方主编：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法学卷）， 山东人民出
版社 2001年版， 第 216-217页 。

譺訛 《美国法律文库》 研讨会会务组整理： 《法学翻译与中国法的现代化: “美国法律文库暨法学翻译与法律变迁” 研讨会纪
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2页。

付子堂 郭小东 *

内容提要： 法学翻译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的发展历经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创期和沉寂期 （1949-1977 年）， 这一阶段法理学译著选题在国
别上以苏联为主， 语种以俄语为主； 第二阶段进入恢复发展期 （1978-1991 年）， 法理学
译著选题从苏联转向西方国家， 但该阶段仅有零星的西方法理学经典著作被引进； 第三阶
段为繁荣发展期 （1992-2019 年）， 中国法学翻译事业开始步入 “译丛时代”， 呈现出欣欣
向荣的局面， 法理学译著出现 “爆炸式” 增长。 这一阶段的法理学译丛可以划分为七种类
型， 分别是： 法学交叉学科型、 以国别为单位型、 以法学家命名型、 西方法哲学经典型、
法理特定主题型、 西方政法经典型和凸显人文精神型。 回顾新中国 70 年法理学译著艰难
曲折的发展过程， 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具体表现为： 政治逻辑、 市场逻辑和人才
逻辑。
关键词： 法理学译著 法学翻译 法律移植 法律现代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4

认真对待法学翻译
———以新中国法理学译著 70 年为研究对象

一、 问题的缘起

梁启超曾言： “今日之中国欲自强， 第一策， 当以译书为第一事”。 百余年来， 从古典 “礼法”
传统到现代 “政法” 体制的转型， 中国法学翻译家功不可没， 因为 “法学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自己的
传统， 法学中的概念术语、 理论模式都是在法学翻译的过程中慢慢建构出来的。”① 法学翻译是一项
基础工程， 法学译著是外国法律移植的重要媒介， 通过对法学译著的研究可以洞见中国法律现代化
进程的盛况。 此外， 法学翻译是用汉语表达外国法学学术语言的过程， 是形成中国法学学术语言的
重要路径， 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文显教授直接指出， “如果没有外国法律
著作和法律的翻译， 就没有我们中国法学教育的今天。”譺訛 缺少法学译著， 中国法治事业难以塑形，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难以建构。 因此， 对法学译著进行系统研究应当成为当下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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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苏新宇主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707-712页。
譼訛 参见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载 《中国翻译》 2003年第 5期。
譽訛 参见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 法律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46页。
譾訛 参见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89页。
譿訛 教育部于 1952年 11月 27日发布 《关于各高等学校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制定计划时应注意的事项的指示》， 并随文寄发附件 《关

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 参见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527页。

课题。
本文试图以 70 年来法理学译著的演进为核心， 采用类型化的方式， 梳理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法理学译著发展的历史逻辑。 本文选取法理学译著作为考察对象， 原因有二： 一是法理学作为法学
的基础学科和意识形态学科，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法学学科发展的风向标； 二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
法理学， 其经典译著在法学各个学科领域均有较大的影响力。 法理学译著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法学
类外文印证排名中名列前茅， 根据 2011 年苏新宇主编的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
告》， 中国法学论文引用国外学术著作前一百名中法理学译著占比高达百分之五十， 并且引证率前
十名的法学外文著作全部是法理学译著。③ 这足以说明法理学经典译著在法学学科的重要性。 因此，
同既有的研究理路不同， 本文以法理学译著为核心， 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 考察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法学译著的发展逻辑。

本文将法理学译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译著选题在国别上从英美德日等资本主义
国家转向苏联； 第二阶段从苏联再次转向西方国家； 第三个阶段法理学翻译事业开始面向全球， 并
正式步入了 “译丛时代”。 在法学翻译实践中， 意识形态始终是 “一只看不见的手”。④ 易言之， 透
过法理学译著这个历史显微镜， 不仅可以明察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洞悉国
家现代化治理逻辑的演变。 职是之故，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跨语际的简单切换过程， 从译著的选题到
译名的确立， 国家意识形态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特别是， 法学翻译是人文社科领域外文著作翻译
的核心部分， 因为其直接关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二、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第一阶段 （1949-1977年）

新中国法学的基本格局是在废除旧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由于 “六法全书” 被认为体现的是
剥削阶级的意志， 是反动的， 不能被新中国的法律所继承， 国民党统治时的法学理论被废弃， 法学
翻译的选题在国别上有了新指针。⑤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政策， 在法学教育
领域采取 “全盘苏化” 的模式， 从教材、 课程、 教学计划、 学科设置到教研室的设置统统是照搬苏
联， 以苏联的大学为模仿对象。⑥ 1950 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苏联法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基地。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 中国学者开始翻译苏联法理学著作。 作为法学意识形态学科
的法理学著作成为法学翻译的重点项目。 该阶段的法理学译著可以划分为苏联法理学译著和非苏联
法理学译著。 苏联法理学译著又可以分为教材型译著、 专著型译著和论文型译作。

（一） 苏联法理学译著

1. 教材型苏联法理学译著
1952年， 教育部在 《关于各高等学校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制定计划时应注意的事项的指示》⑦ 中指

出， “为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经验、 改革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 有计划、 有步骤地翻译苏联
高等学校教材， 已是刻不容缓的艰巨工作。” 同时教育部的 《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
定》 中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报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批核准后， 以 “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

认真对待法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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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张友渔： 《中国法学四十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2页。
讁訛 参见雷磊： 《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1期。
輥輮訛 李达： 《法理学大纲》， 法律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6页。
輥輯訛 参见 [苏] 安·扬·维辛斯基： 《国家与法的理论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55年版， 第 100页。
輥輰訛 舒国滢： 《新中国法理学七十年： 变化与成长》， 载 《现代法学》 2019年第 5期。

用本” 的名义争取出版。 据学者统计， 自 1952 年到 1956 年， 我国翻译出版了法学教材及著作共计
165 种。⑧ 实际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旧法的废除， 中国法理学者为了填补法理学教材的空白，
主要从事两项前后衔接的工作： 一是翻译苏联的法理学教材； 二是以苏联法理学教材为蓝本编写自
己的法理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材型法理学译著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苏联的法理学教材译著主要集中在
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之间。 1957 年开始 “反右”， 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 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均受
到严重冲击。 “反右” 结束后， 新中国法制建设逐渐放缓， 苏联法理学教材的翻译工作也趋于停滞；
二是苏联法理学教科书译著的出版单位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是移植苏联
法律的主要窗口， 其担当了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 “工作母机” 的角色， 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 三是区别于民国时期的法理学教材， 苏联法理学教材译名为 “国家与法的理论” 或 “国家
与法权理论”， “苏联法理学教材 ‘国家与法 （权） 的理论’ 是在 ‘法的一般理论’ 加上 ‘马克思主
义’ 形成的。”⑨ 国家理论与法的一般理论的结合是一种法律政治观的体现， 强调法律附丽于国家而
存在。 亦如李达先生所言， “法律制度与国家形态， 是一体的两面。 国家是法律的形体， 法律是国
家的灵魂。”⑩

法理学教材型译著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苏联法学专家玛·巴·卡列娃等著的 《国家与法的理论》，
包括导言和三篇。 《国家与法的理论》 是经苏联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 高等经济和法律学校总管理
局审定作为高等法律学校教材。 以这本书为蓝本， 中国学者开始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教材，
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中一般只将苏联法理学教材中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的体系” 这一章节替换
成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体系”， 其他内容则基本一致。

2. 专著型苏联法理学译著
除了翻译苏联 “国家与法 （权） 的理论” 法理学教材外， 这一阶段还翻译了大量的法理学专

著。 在这些学术论著中， 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 1955 年出版的维辛斯基的 《国家与法的理论问题》，
该书在中国学界、 政界、 新闻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由著名法学家、 革命家董必武题序， 董必武在
题词中称道 “读了这本书， 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国家和法’ 的学说的理解，
这是我们纪念一位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和国际杰出的法学家。” 维辛斯基在该书中所阐述的 “法概
念” 对中国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辛斯基认为， “法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
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性规则的总和， 国家为了保护、 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
阶级有利的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以强制力量保证它的施行。”輥輯訛 维辛斯基的 “法概念” 在很长
时期都是权威观点， “几乎成为当时人们回答 ‘法律是什么’ 等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唯一依凭， 成为
诠释一切法律现象的终极根据。”輥輰訛

3. 论文型苏联法理学译作
此外， 除了教材型译著和专著型译著外， 还有论文型法理学译作。 论文型译作集中在 1956 年 1

月创刊的 《政法译丛》， 该刊专门用于刊载外国的学术论文。 在 1956 年创刊号 “编者的话” 中指出
该杂志的选题标准， “本刊的内容， 主要就是译载苏联报刊上有关国家与法的理论、 法学各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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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政法译丛》 1956年创刊号， 见 “编者的话”。
輥輲訛 何勤华、 李秀清： 《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1-22页。
輥輳訛 [苏] 莫·斯特罗果维奇： 《苏维埃法制的几个理论问题》， 载 《政法译丛》 1956年第 6期。
輥輴訛 [苏] И·В·巴甫洛夫： 《苏维埃法律科学四十年来的发展》， 吴大英译， 载 《政法译丛》 1958年第 1期。
輥輵訛 [苏] 费·卡里尼切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法在巩固工农联盟中的作用》， 罗玉珍、 孙光才译， 载 《政法译丛》 1956年第 2期。
輥輶訛 刘毅：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5期。
輥輷訛 同前引輥輶訛， 刘毅文。
輦輮訛 [英] 亨利·梅因： 《古代法》，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见 “小引”。
輦輯訛 [英] 约翰·密尔： 《论自由》，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序言页 1。

问题研究、 政治法律工作先进经验等方面的重要论文。”輥輱訛 据学者统计， 该杂志从 1956 年创刊到
1958 年的 18 期， 一共有 140 篇论文， 仅有 10 篇论文为非苏联法方面的文章， 而与苏联法学相关的
文章占了绝大部分比例。輥輲訛 在这些译文中， 法学理论方向的译文比较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特果
维奇的 《苏维埃法制的几个理论问题》輥輳訛 、 巴甫洛夫的 《苏维埃法律科学四十年来的发展》輥輴訛、 卡里尼
切夫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法在巩固工农联盟中的作用》輥輵訛 等。

（二） 非苏联法理学译著

从新中国成立起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这一期间， “中国法学翻译的选题在语言和
国别上是俄语和苏联法律的翻译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即便是法典法规的翻译， 也是以苏联为首的
东欧、 朝鲜、 蒙古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輥輶訛 据学者统计， 在这一时期法学翻译的书目总计 280 部，
其中非俄语的译著不到 20 部， 占比不到 10%， 而且主要是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的法律政治类系列
名著。輥輷訛 同主流的苏联法学译著相比， 商务印书馆从 1949 到 1977 年翻译出版的法律政治类系列译
著 （见下页表 1） 则显得 “不合时宜”， 但这套译著成为改革开放后法科生了解西方法律政治制度为
数不多的经典， 其中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 梅因的 《古代法》 和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 在
法学领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引证率。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 “文革” 十年， 这套丛书也被迫停止发行，
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才得以继续翻译出版。 饶有趣味的是， 仔细研究该系列译著的 “前言”、 “序
言” 和 “导论” 等内容时， 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时代印记， 也可窥见当时译者的复杂心境。

商务印书馆在 1933 年就曾翻译出版梅因的 《古代法》， 1959 年翻译出版的 《古代法》 是据原文
另行移译的， 此版译著中有李祖荫教授在最前面写的一段 “小引”： “梅因在本书中收集了有关古代
法的若干材料， 它对我们研究古代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在阅读本书、 特别是利用书中材
料的时候， 应当持分析套判的态度， 不要被它的花花絮絮的资料和似是而非的议论所迷惑。”輦輮訛 梅因
因其著作 《古代法》 而被西方学者公认为英国历史法学的创始人， 如此伟大的作品在那个特殊的年
代却成为中国学者笔下 “花花絮絮的资料和似是而非的议论”。 除了 《古代法》，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重印出版密尔的 《论自由》， 在 《论自由》 的序言部分，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写道， “美其名曰争
‘自由’， 作者就给予了贪婪无厌的资产阶级以 ‘理论的’ 根据， 鼓舞了他们更为 ‘理直气壮’ 地干
唯利是图的勾当。 ……我们还需要从长期斗争中进一步分析、 批判它的思想实质， 从而达到保护社
会主义制度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輦輯訛 在强调 “阶级斗争” 的年代， 这些 “前言” 和 “序言”
在西方法理学译著中随处可见， 改革开放后， 这些内容在重印的译著中基本上已被删去。 实际上，
这些都是尘封在法学翻译史中的宝贵 “财富”， 需要我们去挖掘和了解它们。 只有铭记历史， 中国
法治事业的建设方能行稳致远。

（三） 对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第一阶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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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书目 译者 年份

1 [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 吴献书 1957

2 [英] 约翰·密尔顿 《论出版自由》 吴之椿 1958

3 [英] 梅因 《古代法》 沈景一 1959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 日知、 力野 1959

5 [英] 密尔 《论自由》 程崇华 1959

6 [英] 培根 《新大西岛》 何新 1959

7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 张企泰 1961

8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 1961

9 [法]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史原因论》 婉玲 1962

10 [奥] 凯尔森 《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 王名扬 1962

11 [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 1963

12 [法]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 何兆武 1963

13 [意] 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马清槐 1963

14 [英] [英] 洛克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 瞿菊农 1964

1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 1965

表 1： 商务印书馆 1949-1977 年出版的西方法律政治类译著

苏联法理学著作的引进是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转向， 五十年代后期中苏交恶
后， 苏联法理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才放缓了步伐。 “文革” 开始后， 法学研究所停止工作 , 中国政法
学会停止活动, 外国法理学著作的翻译也进入长达十年的沉寂期， 亦如学者所言， “中国的法学翻译
史仿佛被清洗过的磁带， 留下了长长的一段空白。”輦輰訛 1978 年改革开放，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的翻译
出版工作才开始慢慢恢复。

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法理学译著， 实际上也是客观理性看待移植苏联法
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建设所造成的影响。 很多学者全盘否定新中国移植的苏联法学， 实际上这样的观
点并不妥当， 需要辩证看待苏联法理学译著本身。 一方面， 对苏联法学理论的全盘照抄， 使得苏联
法对我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 苏联法理学译著对新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初生阶段也带来
了重要帮助。 维辛斯基的 “法概念” 至今在中国法学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说明其存在合理之处。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反思苏联法理学译著 《国家与法的理论》， 可以发现当下通行的 《法理学》 教材
实际上是一种弱化了国家观念的法理学。 但是， 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亦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 总结 70 年
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 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 理论体系、 话语体系， 为坚定制
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輦輱訛 没有国家观念的法理学教材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在法理学学科的隐退， 在一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刘毅文。
輦輱訛 习近平： 《坚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 载 《求是》 2019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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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王晓明： 《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 1980 年代的翻译活动》， 载氏著： 《半张脸的神话》，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302页。

輦輳訛 [苏] В·Л·格里巴诺夫、 С·М·科尔涅耶夫主编： 《苏联民法》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室译， 法律出版社 1984 年
版； [苏] В·Л·格里巴诺夫、 С·М·科尔涅耶夫主编： 《苏联民法》 （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室译， 法律出版社 1986
年版； [苏] Г·В·伊格纳钦科、 д·д·奥斯塔频科主编： 《国际法》， 求是等译， 法律出版社 1982 年版； [苏] Ф·И·科热夫尼科
夫： 《国际法》， 刘莎译，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苏] B·H·库地里亚夫采夫： 《定罪通论》， 李译前译，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年版。

定程度上也是凯尔森的 “国家和法一元论” 的纯粹法学的现实化，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
构建需要强化国家观念， 因此， 全盘否定苏联法理学译著的贡献是缺乏依据的。 不过， 苏联法学理
论过度强调 “法的阶级性” 而忽视 “法的社会性” 给中国法制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这段经历
告诉法律工作者， 尤其是法学翻译家， 必须认真对待法学翻译和法律移植。

三、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第二阶段 （1978-1991年）

随着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法理学研究开始
恢复和重建， 中国法学翻译也进入恢复发展期， 我国法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法理学学科开始获
得了独立地位， 按照移植苏联学科和教材设置的模式， “国家与法 （权） 的理论” 作为法学的理论
学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中国法理学者在编写法理学教科书时开始使用 “法学基础理论” 之名代
替从苏联移植过来的 “国家与法的理论”， 此举拉开了将苏联法理学教科书 “国家与法的理论” 中
的 “法理论” 与 “国家理论” 分离开来的序幕。 法理学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为后来外国法理学著作
的译介奠定了基础， 中国法理学译著的选题在国别上已经开始逐渐摆脱苏联而朝向欧美。

（一） “零星式” 的法理学译著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科学类译著发展迅速， 据学者统计， 1978-1987 年间仅社会科学方面的
译著就达 5000 余种， 大约是此前 30 年的 10 倍。輦輲訛 尽管如此， 这个阶段法学类的译著并不多， 法学
学科的译著在整体上处于边缘的位置， 原因有二： 一是相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法学学科的政治敏
感性更强， 历经 “文革” 十年浩劫致使中国法学 “元气大伤”， 加上当时 “左” 的政治思维影响还
比较大， 法学翻译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二是缺少出色的法学翻译人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擅长英
语的法学翻译者较少， 译者基本上是以俄语为主的前辈学者。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 年轻一代以翻译
英语著作为主的学者慢慢成长起来， 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法理学翻译事业才正式迈向新的台
阶。 职是之故， 上世纪八十年代，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法理学译著仅有十几种 （见下页表 2）， 属于
“零星式” 法理学译著阶段， 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法理学译著选题在国别和主题上较为零散； 二
是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西方法理学译丛。 不过在 “零星式” 阶段， 有部分经典译著至今仍有较大的
影响力， 在法学领域一直保持较高的引证率。 另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法理学教材仍有翻译
出版 （见下页表 3）。

（二） 第二阶段法理学译著的特征

结合表 2 和表 3， 可以发现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在第二阶段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仍有少量的苏联法理学教材翻译出版， 比如苏联法学家雅维茨的 《法

的一般理论》 和阿列克谢耶夫的 《法的一般理论》 （上下册）。 实际上， 除了法理学之外， 民法、 刑
法和国际法等部门法学科也依然在大量译介苏联的教材。輦輳訛 主要是因为在 “文革” 期间， 众多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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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第二阶段的西方法理学译著

作者 书目 译者 出版社 年份

[美] 哈伊 《美国法律概论》 沈宗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美] 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沈宗灵、 董世忠 商务印书馆 1984

[法] 达维德 《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 黎竹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英] 丹宁勋爵 《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国强等 群众出版社 1984

[美] 梅利曼 《大陆法系》 顾培东、 禄飞平 知识出版社 1984

[英] 丹宁勋爵 《法律的训诫》 杨百揆等 群众出版社 1985

[美]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邓正来、 姬敬武 华夏出版社 1987

[美] 戈尔丁 《法律哲学》 齐海滨 三联书店 1987

[法] 布律尔 《法律社会学》 许均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美] 哈特 《惩罚与责任》 王勇、 张志铭、 方蕾 华夏出版社 1989

[英] 科特威尔 《法律社会学导论》 潘大松等 华夏出版社 1989

[法] 罗迪瑛 《比较法导论》 徐百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美] 埃尔曼 《比较法律文化》 贺卫方、 高鸿钧 三联书店 1990

[美]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梁治平 三联书店 1991

表 3：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第二阶段的苏联法理学教材

作者 书目 译者 出版社 年份

[苏] 雅维茨 《法的一般理论》 朱景文 辽宁出版社 1986

[苏] 阿列克谢耶夫 《法的一般理论》 （上册） 黄良平、 丁文琪 法律出版社 1988

[苏] 阿列克谢耶夫 《法的一般理论》 （下册） 黄良平、 丁文琪 法律出版社 1991

院校的教学设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图书也损失不少， 为了尽快恢复法学教育， 大部分高校保
留了苏联特色的学科教研室和继续沿用具有苏联特色的法理学教材。 据陈兴良教授回忆， 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初北大法律系学生上课甚至都没有教科书， 只有极少量五十年代初翻译的苏联法律图书
可供参考。輦輴訛 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翻译苏联教科书的工作基本上不再继续， 因为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 年轻一代学者已经将学术视野朝向西方， 教材型译著的选题自然也从苏联移向西方国
家。 值得一提的是， 1987 年邓正来、 姬敬武翻译出版博登海默的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一时洛阳纸贵。 据后来邓正来先生回忆，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的第一本欧美国家的法理学教材。輦輵訛

目前， 这本教科书已成为中国法学外文引证率排名第一的译著。輦輶訛 自博登海默的 《法理学———法哲

輦輴訛 陈兴良： 《法律图书的历史演变———以个人感受为线索》， 载 《北大法律评论》 第 16 卷第 1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42-254 页。

輦輵訛 邓正来： 《小路上的思与语》，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0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譻訛， 苏新宇书， 第 707-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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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 21世纪初期翻译出版的法理学教材： [英] 丹尼斯·劳埃德： 《法理学》， 许章润译，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英] 韦恩·
莫里森： 《法理学： 从古希腊都后现代》， 李桂林等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美] 雷蒙德·瓦克斯： 《法哲学： 价值与
事实》， 谭宇生译，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 [德]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 丁晓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德]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 王朴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德] 阿图尔·考夫曼， 《法律哲学》， 刘幸义等译， 法律
出版社 2003 年版； [德] 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 郑永流译，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 理查德·艾伦·波斯纳： 《法理学的问题》，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 布赖恩·比克斯：
《法理学： 理论与语境》， 邱昭继译，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德] H·科殷： 《法哲学》， 林荣远译， 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

学及其方法》 在国内成功翻译出版后，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 中国学者陆陆续
续翻译出版了十几种欧美国家的法理学经典教材。輦輷訛

其二， 改革开放后， 法理学专著型译著选题在国别和主题上开始朝向西方国家。 这一阶段， 美
国、 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法理学经典著作都有翻译出版。 在译著的主题方面， 译者对法律体
系、 比较法、 法律与社会、 法律与宗教等主题关注比较多。 实际上， 这些主题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中国法理学界热议的话题， 可见译著的选题和当时国内法理学界热议的话题是紧密相关的。 上
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法学界在努力摆脱苏联 “阶级斗争法学” 的影响， 译著语种从俄语切换成英
语， 译著选题在国别和语种上的转化使得中国法理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质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
1991 年， 梁治平翻译伯尔曼的 《法律与宗教》， 这部仅两百页左右的小册子在法学界掀起一阵研
究伯尔曼的热潮，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这句法谚在九十年代就已经牢牢刻在法
律人的心中。

其三， 翻译出版机构多样化， 译者年轻化。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 改革开放后翻译出版法理
学译著机构越来越多， 比如知识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
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等， 而不仅局限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 此外， 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涌现出一批年轻出色的法学翻译人才。 据了解， 邓正来先生在翻译出版 《法
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时 31 岁， 梁治平在翻译出版 《法律与宗教》 时 32 岁， 张志铭参与翻译
出版 《惩罚与责任》 时 26 岁。 更为重要的是， 这批年轻学者的译作都是法学翻译中的精品， 在很
长时间内都是法学界引证率较高的译著， 诸如邓正来、 梁治平、 高鸿钧和张志铭等译者日后则成为
法学界的中坚力量， 这些学者为新中国法理学翻译事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为接下来九十年代中国法
理学译著的蓬勃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其四， 法理学作为法学基础理论学科， 改革开放后最早翻译的法学著作中大部分都是法理学译
著， 但是译著的数量也并不多， 加上法理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界限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有些法
理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经典译著。 上世纪八十年代， 是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
“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人文社会学科丛书类译著， 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甘阳主编的
“文化： 世界与中国丛书”、 金观涛主编的 “走向未来丛书” 和李泽厚主编的 “美学译文文化丛书”。
这些丛书的出版掀起了风靡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 “文化热” 和 “社科热”， 影响了整整一个年
代的年轻学者的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 改革开放后， 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系列下
的 “政治·法律·社会学类” 丛书很快恢复翻译出版， 该系列丛书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翻译出版的
部分经典作品也开始重印，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唯一一套在广义上属于法理学科领域 （法政治学和
法社会学方向） 的译丛， 这套丛书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也是法理学者了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主
要窗口， 九十年代后崛起的新一代法学家莫不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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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黄文艺： 《中国法理学 30年发展与反思》，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年第 1期。
輧輯訛 苏力： 《当代中国的法学著作翻译———从制度或经济学的角度考察》， 载 《清华法学》 第四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30-149页。
輧輰訛 张文显： 《法理: 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 载 《清华法学》 2017年第 4期。
輧輱訛 这 46套译丛如下： 外国法律文库、 罗马法研究翻译系列、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 宪政译丛、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 美国法

律文库、 司法文丛、 法国现代法学名著译丛、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 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西方法哲学文库、 波斯纳文丛、 比
较法学丛书、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 法学研究生精读书系、 中国近代法学译丛、 公法译丛、 法学译丛、 宪政经典、 法与经
济学译丛、 法律经济学译丛、 世界法学译丛、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博观译丛、 法律与社会丛书、 法学学术经典译丛、 法律
文化之旅丛书、 法律语言学译丛、 政治与法律哲学经典译丛、 社会思想译丛、 法律哲学与一般法理学译丛、 法律今典译丛、
法意译丛、 法政科学丛书、 德语法学思想译丛、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分科本） ·政法、 西方法律与宗教译丛、 法律理论前沿
丛书、 法律经济学译丛、 雅理译丛、 自然法名著译丛、 葡萄牙法律经典译丛、 西方法律逻辑经典译丛、 法哲学与法理论口
袋书系列、 法哲学名著译丛、 欧诺弥亚译丛·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以上数据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整理。

四、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第三阶段 （1992-2019年）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 特别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的法理学研究也进入了稳步推进的阶段。輧輮訛 苏力教授曾提到，
“1992 年之后， 中国的法学著作和法典的翻译均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輧輯訛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
的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 （1992-2019 年）， 终于迎来了繁荣发展的盛况。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以译丛
为单位的法理学译著， 为中国法理学者深入研究西方法理学铺平道路。 这一时期， 俄语的译著几近
消失， “苏制” 法律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在第三阶段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国家政治经济环境
的影响。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左” 的思想进一步被破除， 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市场
经济的快速发展亟需法律保驾护航， 国家法治建设也真正等来了发展的时机。 二是法学翻译人才开
始涌现。 经过八十年代的培养，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 中国法学界涌现出一大批法学翻译人才， 老
一辈以俄语为主的翻译家不再是主导力量， 年轻一代的法学翻译者主要擅长英语和德语。 三是法理
学学科更名为国际通行的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作为法学意识形态学科的法理学正式同国际
社会接轨， 这也是法理学在中国法学体系和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赢得合法性学科地位的历史性突
破。輧輰訛 学科的正名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法理学者的热情， 法学翻译者可以名正言顺将西方法理学译
著 “请进来”。 四是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法治事业发展高度重视。 1997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和
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共同达成一个法治计划项目———翻译出版 《美国法律文库》 丛书计划， 由江平教
授担任编委会主任， 这套近 200册 《美国法律文库》 丛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法治事业的建设作出的重
大贡献， 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丛书的方式翻译西方法学著作的热潮， 法学译著开始步入 “译丛时代”。

（一） “译丛时代” 的法理学译著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从 1992 年到 2019 年中国法学翻译的总体情况， “译丛时代” 一定是
最佳选择。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中国学者以 “译丛” 方式大规模 “进口” 西方法理学经典著
作， 中国法治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毫无疑
问， 这些译著的引进， 对中国法治事业和市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 1992 年到 2019 年， 在
中国学者组织翻译的法学类经典译丛中， 一共可以找到 46 套在大体上归属于法理学领域的译丛。輧輱訛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影响力较大的西方法理学译著一般都可以在上述的 46 套丛书中找到。 换言
之， 以这 46 套法理学译丛为研究对象， 基本上可以分析出第三阶段法理学译著的整体情况，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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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阶段法理学译著选题的国别和语种
译著选题的国别和语种是研究法学翻译的重要内容， 选题的国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

学者对该国政治法律制度理论研究的程度， 其背后是法学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翻译
政治问题。 通过图 2， 可以总结出第三阶段法理学经典译著的选题在国别上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
法理学译著选题在国别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涉及大部分的欧美国家， 日本和俄国的译著仍
有引进，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放眼全球； 二是法理学译著选题在国别上和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译著
选题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联法理学译著为主， 而在近三十年中， 苏联的法理学
译著已经被 “驱逐” 出译介范围； 三是第三阶段引入的法理学译著中， 美国的法理学译著的数量名

这 46 套法理学学科的译丛， 足以洞悉从 1992 年到 2019 年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在第三阶段发展之迅
猛和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 上述的 46 套译丛中， 一共有 510 部法理学译著， 由此可以推断从 1992 年到
2019年， 国内学者在第三阶段翻译出版的法理学译著不少于 500 部 （主要是为了和第二阶段仅有的
十几部西方法理学译著做比较）。 这些译丛对中国法理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这 46 套译丛
为分析对象， 下文通过图表化的方式研究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第三阶段出版法理学译丛的机构、
法理学译著选题的国别和语种等关键问题。

1. 第三阶段法理学译丛的出版机构和译丛数量
在 46 套法理学经典译丛中， 一共有 16 个出版机构，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仅有的几家出版机构和

八十年代纷乱无章的出版样态相比， 第三阶段法理学经典译著出版机构呈现出百花齐放、 群雄并起
的局面。 其中， 贡献最大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有 11 套译丛； 其次是法律出版社， 有 9 套译
丛； 再次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 6 套译丛； 商务印书馆， 有 5 套译丛。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发现： 首
先， 法理学译著 “进口” 的主力集中于专业型的出版社， 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为
主； 其次， 综合型学术出版机构也不甘示弱， 主要以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
社和三联书店为主； 再次， 尽管有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法理学译丛批次不多， 但其中也不乏法理学
经典译著， 比如在中国法制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 “西方法哲学文库” 中， 几乎每一部译著都是法
理学领域的经典。

图 1： 1992-2019 年法理学译丛出版机构和译丛数量

译丛数量 （套）

译
丛
出
版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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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高鸿钧： 《美国法全球化： 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 载 《中国法学》 2011年第 1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黄文艺文。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舒国滢文。

列第一， 有两百多部， 占比达到所有法理学译著的二分之一， 而且是远超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德国和
英国， 这实际上和美国所推行的美国法全球化战略息息相关。輧輲訛 另外， 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反映
出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期， 法理学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 当
然，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法理学译著也一直是中国学者重点引进的对象。 近些年， 德国的法理
论和法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主要得益于 “进口” 德国的法哲学经典译著越来越多。

（二） 第三阶段法理学译丛的类型与经典译丛评析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法理学界从欧美国家 “进口” 了大量法理学经典译著。 上文以数据为
支撑， 从宏观层面上展示了中国法理学译著选题在国别和语种上所发生的巨变。 第三阶段大规模
“进口” 国外译著的同时， 国内也陆陆续续推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类丛书，輧輳訛 在法理学学术成果
上， 学术著作和译著的出版规模不断扩大， 这些著作和同一时期法理学界所探讨的主题是紧密相连
的。輧輴訛 毋庸置疑， 这些经典译著为国内学者深入探讨 “人权与法治”、 “市场经济法制体系”、 “司法
改革” 和 “法治与党的领导关系” 等法理学核心主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因此， 仅仅从宏观层
面去描述这些译著是不够的， 还需要结合当时的学术热点对经典译丛的引入进行微观评析， 才能真
正把握中国法理学的成长与法学翻译的内在关联性。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把握新中国法理学第三阶段
的译著情况， 本文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式， 从上文提到的 46 套法理学译丛中精选出 40 套经典译丛
进行类型归纳， 以译丛文库的名称和译丛中译著内容的整体特征为划分标准， 将第三阶段法理学经
典译丛划分为七种类型 （见表 4）。

1. 第一种类型： 法学交叉学科型
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法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中青年学者开

始在法学翻译领域崭露头角， 1994 年主要翻译出版法律社会学代表性论著的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
（共十部， 主编季卫东） 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整套付梓， 在当时各高校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 后
来苏力教授评论道， “季卫东等主编的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 事实上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

图 2： 1992-2019 年法理学译著的国别与译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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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苏力文， 第 139页。

表 4： 第三阶段法理学译丛分类

序号 译丛类型 具体译丛

1 法学交叉学
科型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 （1994）、 法律与社会丛书 （2005）、 法与经济学译丛
（2004）、 法律经济学丛书 （2004）、 法律经济学译丛 （2004）、 西方法律与
宗教学术论丛 （2011）

2 以国别为单
位型

罗马法研究翻译系列 （1992）、 美国法律文库 （1997）、 法国现代法学名著
译丛 （2000）、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 （2000）、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 （2002）、
德语法学思想译丛 （2010）、 葡萄牙法律经典译丛 （2015）、 欧诺弥亚译
丛·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2018）

3 以法学家命
名型 波斯纳文丛 （2001）

4 西方法哲学
经典型

外国法律文库 （1991）、 西方法哲学文库 （2001）、 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2001）、 法学译丛 （2003）、 世界法学译丛 （2004）、 博观译丛 （2005）、
法学学术经典译丛 （2005）、 法意译丛 （2009）、 法律哲学与一般法理学译
丛 （2009）、 自然法名著译丛 （2015）、 法哲学与法理论口袋书系列
（2017）、 法哲学名著译丛 （2018）

5 法理特定主
题型

宪政译丛 （1995）、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 （1995）、 司法文丛 （1998）、
公法译丛 （2003）、 宪政经典 （2004）、 法政科学丛书 （2009）

6 西方政法经
典型

政治与法律哲学经典译丛 （200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分科本）·政法
（2011）

7 凸显人文精
神型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2005）、 社会思想译丛 （2008）、 法律今典译丛
（2009）、 雅理译丛 （2014）

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理论法学格局， 使得中国法学理论著作以及以后的研究也都更多样化了。”輧輵訛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 作为法律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经典译丛，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005 年， 高鸿均
主编 “法律与社会丛书” 系列著作开始出版发行， 该套丛书侧重于法律社会学的著作， 一共出版 22
种图书， 法律社会学的译著有 10 种， 其中的 《选择的共和国： 法律、 权威和文化》 《魔阵·剥削·异
化： 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 和 《代码 2.0： 网络空间中的法律》 都属于法律社会学领域的经典
作品。 此外， 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更多的从社会学经典著作中吸取精华， 尤其是西方社会学
三大奠基人马克思、 涂尔干和韦伯的经典著作。 除了法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外， 还有法学与经济学
交叉研究、 法学与宗教学交叉研究和法学与语言学交叉研究等。

2. 第二种类型： 以国别单位的译丛
以国别为单位的译丛是法理学译著引进的重要方式， 主要包括以下经典译丛： 罗马法研究翻译

系列、 美国法律文库、 法国现代法学名著译丛、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 德语法
学思想译丛、 葡萄牙法律经典译丛、 欧诺弥亚译丛·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 “巨无霸” 的译丛———“美国法律文
库”， 该文库是 1997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共同达成 “中美元首法治计划” 项
目之一， 丛书的编委会主任是江平教授。 这套丛书对新世纪中国法学翻译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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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 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 6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伯恩·魏德士书； [德] G.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 王朴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德] N.霍恩著： 《法律科学

与法哲学导论》， 罗莉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輨輮訛 苏力： 《翻译、 反思于学术》， 载氏著 《波斯纳及其他》，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206页。

别为单位大规模引进西方法律著作是史无前例的。 截止 2019 年， 该套丛书一共出版图书 72 册， 译
著数量在法律专业译丛中名列前茅。 其中， 法理学类的译著一共有 36 册 （包含司法制度、 宪政理
论和律师职业道德等）。 这批译丛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亚于新中国成
立初期从苏联引入的法学著作。 然而， 法理学译著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是
法学翻译必须警惕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 全盘照搬和毫无限度的
法律移植是无法成功的， 译者需要牢记孟德斯鸠的忠言， “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 应该是非
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只是非常凑巧
的事。”輧輶訛

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 “美国法律文库” 之后， 以 “国别” 为单位的规模性法学译丛不断
涌现。 2000 年， 法律出版社推出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 译丛， 全面引进当代德国法学经典名著， 该
套丛书由米健担任编委会主任， 截止 2019 年， 该套译丛出版的法理学 （法哲学） 类译著一共有 20
种。 这 20 种法理学译著主要包括法学方法论名著、 法哲学专著、 教材和法学家的传记， 填补了国
内德国法领域的空白。 此外， 法律出版社于 2002 年推出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 由吴越担任主
编， 截止 2019 年一共出版了 16 种德国经典教材， 其中法理学 （法哲学） 教材有三本，輧輷訛 这三本教
材都是德国经典法理学 （法哲学） 教材。 以国别为单位的译丛还有 “现代法国名著译丛”、 “葡萄牙
法律经典译丛”、 “意大利法学译丛”、 “欧诺弥亚译丛·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等， 但由于这些译丛
译著的出版规模不大， 所以在学界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3. 第三种类型： 以法学家命名型译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推出 “波斯纳文丛”， 由苏力担任主编， 该文丛是国内学者对西

方法学家个人著作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以西方法学家个人著作作为译丛在中国法学翻译史还
是第一回， 这也是 “研究型” 翻译的典型特征。 翻译出版波斯纳的著作， 苏力的理论思想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波斯纳的影响， 亦如苏力所言， “译者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准备， 要能够把握所要翻译
的著作， 并对所译的著作一定要有某种学术的兴趣。”輨輮訛 在波斯纳思想的影响下， 苏力提出了 “本土
资源论”， “本土资源论” 在中国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激励一代又一代学子投身于社科法学建
设。 “研究型” 的翻译对译者本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也同样为其他研究人员全面了解该学者的
思想铺平了道路。 难能可贵的是， 苏力还分别为每一本译著都写了 “研究型” 的序言， “研究型”
的序言在其他的法学译著中难以找寻， 从这些序言中可以感受到波斯纳的思想对苏力教授的影响之
深。 实际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 邓正来最先采用 “研究型” 的方式翻译哈耶克的著作， 在哈耶克思
想的影响下， 邓正来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提出了关于中国法学主体性的命题，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如何构建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引发了学者对中国法学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一言以蔽之， 纯粹在
法学领域的 “研究型” 翻译而言， 苏力教授和邓正来先生所作出的贡献是具有开拓性的。

4. 第四种类型： 西方法哲学经典型译著
西方法哲学经典是中国法理学者译介的重点对象。 “外国法律文库” （1991） 开辟中国学者采用

“译丛式” 规模引进西方法哲学著作的先河， 由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担任主编的 “外国法律文库”
是我国首次系统性翻译西方法律著作的译丛， 也是九十年代初期我国法律翻译界规模最大的一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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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工程。 “外国法律文库” 这套丛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在译著选题上特别重视法理学经典的翻
译， 并且译丛还兼顾西方法学理论的各大流派， 包括波斯纳代表的法律经济学派、 凯尔森代表的纯
粹法学派、 德沃金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 哈特代表的新分析实证法学派等。 二是这批丛书的成功引
入为后续的系统性法学译丛翻译工作开辟了先河， 也培养一批优秀的法学翻译人才。 这批译丛的译
者大多数成长为该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 为中国法学翻译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包括张文显、 高鸿
均、 张乃根、 张志铭、 信春鹰、 米健等学者。

继 “外国法律文库” 之后， 2001 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推出的、 由许章润和舒国滢主编的 “西方
法哲学文库” 专门翻译出版西方法哲学经典， 这套文库一共翻译出版了 23 种法理学 （法哲学） 译
著， 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法哲学提供了很大帮助。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推出的， 何勤华担任
主编的 “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该译丛同样侧重于翻译出版西方法学名家经典作品。 法律出版社于
2005 年推出 “法学学术经典译丛”， 这套译丛全面翻译出版了法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庞德的四卷本
《法理学》， 为国内学者系统研究庞德的思想作出了较大贡献。 2015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 “自然法名著
译丛”， 该套译丛由吴彦担任主编， 该套丛书的译者都是国内研究自然法的专家， 丛书的质量比较
高， 也预示着国内自然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 第五种类型： 法理特定主题型
法理特定主题型译丛指的是以某一主题为单位的译丛， 在这些译丛中， 最显著的译丛就是 “司

法与宪政” 领域的译丛， 西方国家的民主宪制与司法体制一直是国内学者持久关注的话题， 属于宪
法学者和法理学者共同关注的领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 国内学者对西方民主宪政和司法
体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 国内翻译出版了大量以司法体制与民主宪制为主题的译
著， 最为经典的当属三联书店推出的、 由梁治平等学者担任主编的 “宪政译丛”。 这套丛书引发学
者对宪制理论的持续关注， 拓宽了宪法和法理学的研究领域。 2005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 “宪政
经典” 译丛， 本套译丛涉及美、 英、 日三国的有关代表作， 宪制领域的经典有 10 种译著。 2009 年
译林出版社推出 “法政科学丛书”， 该丛书由张千帆担任主编， 丛书的主题也是民主宪制理论的经
典， 张千帆教授在总编序中提到， “我们冀望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中国通过 ‘赛先生’， 看到更真实的
‘德先生’。” 该套丛书一共翻译出版了 9 种民主宪制领域的经典。 过往三十年， 民主宪制的话题一
直是国内法理学和宪法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 这些经典译著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6. 第六种类型： 西方政法经典型
研习法理者， 莫不知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下的 “政治·法律·社会类” 系列经典丛

书， 这套经典在近百年中国法理学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大规模引进苏联教材和专
著时期， 这批译著的翻译出版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仅在 “文革” 十年被中断过， 改革开放后又迅速
恢复翻译出版。 商务印书馆于 2011 年推出 136 册政法类译著， 即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分科本）·
政法” 译丛， 在一定程度是对该出版社近百年来所翻译的政法类译著的一次汇总。 作为非纯粹型的
法哲学译丛， 该系列译著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直保持较高的引证率， 很多经典也是法理学专
业硕士和博士的必读书目。

7. 第七种类型： 凸显人文精神型
以上六种类型的译丛特别注重理论研究， 但这些法理学经典著作满满都是 “学究气”、 “老古

董”， 没有 “烟火气息”。 2005 年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一套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译丛， 译丛的主编在
序言部分特别写道， “以往的译著最突出的一点是， 大多是一些理论和学术色彩较重的作品。 由于
致力于经典名著的引进， 选材不免惟学理高深者是取， 这样， 那些贴近社会生活的、 具有相当人文
色彩的作品就不多见了。 ……要全面看待法学， 不能忽视这门学科的人文性， 因此， 需要组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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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见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序言部分。
輨輰訛 同前引輨輯訛。

一套富于人文色彩的法学文库。”輨輯訛 因此，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在选题上， “一方面注重过去相对边
缘化的人文取向的作品， 追求从书的独特性； 另一方面， 也保持相当的开放性， 兼容并包， 让丛书
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百花园。”輨輰訛 从 2005 年到 2015 年， “上海三联文库” 一共出版 16 册法理学译
著， 这些译著充分凸显法学学科的人文趣味性。 该类型的译丛还有中国政法大学于 2014 年推出的
“雅理译丛”， 由赵晓力担任该套丛书的主编， “雅理译丛” 的选题重点关注法学著作中人文精神较
浓的作品， 该套译丛翻译出版了 17 种法理学经典译著， 这些译著涉及到法学各个学科的方方面面，
虽然没有统一的主题， 但都是颇具人文色彩的译著。 另外，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 2008 年推出的 “社
会思想译丛”， 由沈明担任主编， 该套译丛重点关注选题也同样是具有人文色彩的法学著作， “社会
思想译丛” 一共翻译出版了 20 种充分体现人文色彩的法学译著。 由此可见， 在过往的十年， 国内
学者对于人文精神的法学译著较为关注， 目的是告诫法律人不要丧失人文精神而成为操练 “法
条” 的机器。

五、 余论：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开创期和沉
寂期，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7 年 “文革” 结束， 译著的选题在国别方面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国家， 语种主要是俄语。 引入苏联 “国家与法的理论” 教材填补了新中国法学教育的空
白， 但不加甄别地移植苏联的 “阶级斗争法学” 给中国法制建设带来严重的破坏。 “文革” 十年，
中国法理学译著的翻译出版工作被中断， 中国法学度过了漫长的十年， 也是法学翻译工作沉寂的十
年。 改革开放后，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 法理学译著也开始步入恢复发展的阶
段。 这一阶段法理学译著的选题在国别和语种层面逐渐告别苏联的影响， 开始朝向西方国家， 首先
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内学者还翻译出版苏联的法理学教科
书， 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苏联法理学教科书的翻译工作普遍停止。 更为重要的是， 整个八
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西方法理学译著并不多， 属于 “零星式” 翻译阶段。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特别是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的发展步入新的台阶，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法理学译著
的发展终于迎来繁荣发展的 “译丛时代”， 这一阶段法理学译著开始呈现出 “爆炸式” 的增长， 在
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 国内学者翻译出版的法理学译著超过 500 部， 是前一百年法理学译著之和的
几倍。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 具体表现为政治逻辑、 市场逻辑和人才逻辑。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政治逻辑。 所谓的政治逻辑是指法理学译著的选题在国别、 语种和主
题方面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紧密相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 中国
政府采取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六法全书” 被废止后， 国内法制建设呈现出
停滞的状态， 加上当时苏联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 在法律移植方面也容易获得成功， 为
了填补空白， 开始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苏联教材和专著引入中国具有时代的必然性， 最重要的是出
于政治因素的考量。 改革开放后， 法理学译著的选题开始朝向西方国家而渐渐摆脱 “苏制” 时代的
桎梏， 也同样是政治逻辑在起主要作用。 随着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法理学研究步入恢复和重建阶段， 中国法学翻译也进入恢复发展期， 我国法
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法学翻译工作也重新开展， 但是这一时期译者还是明显受到 “左”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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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束缚， 所以翻译西方法学译著的工作进度比较慢， 步子不敢迈太快， 以至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法理学译著数量并不多。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西方法理学译著的工
作翻开崭新的一页。 尤其是江平教授主编 “外国法律文库” 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以丛书的形式翻译出
版西方法学著作， 紧接着 1997 年 “中美元首法治计划” 项目中的 “美国法律文库” 为新世纪迎来
“译丛时代” 开创了良好局面， 中国法治事业建设和法学翻译工作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也是政治
逻辑的直接体现。 新世纪， 中国成功加入 WTO， 法理学译著也迎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法学翻译
与政治环境是紧密相邻的。 尤其是法理学译著， 法理学作为法学意识形态的学科， 其背后折射的意
识形态是译者必须意识到的。 一言以蔽之， 意识形态一直是法理学翻译过程中 “一只看不见的手”，
法理学译者需要认真对待法学翻译和法律移植。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市场逻辑。 所谓的市场逻辑就是法理学译著的数量规模和市场经济有
着内在的关联。 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 国内商业经营的出版社并不多， 这一时期， 主要是国营的出
版社和行政性质的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内法理学教材型译著的出版基本上集中在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学者如果不是出于教学和研究则很少参与翻译工作， 所以这一时期的译著并不多， 选
题也往往是指定的。 改革开放后， 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 践行市场逻辑， 这一时期， 学者可以从
翻译工作中获得微薄的利润。 1992 年以后， 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迅猛，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商业
出版机构， 出版商和译者都可以从法学翻译中获得不错的报酬， 这也激发了学者投身于法学翻译事
业。 出版机构根据市场的需求， 组织策划法理学译丛项目， 然后再去联系该领域的学者参与翻译，
如此分工合作对双方都有效用， 遵从市场逻辑可以提高法学翻译的效率。 但是， 同样的， 在市场逻
辑下， 一些冷门的没有市场的又没有资助的法理学译丛则很大可能会 “烂尾”， 这样的市场逻辑也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译者的积极性。 所以， 在近三十年的译丛中可以发现有的译丛有上百本译著，
而有的译丛仅仅出版一两本译著就不再继续翻译出版， 这就是翻译背后的市场逻辑。

新中国法理学译著发展的人才逻辑。 法学翻译仅有丰厚的资金资助还不行， 没有法学翻译人才
一样行不通。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政府派法科生到苏联学习俄语， 回国后， 这些学生开始着手翻
译苏联法学理论的著作， 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顺利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 译著的选题
不再朝向苏联而是朝向西方国家， 但是这一时期缺乏精通英语的法律人才， 这也是导致上世纪八十
年代没有大规模翻译出版西方法理学译著的主要原因， 因为当时的大学教育已经停办多年。 大学复
办后才慢慢培养一批优秀的法律翻译人才。 经过八十年代的培养， 在九十年代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年
轻的法律翻译人才， 这些人才后来大多数成为该学科领域的中流砥柱。 新世纪， 随着法学生出国留
学的人数越来越多， 西方各个国家的法学译著都有学者开始着手翻译， 特别是德语世界的经典。 德
国留学生和德语法律人才为新世纪译介德语法哲学经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亦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在译介国外法学专著和教材方面, 整体上告别了 “一边倒” 的
“苏制” 时代， 开始博采各国法治建设之所长， 无论是数量和范围以及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任
何时期， 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輨輱訛 在新世纪， 中国学者在法律移植和回归本土之
间不断探索， 中国法学有意识在摆脱 “中国” 与 “西方” 二元对立的局面， 在世界法学的坐标上中
国法学开始崭露头角。 法学翻译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
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 要高度重视法学翻译工作， 中国法学翻译人才要认真对待法学翻译

輨輱訛 高鸿钧： 《法律移植： 隐喻、 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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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translation�is�the�basic�project�of�the�modernization�of�the�rule�of�law�in�China.�
The�development�of� jurisprudence� translation� in�New�China�has�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silent� stage� (1949-1977).� In� this� stage,� the� topics� of�
jurisprudence� translation� are�mainly� select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language� is�mainly�
Russian;�in�the�second�stage,�the�topics�of�jurisprudence�translation�are�changed�from�the�Soviet�
Union� to� the�western� countries,� but� there� are� only� a� few�western� jurisprudence� classics� in� this�
stage.�The�third�stage�is�the�period�of�prosperity�(1992-2019),�in�which�legal�translation�in�China�
begins�to�enter�the “era�of�translation”,�with�the “explosive” growth�of�legal�translation,�and�the�
cause�of�legal�translation�presents�a�prosperous�situation.�The�translation�of�jurisprudence�in�this�
stage�can�be�divided�into�seven�types:�interdisciplinary,�country�based,�jurist�named,�western�legal�
philosophy� classic,� jurisprudence� specific� theme,� western� political� and� legal� classics� and�
highlighting�humanistic�spirit.�Looking�back�on�the�difficult�and�tortuous�development�process�of�
jurisprudence�translation�in�the�past�70�years,�we�can�find�its�internal�development�logic,�which�is�
embodied�in�political�logic,�market�logic�and�talent�log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Jurisprudence； Legal� Translation； Legal� Transplantation； Legal�
Modernization

和法律移植，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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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环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环境法律责任的功能协
调与体系重构研究” （项目批准号： 18BFX174）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翟华云、 刘亚伟： 《环境司法专门化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吗？ ———来自专门环境法庭设置的准自然实验》， 载 《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第 6期。

譺訛 参见 [英] 吉檀迦利·纳因·吉尔： 《印度环境司法： 国家绿色法庭》， 李华琪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3-37页。

刘长兴 *

内容提要： 环境行政是相对独特的行政管理领域， 我国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发展方向已经明
确， 因此环境行政案件的外部界分和内部分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目前为止， 主要按照行
政管理范围或者被告身份等形式标准来区分环境行政案件， 并不能适应环境行政案件专业
化审理的需要。 应当基于环境行政的基本特征将环境行政案件与其他行政案件进行实质区
分； 进而分析环境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和基本类型， 并结合环境行政审判的现实情况对环境
行政案件进行分类， 为提升环境行政案件审判质量奠定基础。
关键词： 环境行政 环境行政案件 风险性 技术性 类型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5

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法理与方法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 体现在环境资源审判组
织的普遍设立、 审判程序的逐步完善， 以及 “三审合一” 乃至 “四审合一” 的不断推进等方面。 尽
管仍面临不少质疑， 但是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于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能够得到实证分析的支持，譹訛

而且国外也有环境法院和法庭建设的成功经验，譺訛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环境司法
专门化的方向势必将坚持下去。 伴随着各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普遍设立、 环境资源法庭乃至环
境法院建设的展开， 不同类型的环境资源案件集中、 统一管辖是大势所趋， 即环境民事案件、 环境
刑事案件、 公益诉讼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统一划归环境资源审判庭或法庭审理。 其前提是将环境资
源类案件从所有案件中区分出来， 这在刑事案件、 公益诉讼案件中并无太大困难， 民事案件中虽然
面临一些困难， 但基本形成了分辨环境资源类民事案件的标准， 而环境行政案件的区分却面临诸多
困难。 虽然从 2018 年 7 月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已经承担了环境行政案件的审判职
责， 但是环境行政案件的范围及类型仍不清晰， 这不仅可能妨碍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 更不利于
环境行政案件的正确审理。 本文以环境行政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以 2020 年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类
行政案件为分析对象， 探讨环境行政案件的范围和类型， 以期为环境行政案件的分类提供参考， 推
动环境司法专门化和环境行政案件审判质量的提升。

一、 环境行政案件的类型化需求

环境司法专门化建立在环境资源案件独特性的基础之上， 即环境资源案件能够从一般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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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公益诉讼案件纳入环境资源审判存在另外一重意义上的范围争议， 即公益诉讼不仅限于环境公益诉讼， 而消费者公益诉讼
等并非环境保护争议。

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类型， 进而根据需要区分为不同的具体类型。 因此对于环境行政案件
的类型， 需要从内外区分两个层次上认识， 一是环境行政案件与其他行政案件的界分， 二是环境行
政案件内部的不同类型。

（一） 行政案件体系中环境行政案件

行政审判实践中， 通常按照案由对案件进行分类和体系化， 即将行政案件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
为不同的类型， 从而展现行政案件的基本特征和结构关系， 但是分类标准并不像刑事案件、 民事案
件那样清晰明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发 〔2004〕 2 号） 将行政案件
的案由分为作为类案件、 不作为类案件和行政赔偿类案件， 其中作为类案件再按照行政管理范围和
具体行政行为种类进行划分， “环境保护” 是行政管理范围的一个具体类型， 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
案由， 但是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种类划分的案由中无法区分出环境行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 （法发 〔2020〕 44 号， 以下简称 《行政案件案由规定》） 调整了行政案件案
由的划分思路， 取消了按照行政管理范围进行的类型划分， 将 “行政行为” 作为一级案由， 二级案
由基本按照行政行为种类进行划分， 包括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类型以及行政赔偿、 不履行职责
和公益诉讼等。

新的行政案件案由规定势必导致环境行政案件淹没在一般行政案件中， 难以明确区分， 这不符
合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方向。 虽然按照被告可以区分出环境管理部门实施行政行为导致的纠纷案
件， 但是事实上存在环境管理部门实施的非环境管理行为， 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
实施的环境管理行为， 因此这并非环境行政案件界分的合理标准， 也不符合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初衷。

（二） 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必要性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明确环境行政案件范围的外在需要。 我国的环境司法专门化肇始于地方的实
践探索， 正式的制度化推行以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设置环境资源审判庭为标志。 在案件类型上，
最初仅审理环境资源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譻訛 然后逐步朝着 “四审合一” 的目标推进。 但是环
境行政案件纳入环境资源专门审判必须将其从一般行政案件中区分出来， 而这一区分并一目了然，
不管是从争议行政行为的职权主体还是行为内容角度， 明确界定环境行政案件都存在模糊之处。 司
法实践中采用被告身份作为区分标准， 将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的
行政案件纳入环境资源审判， 并未真正解决环境行政案件的范围问题。

环境资源审判的科学化需要对环境行政案件进行类型化。 更进一步看， 对环境行政案件的界分
不能仅仅停留在环境审判的 “分案” 层次， 还需要对具体的环境行政案件类型进行分析和整合， 这
是环境行政案件审理精细化、 科学化的需要。 如果环境保护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领域， 可
以成为环境行政案件范围界定的基础， 那么其中也必然包括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 对环境行政案件
的分类是否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一般分类标准进行， 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参照一般行政案件的
分类， 需要结合环境行政案件的特征进行分析， 发现和比较环境行政案件的特征和规律。

（三） 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基础

因此， 从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角度，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分环境行政案件， 将哪些案件纳
入专门化环境司法途径进行专业审理， 以及更进一步地如何划分环境行政案件的具体类型以提升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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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参见赵鹏： 《风险社会的行政法回应： 以健康、 环境风险规制为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72页。
譽訛 样本来源于北大法宝网司法案例数据库， 检索条件为： 案由 “环境保护”， 案件类型 “二审”，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审结日

期 “2020.01.01-2020.12.31”， 共检索到 132 个案例， 剔除类型划分错误 （如将环保类公司提前的诉讼归入环境保护类案
件）、 系列案重复等案件后， 获得 95个案例样本。 “环境保护” 是按照 “行政管理范围” 划分的具体案由， 虽不准确但基本
可以涵盖环境保护类行政争议案件， 包括以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的环境管理争议案件。 限定 “二审” 是考虑到经过上诉的
案件更具有典型意义， 同时为了减少样本数量。

譾訛 参见宋豫秦、 陈昱昊： 《近 20年国际环境保护研究热点变化与趋势分析》， 载 《科技管理研究》 2017年第 19期。
譿訛 参见 “盐山合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盐山县人民政府不服收回特许经营权决定纠纷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冀行

终 467号行政判决书。

判的科学性。 在依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案件案由难以进行辨别的情况下， 对环境行政案件的
界分和类型划分需要回到环境行政的基本法理并结合环境行政案件的审判实践展开。 首先是准确辨
识环境行政案件的独特性。 因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具有显著的风险管理、 技
术管理特征， 是典型的风险行政。譼訛 抓住环境行政的风险行政和环境保护专业技术性特征， 是将环
境行政案件从一般行政案件区分出来的关键。 其次要总结环境行政案件审判的实践经验， 从已有环
境行政案件中发现不同的审判关注点、 案件特征和裁判规律， 从而作为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基
础。 因为涉及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的诉讼案件数量庞大， 本文选取 2020 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二审
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作为分析样本，譽訛 并在必要时观察和分析其他环境行政案例。

二、 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形式与实质

环境保护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通常包括了污染防治、 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 生态保护等多个方
面，譾訛 多个行政管理领域都与环境保护有关， 那么对于环境行政及环境行政案件的界分和类型化，
就存在管理部门、 管理目标、 管理内容等不同的标准， 需要分析不同标准的内涵和特征。

（一） 环境行政案件界分的形式标准及其问题

最初归入环境资源审判的环境行政案件是按照被告来划分的， 一是将被告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
部门、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案件纳入环境司法专门化范围， 二是按照环境管理和自然资源
管理划分案件的具体类型。 这是界定环境行政案件的最为形式化的标准， 在其他界定标准难以实行
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 但是并未解决环境行政案件认定的争议， 例如大量征地补偿案件以自然资源
行政管理部门为被告， 从而被纳入环境资源审判， 但是征地补偿案件特别是城镇地区的征地补偿基
本上是经济权益争议， 并不涉及环境保护问题。

进一步的方案是以行政管理目标为标准来界定环境行政案件， 即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行政管理
行为争议应当纳入环境行政案件。 但是， 环境保护目标也不是容易把握的标准， 典型的环境行政行
为当然以环境保护为目标， 同时也存在虽然以环境保护为目标但采用了其他管理措施的案件， 例如
关于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的争议， 虽以环境保护为目标， 但是本质上是特许经营合同争议。譿訛

环境行政案件划分的形式标准导致的问题是， 部分案件虽然是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为引
起的争议， 或者是为保护环境作出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 但是本质上是行政管理中的经济等权益纠
纷， 与其他领域的行政案件具有更多的共通性， 作为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反而导致不必要的特殊化和
非专业化。 进而， 不管是被告标准还是环境保护目标标准， 都无法支持环境行政案件的进一步分
类， 而将环境行政案件作为一个类型的粗略划分不足以支持审判的针对性展开。 因此， 需要环境行
政案件界分的实质性标准。

5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2期

讀訛 叶必丰： 《行政行为原理》， 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 第 71页。
讁訛 参见吕忠梅主编： 《环境法导论》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90-93页。
輥輮訛 参见辛帅： 《我国环境执法诉讼制度的矫正》， 载 《学习与探索》 2019年第 3期。
輥輯訛 [美] J. R.麦克尼尔： 《阳光下的新事物： 20世纪世界环境史》， 韩莉、 韩晓雯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第 1页。
輥輰訛 按照前述标准筛选出的 95个样本案例中， 行政处罚案件 81件占了绝大多数， 行政强制措施案件 3 件， 行政许可案件 2 件，

行政给付案件 2件， 行政处理案件 3件， 行政协议案件 1件， 不履行职责案件 1件， 另有 2个案件涉及不可诉行为。

（二） 环境行政案件的独立及分类的理论依据

从行政案件案由的调整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案件的类型化经历多年的 “行政管理范
围” 和 “行政行为种类” 双规标准适用后， 已经明确转向行政行为种类单一标准， 意味着行政行为
性质和种类成为区分不同类型行政案件的唯一标准。 这否定了按照被告 （基本等同于行政管理范
围） 来界定环境行政案件的思路， 但是并未给出辨识环境行政案件的其他标准， 表面上看与环境司
法专门化的现实需要相悖， 不利于从行政案件中区分出环境行政案件纳入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制。
但是， 行政案件案由确立行政行为种类为唯一划分标准， 代表了对行政案件分类的实质化方向， 即
不再关注行政管理领域、 管理主体等表面特征， 而是根据行政行为的模式来划分案件类型、 展开审
理工作， 这为环境行政案件的类型化指明了方向。 行政行为的模式是某类行政行为的典型特征的理
论化和固定化， 表现为行政行为的概念或范畴， 如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等，讀訛 尽管
还存在一些不同观点， 但对于行政行为的类型化存在基本的共识， 《行政案件案由规定》 确定行政
案件的一级案由为 “行政行为”、 二级案由为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措施” “公益诉讼” 等， 即反
映了行政行为划分的理论共识。

环境行政立法和环境行政执法是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基本实现方式，讁訛 环境司法的审查对象也包
括环境行政行为，輥輮訛 但是对于环境行政行为的基本概念、 特征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这与行政
法上对行政行为理论的重视形成了极大反差， 也与环境立法中主要规定环境管理制度的实践不相适
应， 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行政案件范围不清、 类型不明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 环境问题被认为是
“阳光下的新事物”，輥輯訛 相对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处理的其他事务而言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环境管理
过程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必须作出适应性改变。 环境行政由此具有区别于一般行政的特征， 应当可以
从一般行政中独立出来成为实质上不同的行政领域， 进而环境行政行为也需要适应环境管理的特点
作出适应性调整， 在行为目的、 方式特别是行政权力行使模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相比于一般行
政领域， 环境行政和环境行政行为的独特性是区分环境行政案件的基础， 而环境行政行为的多样性
和规律性是对环境行政案件进行分类的基础。

对环境行政案件的实质划分需要以环境行政行为的特征和性质为依据， 摒弃行政管理主体和行
政管理目标的表面化标准， 这需要对环境行政、 环境行政行为及其类型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在充分
认识环境行政特殊性以界定环境行政之范围的基础之上， 深入认识环境行政行为的基本要素、 基本
规律和基本特征， 实现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合理分类。

三、 基于环境行政特征的案件类型化

环境行政和环境行政行为的特殊性是通过与一般行政、 行政行为的对比而显现的， 包括理论上
的比较和实证案例的对比分析。 基于环境行政行为的概念分析欠缺， 理论上的对比需要基于行政法
上的基本概念、 结合环境管理的特殊性来完成。 实证案例的对比， 需要发掘环境保护类行政案件的
特殊之处， 但是从样本案例的情况看， 基本的案件类型并无明显特征，輥輰訛 具体争议点呈现出一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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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宋华琳： 《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研究： 体系、 课题与立场》， 载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輥輲訛 一般认为， 行政机关相对司法机关等更适合作出专业性判断。 参见张冬霞、 马民鹏： 《对公安机关治安处罚判断余地的司法

审查》， 载 《人民法院报》 2008年 4月 25日第 6版。
輥輳訛 参见金自宁： 《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2年第 4期。
輥輴訛 参见韩德培主编： 《环境保护法教程》 （第八版），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68-96页。

殊之处， 需要结合环境行政理论进行分析。

（一） 环境行政的特殊性

环境管理是行政管理的一个专门化领域， 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淡化了其行政色彩， 但不能从根本
上否定环境管理的行政属性。 相比较而言， 环境行政具有风险性、 技术性、 程序性等特征， 实践中
也主要由专业化的管理部门实施具体的管理行为， 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行政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行政领域。

首先， 环境行政是典型的风险行政。 环境法上注重预防原则， 原因就在于环境问题的风险属
性。 风险行政法应关注风险概念的界定、 预防原则与国家的风险保护义务、 风险行政活动方式革新
及风险责任，輥輱訛 对环境风险的关注是环境行政的基本特征， 相应的基本原则、 行政方式、 行政程序
和行政裁量权等也应有不同的安排， 从而形成环境行政的最根本特征。

其次， 技术性和复杂性是环境行政的基本特征。 环境问题的风险性具体体现为技术复杂性， 导
致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成因和后果缺乏确定性的知识。 科学技术性也是环境法的基本特征， 与一般
行政决策的作出建立在相对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不同， 环境行政通常需要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 基
于风险不确定性作出决策。 因而环境行政决定也呈现高度的专业技术性， 相对更依赖行政机关的专
业技术判断，輥輲訛 甚至需要借助专家意见来完成行政决策。

再次， 环境行政更依赖行政程序保障其公正性。 由于环境行政具有风险性和技术性， 意味着作
出行政决定具有更大的主观性， 因此风险规制的 “民主化” 尤为重要， 应当引入公众参与等程序。輥輳訛

程序的重要意义是环境行政的基本特征， 决定了环境行政案件中应当重视程序合法性判断。

（二） 环境行政行为及其类型化

环境行政行为是环境行政的具体表现形式， 因此从总体上也应当反映环境问题的风险性、 技术
性， 并更加注重程序正当性。 按照行政管理范围划分的形式意义上的环境行政案件， 可能包括按照
行政行为类型划分的所有行政案件类型， 即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等常见类型和行政确认、 不履行职
责等非常见类型。 但是， 并非所有的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行为都具有环境行政的基本特征， 或者说
构成实质上的环境行政行为。 对环境行政行为的辨识要基于环境行政的特征， 从行政行为的环境风
险预防属性、 决策的技术考量、 对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效果的直接追求等方面进行衡量， 并结合环
境保护法律的规定进行界定。

具体来说， 依据环境保护法律作出的、 直接以环境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为目标的行政行为， 应
当属于环境行政行为， 所引起的行政争议属于环境行政争议。 事实上， 我国 《环境保护法》 等环境
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是围绕环境行政的需要设计的， 从制度规则上已经反映了环境行政的基本特
征， 典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排污许可制度、 “三同时” 制度等，輥輴訛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人民
政府以及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等在实施这些制度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 原则上都属于环境行政
行为。 当然， 环境保护法律的范围也存在模糊之处， 特别是农业法等主要规范农业经济管理、 同时
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存在不同观点， 在此情形， 可以结合行政行为的直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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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周伟： 《论行政权是行政行为成立的唯一一般要件》，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7期。

的、 作出机关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这样选择的结果是， 环境行政行为的具体类型仍与行政行为的具体类型高度重合， 《行政案件

案由规定》 明确的行政处罚等二十二类二级案由都可能是环境行政案件的案由。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
环境行政案件界分的意义， 不管是回应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需求， 还是建立能够有效应对环境问题的
环境行政体系， 都应当基于环境行政的特征来认识环境行政行为。

（三） 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实质判断与形式标准

因此， 对于环境行政案件的类型化应当建立在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实质判断之上， 针对环境行政
行为的具体类型来对环境行政案件进行类型化， 从而划分纳入环境资源审判的行政案件的合理范
围， 并形成环境行政案件的类型体系。 但是， 由于环境行政实质判断的理论设想未必能够完全对应
于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的实践， 应当结合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作出主体和直接目标等形式化标准进
行综合判断， 以完成环境行政案件的类型化。

四、 环境行政案件界分与类型划分

上述思路的落实需要对照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的实践。 从本文研究选择的 95 个样本案例来看，
不管是环境行政案件与其他行政案件的界分， 还是环境行政案件具体类型的划分， 都还存在一些混
乱。 在此结合环境行政和环境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针对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案件的外部界分和内
部分类问题， 提出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建议。

（一） 环境行政案件的实质界分

将环境行政案件与其他行政案件区分开来， 需要基于环境行政的特征辨识环境行政行为， 将针
对环境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作为环境行政案件进行专门化审理。 从实践情况来看， 需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衡量以区分出环境行政行为。 一是直接以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为目标。 环境行政的目标在
于保护环境， 但是具体行政行直接针对的可能是特许经营资格、 产品质量等， 只是间接实现环境保
护目标， 此类行政行为不宜作为环境行政行为纳入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 二是以污染防治和资源保
护法律为依据。 环境行政法律制度规定在环境保护法律中， 包括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综合性单行法、
污染防治法、 自然资源法等， 其中综合性环境保护制度和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
标， 纳入环境行政基本不存在争议； 但是自然资源管理涉及资源利用和资源保护两个角度， 而且二
者难免存在交叉， 但资源利用更多体现经济目标， 对应的管理行为如土地权属登记、 土地征收补偿
等不宜作为环境行政行为， 而直接以资源保护为目标的行政行为应当属于环境行政行为， 如针对自
然资源破坏作出的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等。 三是作为环境行政权行使的结果。 行政权是行政行为成立
的基本要件甚至唯一一般要件，輥輵訛 环境行政权是环境行政行为的职权基础， 行使环境行政权作出的行
为当属环境行政行为。 环境行政权需根据权力的法律来源结合行政机关的职权设置方案进行识别。

司法实践中， 将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纠纷、 土地征收补偿纠纷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审理并不
适当。 虽然污水处理经营与污染防治有关， 土地征收涉及土地资源管理， 但是这些行政争议的本质
并非环境保护问题， 不宜作为环境行政案件进行审理。

（二） 环境行政案件的基本类型

在界分环境行政案件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案件类型划分应当遵循行政行为类型化的基本思路。

54· ·



环境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法理与方法

輥輶訛 章志远： 《行政行为概念之科学界定》，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03年第 1期。
輥輷訛 参见前引讀訛， 叶必丰书， 第 60-74页。
輦輮訛 参见章志远： 《当代中国行政行为法理论发展的新任务》， 载 《学习与探索》 2018年第 2期。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章志远文。
輦輰訛 例如 “李建平与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等申请撤销行政批复案”，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 冀 01行终 140号行政判决书。
輦輱訛 例如 “诉讼代表人姬某、 孙某等与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行政行为案”，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2019） 沪 03行终 607号行政判决书。
輦輲訛 参见曹实：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的性质界分》， 载 《学术交流》 2016年第 2期。
輦輳訛 参见张锋： 《协商规制视阈下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研究》， 载 《环境保护》 2020年第 9期。
輦輴訛 例如 “东丰县润丰牧业有限公司与东丰镇人民政府、 东丰县农业农村局等其他行政行为案”，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吉 04行终 16号行政判决书。
輦輵訛 例如 “巢湖市石山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巢湖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案”，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皖 01

行终 177号行政判决书。

尽管对行政行为的界定还存在学理争议，輥輶訛 对行政行为的分类也存在不同观点，輥輷訛 但行政行为的基本
类型仍有规律可循， 并且反映在 《行政案件案由规定》 确定的二十二个二级案由中。 对照该案由规
定， 并考察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 可以初步总结环境行政案件包括以下类型。

一是环境行政处罚和环境行政强制案件。 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是典型的行政行为， 相关立法基
本成熟， 相关理论朝向精准化发展，輦輮訛 也是环境行政领域常用的行为方式。 环境行政的技术考量等
需要反映在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的决定过程中， 因此环境行政处罚和环境行政强制应当成为行政处
罚和行政强制的特殊类型。 95 个样本案例中， 行政处罚案件有 81 件、 行政强制措施案件 3 件， 都
属于典型的环境行政争议。

二是环境行政许可案件。 《行政许可法》 对行政许可进行了界定， 但是许可的范围和类型仍有
模糊之处， 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的统合问题仍有待研究。輦輯訛 环境行政中有大量许可和审批， 一是排
污许可和自然资源利用许可， 排污许可和取水等自然资源利用许可是环境行政的基本方式， 在全面
推行排污许可和自然资源利用许可过程中， 已经产生的行政争议是行政许可案件的重要类型。 二是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产生的行政争议
被归入行政许可类案件，輦輰訛 或者被笼统归入环境保护争议，輦輱訛 当属于行政许可案件。 但是 《行政案件
案由规定》 中将 “行政批复” 作为独立的二级案由， 实践中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也多用批复的形
式， 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行为的争议归入行政许可案件还是行政批复案件似可斟酌。

三是环境行政处理案件。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环境行政中常见的行政行为类型， 样本案例中有
3 个案件是不负行政机关针对环境违法行为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决定而提起的。 尽管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常与行政处罚并列规定， 而且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之间还存在模糊之处， 但是一般认
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命令，輦輲訛 《行政案件案由规定》 的 “行政处理” 二级案由下明确了 “责
令改正” 三级案由， 针对环境违法的责令改正决定的争议当归入行政处理案件。

四是环境行政协议案件。 行政合同已经成为重要行政行为类型， 环境行政合同也是实现环境管理
目标的重要方式，輦輳訛 但也产生了不少争议并形成行政案件，輦輴訛 而且为达成环境保护目标需要特殊的协
议内容。 对于行政协议纠纷的处理还存在不少争议， 但是将其作为单独的一类行政案件已经为 《行政
案件案由规定》 所确认， 环境行政协议当属行政协议的一个重要类别， 作为行政协议案件进行审理。

五是环境行政给付案件。 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 政府为企业提供资金补贴以促使企业履行一定
的环境义务也是常见的管理措施， 在补贴资金的发放或者收回中可能产生行政争议。輦輵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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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不履行环境管理职责案件。 环境管理中行政不作为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损害特别是人身健
康损害， 而行政不作为的可诉性已经在立法上确认， 《行政案件案由规定》 也将不履行职责列为二
级案由， 不履行环境管理职责当归入不履行职责类行政案件。

另外， 环境行政管理中一些行政行为因非强制性等原因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所引起的争议
应当循其他途径解决， 这在环境保护类行政案件中也有反映。 我国行政法受管理论范式影响， 大量
的行政法律具有不可诉性，輦輶訛 但在当事人针对特定行政行为起诉时应当立案进行审查， 环境行政管理
中的不可诉行为应当作为相对独立的案件类型进行审查。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 可能出现更多类型的环境管理领域的行政诉讼案件， 是否按照环境
行政案件纳入环境资源审判范围需要结合环境行政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五、 余论： 环境行政案件的审查重点

环境行政的特殊性是对环境行政案件进行界分和分类的基础， 而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又产生环境
行政案件的客观需求， 立足于环境行政法律理论和环境司法实践开展环境行政案件的类型化研究仍
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目标是提升环境行政审判的质量。 从环境行政的基本目标出发， 基于环境行政
的风险性、 技术性特征， 决定了环境行政行为的作出需要更多的技术判断和预测， 这需要更大的行
政自由裁量空间。 因此， 对于环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仅要注重合法性审查， 更要注重合理性审
查， 不管是环境行政的目标还是具体的行政措施都应当注重合理性。 相对而言， 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审查是比合法性审查更复杂的过程， 这也是环境行政案件专业化审理的基本理由， 而提升环境行政
行为的合理性也是环境司法要追求的重要目标。

輦輶訛 杨海坤、 蔡翔： 《行政行为概念的考证分析和重新建构》，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1期。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on�is�a�relatively�unique�administrative�field,�and�the�devel-
opment�direction�of�specialization�of�environmental�justice�in�China�has�been�clear,�so�the�exter-
nal�boundary�and�internal�classification�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cases�are�of�great�practi-
cal�significance.�At�present,�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cases�are�mainly�classified�according�
to�the�formal�standards�such�as�the�scope�of�administrative�management�or�the�identity�of�the�de-
fendant,�which�can�not�meet�the�needs�of�professional�trial�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cases.�
We�should�make�a�substantial�distinction�between�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cases�and�other�
administrative�cases�based�on�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on,�and�then�
analyze�the�particularity�and�basic�types�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acts,�and�classify�envi-
ronmental�administrative�cases�according�to�the�actual�situation�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
trial,�so�as�to�lay�a�foundation�for�improving�the�trial�quality�of�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cas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Cases； Risks；
Technological； Categorization

56· ·



*程信和，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 广东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曾晓昀，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博士后， 广东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譹訛 习近平： 《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11月 13日第 2版。

程信和 曾晓昀 *

内容提要： 经济法作为新兴的、 重要的法律部门， 目前突出的短板是缺少一部反映其整体
形象的法典式立法， 尤其是没有 “总则”， 难以满足从总体上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关系、 促
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 应总结改
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立法经验和学术界共识， 设计 《经济法典》 的 “总则” 编， 着重从立法
宗旨、 基本原则、 权利架构、 法律行为、 责任设置以及制度合力等角度， 发掘经济法的本
源， 阐述经济法的整体形象， 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之法治基因。 这一填补法律
空白的原创性研究， 有助于打造中国特色、 国际视野的法学话语体系， 推进新时代的经济
法学研究， 并产生积极的世界影响。
关键词： 经济法典 总则 原创性 整体形象 成功基因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6

经济法典 “总则” 论

引言： 中国市场经济成功模式之 “法典化”

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发布之后， 又出台了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为经济法的发展设立了更高位的标准，
展示了更辉煌的前景。

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 “坚持系统观念”。 习近平同志要求：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激活高质量
发展新动力。”譹訛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 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经济法的制度支撑， 正成为经济法学人的积极行动。

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 目前突出的短板是缺少一部反映其整体形象的法典式立法， 尤其
是没有 “总则”， 导致经济法显得比较零散， 不易完整把握和有效应用。 《民法典》 颁布之后， 法学
界对部门法的法典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经济法学界亦是如此。 已有学者发出先声： 将中国经济建
设模式的成功经验进行法典化， 最高表现形式即是 《经济法典》。

从学理上讲， 几年前经济法学界设计 《经济法通则》 时， 相关研究为 《经济法典》 提供了制度
雏形。 2018 年 12 月推出的 《经济法通则 （学者建议稿）》， 分为总则、 分则、 附则。 其中， “总则”
设了六章： 基本规定； 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经济法中主体的权利； 经济法律

57·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2期

譺訛 程信和： 《经济法通则原论》，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9年第 1期。
譻訛 刘国臻： 《新时代经济法的先声》， 载程信和主编： 《经济法通则立法专论》， 濠江法律学社 2019年版， 第 156页。

行为； 经济法中的责任。 “分则” 设了十章： 市场运行法律制度；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法律制度； 财
政税收法律制度； 货币金融法律制度； 产业发展法律制度；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法律制度； 消费法律
制度； 投资法律制度； 对外开放法律制度； 经济监督法律制度。譺訛

从实践上看， 中国经济建设模式既确立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 但又不放任自由， 而是强调有效
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 保障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经济法因其把握经济发展主旋律， 必能
指引、 规范和保障国民经济行稳致远。 改革经验表明， 新兴经济法已成为独立的、 基本的、 重要的法
律部门， 这就是 “整体经济法” 的观念。譻訛 《经济法典》 正是经济法整体形象的理想载体、 理性载体。

我们建议， 立足国情和时代， 贯彻宪法， 未来的 《经济法典》 可分为总则、 分则以及附则。
“总则” 结构如下： 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二章， 国民经济治理现代化制度基础； 第三章， 经济法
主体； 第四章， 经济法权利； 第五章， 经济法行为； 第六章， 经济法责任。

本文着重从 《经济法典》 “总则” 编入手， 通过对经济法的定位、 主体、 权利、 行为、 责任等
方面进行研讨， 原创性地提出 “总则” 编的基本思路， 打造中国特色、 国际视野的经济法话语体
系， 展示经济法的整体形象和特别功能， 得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 “经济法答案”。 此项
设计， 既填补 “总则” 这一法律空白， 又为 “分则” 提供法理支撑、 逻辑指引。 “总则” 和 “分则”
一经合成， 就能编纂出完整的 《经济法典》。

经济法学界许多同仁， 对 《经济法典》 “总则” 格外关注、 寄予厚望。 其中， 中国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守文教授与顾问程信和教授交流意见， 一致认为， 可以先行制订 “经济法总则”
（2020 年 12 月 7 日、 2021 年 2 月 3 日， 张守文、 程信和通话对谈）。 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都表示赞
同。 “总则” 编并非现有经济立法的简单提炼， 而要提供基础性、 纲领性、 指引性的原创立法智慧。
只有打出 《经济法典》 “总则” 的旗帜， 才能解决目前经济法学界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的问题， 彰显
经济法的整体形象， 从总体上满足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关系、 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为经济法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一、 顺应高质量发展之经济法定位

定位指确定事物的名位、 方位。 经济法的确定性， 来自于准确的法律方位判断。 故而， 《经济
法典》 “总则” 编， 首先应当为经济法作出顺应历史大势的定位。 这种历史大势， 是经济发展和法
律发展的时代号角。 “总则” 第一章 “基本规定”， 就担当这一任务。

（一） 市场经济法治化的两大支柱

一国的法律应是一个整体。 自 1999 年开始， 国家就确定以宪法为统帅， 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
法、 行政法、 经济法、 社会法、 刑法、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宪法之下， 市场经济法治化主要依靠两大支柱。
首先是民法。 民法提供了法人制度、 所有权制度、 合同制度等， 将市场经济的基础元素———主

体、 财产、 契约等市场化、 法定化， 故可称之为市场经济的 “基础法”。 然而， 由于私法属性的局
限， 民法不可能提供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秩序规则。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鉴于民法的不足， 经济法应运而生。 经济法承继了民法， 发展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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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日] 丹宗昭信、 [日] 厚谷襄儿： 《现代经济法入门》， 谢次昌译， 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59页。
⑤ 刘文华： 《关于 “经济法通则” 立法的基本考察》， 载程信和主编： 《经济法通则立法专论》， 濠江法律学社 2019 年版， 第

141-142页。

法， “超越” 了民法 “界限”。譼訛 贯穿于经济法的经济发展权、 经济分配权和经济安全权， 相应组成
经济法的市场运行制度、 宏观经济治理制度、 供求循环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和经济安全保障制度，
从总体上适应了国民经济运行需求， 开拓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秩序规则体系， 解决了现代市场经济的
基本法律问题———市场与政府、 微观治理与宏观治理、 国内经济与涉外经济、 发展与分配、 发展与
安全， 因而称之为市场经济的 “基本法”， 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据此， 一个 “基础法”、 一个 “基本法”， 民法、 经济法协调发展、 比翼双飞。 割裂不行， 对立
更不行。 本是同根生， 相连更有力。 奠定了这个法律方位前提， 消除了传统的法理误解， 经济法的
角色就可名正言顺、 脱颖而出。

（二） 经济法是国民经济发展法

1． 经济法的宗旨 （目标）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都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中国正是如此。 国民经济在法治

的轨道上运行需要一系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予以支撑， 必须构建、 也必然形成 “国民经济发展
法” 的崭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为此， 我们将经济法的宗旨定位于： 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保障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 就业充分、 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
衡和生态环境改善，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 亦即经济法目标。

2．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运行关系实行直接、 综合的调整
立足实践而又横空出世的经济法， 调整国民经济运行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包括基础性关系和管

理性关系。 基础性关系———市场交易、 市场竞争与合作， 发生于市场主体之间。 管理性关系———微
观监管、 宏观治理、 基本公共服务， 发生于市场主体与国家管理主体之间。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 立
足基础性关系， 善用管理性关系， 使得经济法显示出有别于传统法律部门的形象。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运行关系， 围绕生产、 流通、 分配、 消费循环， 实行直接、 综合的调整， 着
眼于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动态平衡。 直接， 即明确设定行为主体的权利、 义务 （权力、 责任）；
综合， 即涵盖该领域、 该环节相关的各个方面。 这种针对性和实效性， 使得经济法发挥出传统法律
部门无法实现的功能。

经济法学界同仁对经济法的定位———“形象” 和 “功能”， 已经逐渐达成共识。 正如前辈刘文华
教授指出： “只有现代经济法， 才能胜任国民经济发展法的基本使命。”譽訛 “只有” “才能”， 这种表述
斩钉截铁。 全国人大代表、 中青年学者杨松教授认为： “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经济法就应该担负起经济治理法的新使命。” （2019 年 8 月 20 日致程信和函） “国民经济发
展法”， “经济治理法”， 经济法实至名归。

（三）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

1．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经济法确认发展中的中国实行合乎规律的市场经济。 我们着力构建维护市场机制有效、 激发微

观主体活力、 保障宏观经济治理的经济体制； 以市场化、 国际化、 法治化手段，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塑造市场交流和资源利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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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竞争性领域、 行业， 扩大内涵式和外延式再生产， 形成新发展格局。 立足本土， 利用两个市
场、 两种资源， 成为中国经济运行、 发展的起点和途径。

中国健全经济信用体系， 强调市场主体和国家管理主体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规则。 法治与信用
二者并用， 此为市场经济运行中他律与自律手段的综合。 中国以合乎规律的法治经济、 信用经济的
思维方式建设市场经济。

2．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此亦经济法的核心问题。 正如习近平同

志强调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譾訛 我们认为， “总则” 中要
规定， 政府集中力量改善经济环境、 提供有效保障， 解决那些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 竞争机制能
够有效调节、 社会力量能够自律管理之外的事务。 政府依法实施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 统筹发展和安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政府尊重市场主体依法经
营、 消费和劳动的自主权， 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调节。 鼓励和支持公平交易、 公平竞争， 提倡合作、
协作，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经营者、 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政府、 市场各就各位， 经济法的定位就具有合理的基础， 能展现科学的分野。 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的有机结合， 正在不断破解经济学上关于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这道世界性难题。

（四） 简短的小结

对经济法的定位， 我们力求作出顺应潮流、 立足实践的全新认识。 如果仍只是以宏观调控、 市
场监管表述， 似乎还没有充分概括出经济法制度在当代背景下的积极使命。 旗帜鲜明地为经济法定
位， 经济法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 分配法、 安全法， 可谓 “大道至简” 也。

二、 贯彻新发展理念之经济法原则

基本原则指体现法的基本价值、 适用于各项具体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南。 “创新、 协调、 开放、
绿色、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科学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并已规定到现行宪法之
中。 习近平同志强调： “必须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譿訛 故而， 《经济法典》 “总则” 编，
应当提炼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经济法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指导具体规则， 具体规则体现基本原则。 可
见， “总则” 第一章 “基本规定”， 在明确宗旨之后， 对基本原则的确立十分要紧。

（一） 市场经济通行的原则

1． 法治经济原则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对经济法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

法治经济”；讀訛 二是 “依法治理经济”，讁訛 “发展法治经济”。輥輮訛 我们学习后体会到， 是什么、 怎么做，
方向明确， 路径清晰。

奉行市场经济通行原则， 关键在于正确表达市场经济的本质。 从经济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是由

譾訛 习近平：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9 年 2 月 25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55页。

譿訛 习近平：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21 年 1 月 28 日）， 载 《人民日报》 2021 年 1 月 29 日
第 1版。

讀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322页。
讁訛 参见前引讀訛， 第 326页。
輥輮訛 参见前引讀訛， 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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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从法律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则是按法律规则进行治理， 因而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
经济。 经济与法的融合， 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的本源———国家 （政府） 与经济 （市场） 的关系。

2． 社会本位原则
与民法的个体权利本位有别， 经济法奉行的是社会利益本位。 中国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

发， 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 竞争与合作， 综合平衡国家、 企业、 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 推进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特别要指出，
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与之最为契合。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的界
定， 体现经济法的逻辑起点。 但各国经济法仍存在很大差别， 因社会制度不同所致。

（二）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

1． 科学发展原则
中国经济法以发展为中心， 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 实行经济民主， 把握社会主义建

设总体布局， 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 依托创新驱动， 采用先进技术， 建设高质
量、 高效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保持国民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 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
危为机、 平稳运行的根本方法。 特别是， 在高科技时代， 要鼓励创新、 发掘智慧， 就此意义而言，
经济法是智慧经济法， 经济法典可称为 “智慧经济法典”。 科学发展原则具体贯彻和集中体现以创
新领头的新发展理念， 是改革开放经验的集中总结。 发展讲究科学， 科学驱动发展。

2． 公平分配原则
中国经济法统筹发展和分配， 在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的基础上， 公平分享国

民经济发展成果， 不断增进物质文化福祉， 使全国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公平分配原则体现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发展决定分配， 分配促进发展。

3． 安全保障原则
中国经济法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守国家经济安全底线， 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重点产业、 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
益、 经济活动安全， 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 安全保障原则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 以经济安全
为基础， 发展应以不牺牲安全作为底线。 发展倚赖安全， 安全保障发展。

4． 经社一体原则
中国经济法坚持经济、 社会并重格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经济与社会、 人口、 资源、 环

境的协调一体和可持续发展。 按照系统观念，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相互促进， 应当作
出统一安排。

（三） 简短的小结

“总则” 中上述基本原则的设计， 表明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 谋划高质量发展、 共享利
益、 应对风险。 “发展” 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总逻辑， 涵盖了质量、 效率、 公平、 安全、 持续价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法学领域的融合应用， 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的
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更加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以上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 力
求贯彻新发展理念。 如果仍只是固守于政府干预、 命令服从， 似乎还没有准确反映出经济法制度在
当代背景下的创新指引。 经济法自信能够得力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用于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

三、 支撑国计民生之经济法权利

权利指法律赋予或者认可行为主体实现其利益的力量， 广义上包括私权利和公权力。 经济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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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源的配置

经济手段的使用

经济成果的享有

经济收入的支付

经济财富的调节

经济公益的补充

经济底线的坚守

经济秩序的维护

经济风险的应对

经济发展权

经济分配权经济法
基本权利

经济安全权

权利与民法 （私法代表）、 行政法 （公法代表） 的权利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但更多的是独特性。 这
里引用前辈芮沐教授的一个重要观点： “公法与私法同时处理。”輥輯訛 因为， 经济法的权利， 既有私权
利， 又有公权力， 完整地体现了 《立法法》 第六条的精神， 即 “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 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民法中只是 “权利与义务”， 行政法中侧重“权力与
责任”。 经济法权利兼具公、 私两种含义、 两个层次， 其所呈现的特色超出传统法律部门， 这也是
它发挥作用的优势所在。 故而， 《经济法典》 “总则” 编应当塑造支撑经济法大厦的权利架构， 兼顾
两类权利———公权力和私权利， 分为两个层次———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 这种权利建构有别于民
法， 也有别于行政法。

（一） 基本权利

经济法解决作为法律核心的权利问题， 首先是要确认各类主体通有的基本权利。 我们主张， 在
国民经济运行中， 以经济发展权为核心， 经济发展权、 经济分配权、 经济安全权三位一体。 《经济
法典》 “总则” 中， 必须将经济发展权等基本权利树立起来 （见图 1）。

1． 经济发展权 （核心权利）
经济发展权是指国家、 企业和个人参与、 从事经济建设， 并能够享受这些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

益的权利。 经济发展权这一核心范畴涉及经济资源的配置、 经济手段的使用、 经济成果的享有等。
发展权经历了从国际到国内、 从政策概念到法律概念的发展过程。 中国作为发展权的倡导者、

践行者和推动者， 立场鲜明， 行动有力， 效果显著。 比如， 中国式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 即为世界
瞩目的发展权实践范例。

对经济法的基本权利， 特别是经济发展权， 经济法学界的认识不断升华。 前辈李昌麒教授曾著
文指出： 有作者 “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在这里， 我更看重把经济法
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 分配和安全的理论， 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

輥輯訛 参见程信和： 《经济法之原创性———芮沐先生经济法学术思想心得》，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4
期。

图 1： 经济法基本权利类型化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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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輥輰訛 李老师关于 “经济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这一重要提示， 引起学界对经济法
中的主体权利进行深入探索。 其中， 张守文教授主张： “经济发展权是经济法主体享有的一类重要
的综合性权利， 其实现要以经济法主体各类基本权力和权利为基础， 因而其位阶更高。”輥輱訛

“经济发展权” 已成为国家决策、 顶层设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8 年 9 月发布的白皮书 《关
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提到： “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 但谈判……不能以牺牲中
国发展权为代价。” 由此观之， 制高点就是 “国家经济发展权”。 在这里， “人权” 与 “主权” 保持
一致。 以经济发展权为核心、 为顶梁柱， 此种经济法最大共识应是顺理成章的。

2． 经济分配权
经济分配权是指国家、 企业和个人实际享受社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权利。 经济分配

权涉及经济收入的支付、 经济财富的调节、 经济公益的补充等， 因而既是经济发展权的实现， 又是
对经济发展权的推动。

3． 经济安全权
经济安全权是指国家、 企业和个人维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稳定、 控制危险， 以及维护公私财

产安全的权利。 经济安全权涉及经济底线的坚守、 经济秩序的维护、 经济风险的应对等， 因而既是
经济发展权的前提， 也是经济发展权的保证。

（二） 具体权利

1． 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权
经济法基本权利有着严密的逻辑关联， 引领市场运行、 宏观经济治理、 供求循环、 收入分配、

经济安全保障等制度中的各种具体权利。
适用于市场主体的权利， 即经济活动权， 有投资权、 经营权、 消费权、 劳动权、 纳税人权利等。
第一， 投资权。 投资者在所投资的经济实体中或者是在有价证券活动中， 享有管理、 收益的

权利。
第二， 企业经营自主权。 企业依法享有进行自主经营管理、 享有经济收益的权利。 包括： 国有

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自主权， 城镇、 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自主权，
采取公司制形式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自主权， 非公司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等等。

再次， 消费权。 生活消费属于社会成员生存权利。 消费者享有自由选择、 自主消费权。
第四， 劳动权。 劳动属于社会成员发展权利。 劳动者依法享有自主择业、 就业及辞职等自主

权。 必须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 这既是权利、 也是义务。
第五， 纳税人及缴费人权利。 纳税人及缴费人在依法缴纳税、 费的同时， 依法享有知情权、 参

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纳税人及缴费人不仅要履行义务， 同时也享有权利， 不能误认为他们只是
义务主体。

2． 国家管理主体的经济管理权
经济管理权， 广义是指人大、 政府经济管理权， 狭义是指政府及其下属经济管理机构依法对国

民经济活动行使调节、 监管并提供服务的权力及责任 （职责）。 适用于国家管理主体的权利 （权力
和权利）， 有中央经济管理权、 地方经济管理权、 专门经济事项管理权等。

輥輰訛 李昌麒： 《发展与创新： 经济法的方法、 路径与视域 （上） ———简评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贡献》， 载 《山西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3期。

輥輱訛 张守文： 《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 载 《现代法学》 201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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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中央经济管理权。 其中有： （1）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规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 （计划）、 国家预算， 享有决定权。 （2） 国务院即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 依法行使宏观
管理权力。 管理范围包括： 发展规划， 财政， 货币， 劳动就业， 产业， 消费， 投资， 进出口、 外
资， 价格总水平， 分配， 环境保护， 区域经济协调， 等等。

其次， 地方经济管理权。 其中有： （1）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规定对本地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 （计划）、 预算， 享有决定权。 （2） 省级及以下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建设依法享有自主
管理权力。 为发挥地方优势， 根据地方发展的需要， 应当适当扩大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
限， 包括省级金融管理权限。

再次， 专门经济事项管理权。 包括： 规划和重大项目决策权， 预算权， 税收征管权， 货币发
行、 信贷管理权， 国际金融、 国际收支调控、 监管权， 劳动就业管理权， 政府价格管理权， 市场监
管权， 海关监管权， 审计监督权， 突发经济事件应急处置权， 国家出资参与权，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权， 等等。

（三） 权利客体

经济法权利范畴， 必须联系客体。 “总则” 中设定客体， 大致分为三类。 其中， 要素 （财产）
类客体有： 自然资源， 产品、 商品， 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 土地、 资本、 才能 （知识、 技术、 管
理智慧）、 数据 （信息）， 公共财产， 劳动收入， 税、 费。 环境类客体有： 生态环境， 市场环境。 行
为类客体有： 特定生产经营行为， 特定管理服务行为。

必须指出， 客体不一定是被动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 “客体” 的内涵和外延也在演
变之中。 对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提升， 比如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对国民经济运行制度的
革命，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分配制度的革命。 经济法研究中这一短板必须补上。

（四） 简短的小结

对经济法的权利， 力求作出切合实际、 统筹兼顾的构建。 如果只是局限于国家层面、 调控角
度， 似乎还没有完整反映出经济法制度在当代背景下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权利范畴， 本
能地将国计民生———国家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统一起来。 其中， 经济发展权成为经济法的标识
性概念， 这是最大创新、 根本共识。 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 此为权利保障的基本之道———国家为人
民， 人民为国家。 欣幸得很， 经济法就是如此有力的法律载体。

四、 实施互联互动之经济法行为

法律行为指行为主体依法开展的、 有意识的活动， 并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或者效果。 不同主
体应该如何作为， 法律上须有基本准则。 故而， 《经济法典》 “总则” 编应当创造出互联互动的 “经
济法行为” 设计。

（一） 宏观与微观的组合

在国民经济运行、 治理中，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设立、 变更、 终止经济权利与义务或是经济权力
与责任的行为， 称之为经济法行为。 对这一崭新的法律概念， 有待深入论证。 但它必然区别于民事
法律行为， 也区别于行政法律行为， 则是可以肯定的。

经济学上分为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 依此展开， 出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微
观经济学考察单个经济单位 （生产者、 消费者） 的经济行为， 宏观经济学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活动。
它们分别运用个量分析方法、 总量分析方法， 探索经济运行的过程及其规律性。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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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到法律， 又从法律到经济。 在经济法行为中， 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运行的组合表现充分。
1． 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
要素配置的类型很多， 以市场导向优化劳动力、 土地、 资本、 才能 （知识、 技术、 管理智慧）、

数据 （信息） 等生产要素配置， 涉及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 合作行为。
市场主体行为类型之一： 市场交易。 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市场交易， 应当坚持平等交换， 履

行合同义务， 保护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 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实行倾斜性保护。 此处市场交易， 包
括提供商业性服务。

市场主体行为类型之二： 市场竞争。 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之间发生的市场竞争， 应当坚持平等
参与、 平等对待， 履行合同义务， 保护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 并注重保护相对弱势方的合法权益。

市场主体行为类型之三： 市场合作。 经营者在生产、 流通过程中， 可以依法依约实行各种适宜
方式的经济合作。 经济法既关注竞争， 又重视合作， 并且竞争与合作往往交织在一起。 经济法研究
中， 只讲竞争、 忽略合作的倾向有待纠正。

2． 宏观经济治理
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宏观经济治理行为涉及发展规划、 财政、 货币、 劳

动就业、 产业、 消费、 投资、 进出口和外资、 价格总水平、 分配、 环境保护、 区域经济协调等。 显
然， 这是一个广泛的经济系统和法治系统。 这里所谓 “治理”， 具有宏观决策的性质， 但又要通过
微观主体的贯彻才能实现。 由此观之， “治理” 是一类行为， 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种机制。 《经济法
典》 “总则” 中引出 “宏观经济治理”， 符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

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治理，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 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 建立
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 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防范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 稳定市场预期， 实现国
民经济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为安全、 更可持续的发展。 宏观经济治理主要运用发展
规划和经济手段、 法律手段， 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确保经济调节的科学性。

3． 供求循环
从国内角度考察， 消费行为、 投资行为分别从需求侧、 供给侧同时着力。 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实力和制度优势， 调动国内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各环节的经济资源， 促进国内供求循环，
实现国民经济的动态平衡。

从国内与国际联系考察， 国内改革、 对外开放同时发力。 我们要立足国内循环， 利用国内国际
两种经济资源， 贯通国内国际供求 “双循环”， 促进内需和外需、 进口和出口、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
资协调发展，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供求循环行为体现出经济法的特色和功能，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经验的典型提炼， 值
得法学界深入研究， 需要在经济立法尤其是 《经济法典》 中进一步体现。 现在中国经济循环还没有
完全畅通， 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困难， 经济上要想办法， 法律上也要有对
策。 《经济法典》 总则中提出分则要设 “供求循环制度”， 非常在理， 甚有必要。

（二） 促进与约束的并用

1． 促进性举措
在宏观与微观组合的基础上， “总则” 编有必要提出对各类主体行为采取得力的促进性举措。

允许和鼓励的经济活动、 经济管理行为， 应当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
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经济法的指引性功能， 于此亦可见。

一般举措包括发展规则平等、 发展政策平等、 发展机会平等、 发展环境平等。 具体而言，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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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平等适用国家支持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 行政法规； 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发展的各项经
济、 技术政策； 依法享有平等进入市场、 投资经营、 参与政府采购等机会； 依法平等享有取得场
地、 资金、 技术和接受基本公共服务等发展环境。

特别举措有一企一策、 发挥各类示范区的引领作用等。 企业发展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 对大中
型国有企业， 实行一企一策， 有针对性地支持其发展。 发挥经济特区、 经济新区、 经济技术开发
区、 自由贸易区等各类经济示范区的引领作用。

国家在国民经济治理中要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对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地区、 单位
和个人， 给予激励， 包括政策倾斜、 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

2． 约束性举措
与此同时， “总则” 编还必须提出对各类主体行为采取有强制力的约束性举措， 从中显示经济

法的约束性功能。
适用于市场主体的要求， 如不得失信违约、 不得侵权、 不得利用过度逐利行为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
适用于国家管理主体的要求， 如限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 避免重大经济决策失误、 不

得失职渎职。
国家在国民经济治理中，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对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严重不作为、 乱作为以致造

成重大决策失误、 直接经济损失的， 实行责任追究乃至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
还须指出， 在国民经济活动中， 应当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划清容错底线， 对发生错失的决策和

行动， 及时加以纠正和补救。 “容错纠错机制” 是经济法制度的一大特色。

（三） 简短的小结

经济法行为的互联互动适用于宏观与微观之间、 市场主体与国家管理主体之间、 竞争与合作之
间、 国内与国际 （涉外） 之间， 这是与仅仅存在于私法空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相同的。 对经济法行
为从宏观上、 微观上提出互联互动要求， 体现经济调节的科学性、 市场运转的有序性。 如果只限于
单一地规定政府行为， 似乎还没有完整表现出经济法制度在当代背景下的促进动力。 经济法行为正
是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 经济法是经济促进法。

五、 彰显特别功能之经济法责任

中文中的 “责任” 一词具有双重含义： 本来意义上的责任， 即指义务、 职责， 如 “我们的责
任， 是向人民负责”；輥輲訛 事后追究的责任， 即狭义的法律责任、 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志存
高远， 身负重任， 既能指引方向， 又有制裁权威。 故而， 《经济法典》 “总则” 编应当安排体现特别
功能的 “经济法责任” 体系。 这个责任体系具有双重性， 与传统法律责任体系既有关联， 更有特别
之处。

（一） 本来意义上的责任

1． 市场主体的义务
就私法意义而言， 市场主体的 “义务” 指在经济活动中， 应当做什么， 不应当做什么； 应当怎

样做， 不应当怎样做。 以 《产品质量法》 第三章 “生产者、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为例，

輥輲訛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第 2版），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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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立法上将 “义务” 与 “责任” 并列相提。
2． 国家管理主体的职责
就公法意义而言， 国家管理主体的 “职责” 指在经济管理中， 应当做什么， 不应当做什么； 应

当怎样做， 不应当怎样做。 以 《审计法》 第三章 “审计机关职责”、 第四章 “审计机关权限” 为例， 对
“职责” 与 “权限” 是分开规定的。 这里， 立法上将 “责任” 与 “权力” 既加以区分， 又前后连贯。

3． 新型责任方式的引入
我们建议， 经济法中除规定一般经济义务， 还要引入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 安全责任、 社会

责任。
公共经济决策的政治责任。 国家管理主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对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重大

发展利益应负有宪制担当。 国家管理主体违反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 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损失的， 对
该主体及其负责人员追究相应的政治责任。 政治责任首先属于义务性质， 又有可能属于不利后果性
质。 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既有严格区别， 但又存在交叉。 对政治责任， 一般根据党政纪律规定去落实。

领导人员任职经济责任。 党政组织和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在任职期间因其所任职务，
依法对本地区、 本部门 （系统）、 本单位的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履行相应的职责、
义务。 应当对党政组织、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实行任职经济责任离任审计， 对党政组织主要
负责人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审计。 根据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界定有
关负责人员应当承担的直接责任、 主要领导责任、 重要领导责任。 领导人员任职经济责任， 首先属
于义务性质， 又可能属于不利后果性质。 可以先由党政纪律规定解决； 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 由法
律规定。

各种形式的经济效益责任制， 包括承包经营制、 租赁经营制、 合作经营制， 以及各种承诺责任
书等。 违反经济效益责任制的， 按照相关法律和协议、 合同承担经济责任。 新型经济责任制主要属
于义务性质， 出了问题才承担不利后果。

党政双岗的安全责任。 国家完善和落实经济安全责任及其管理制度， 实行党政领导人员同责，
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 经济安全责任， 包括安全生产责任、 交通运输安全责任等。 安全责任首先属
于义务性质， 又可能属于不利后果性质。 可以先由党政纪律规定解决； 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 由法
律规定。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这是国家从粮食生产、 流通、 储备、 消费等各环节对各省级政府在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建立的一项制度。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确保粮食供给平衡、 质量良好、 价格合理。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进一步明确了省级政府在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方面的特别责任， 是经济法制度的一项特色。 因此， 《经济法典》 “总则” 中， 要列出这项
责任制。

地方领导人员食品安全责任制。 国家完善和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及其管理制度， 实行地方党政干
部食品安全责任制。 地方领导人员食品安全责任， 首先属于义务性质， 又可能属于不利后果性质。
可以先由党政纪律规定解决； 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 由法律规定。

国有企业和各类企业都应当依法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 对国家的特定义务； 对社
会的特定义务； 对发生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特定义务； 对企业投资者、 管理者、 员工的特定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属于义务性质。 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更要带头。

（二） 事后追究的责任

无论对市场主体， 抑或国家管理主体， 违反法律规定，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必须追究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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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理论上虽可如是说， 但实践中， 最大的难题却是如何追究国家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 国家
管理主体可分政府、 政府主管部门、 政府有关部门、 政府监督管理部门、 政府授权的监督管理机
构， 情况极为复杂。 相关主体权力法定， 责任也应法定。 追究责任不能 “放空炮”， 或是 “高高举
起， 轻轻放下”。 该处罚的， 就得处罚。 当然， 还有免除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 如沒有违反法定权
限和法定程序、 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不可抗力； 虽存在违反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 但造成经济
损失情况轻微的， 可以酌情减轻责任。

1． 一般法律责任适用
违反经济法可以适用以下经济内容的民事责任： 停止违约， 继续履行； 停止侵权， 纠正侵害；

赔偿或者补偿实际损失； 惩罚性赔偿； 采取实际补救措施， 等等。 追究民事责任， 必须分清补偿性
与惩罚性， 不得以赔代罚。 惩罚性赔偿具有民法、 经济法双重属性， 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不得以约
定代替。 按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除独立承担责任外， 还可以实行连带责任、 担保责任和补充
责任。

违反经济法可以适用以下经济内容的行政责任：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 吊销许可证件； 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 查封、 扣押、 冻结相关财物； 等等。 国家管理主
体在执行公务过程中， 侵犯、 损害市场主体的经济权益， 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 以上处
罚， 具有行政法、 经济法双重属性。

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的， 依照刑法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必须严格划分经济违
法与经济犯罪的界限， 不得将违法与犯罪混淆， 也不能将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必须明确， 根据
立法通例， 经济法与民法、 行政法、 社会法一样， 本身并不规定具体刑事处罚。

2． 非经济形式责任
非经济形式责任， 具体包括： 一是行为罚， 指宣告行为无效， 或者强制实施某种行为。 二是有

限度的人身自由罚， 指对违法失信等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行动 （如外出、 出境） 予以限制， 但不得超
出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措施的程度。 三是道义性惩罚， 指资格降等或者取消、 名誉取消、 荣誉降级或
者取消。

（三） 简短的小结

既然经济法是公法、 私法规范的结合体， 因而对经济法的责任， 力求作出有正有负、 行之有效
的安排， 准确反映出经济法责任制度的本意。 如果只是着眼于责任惩戒、 严厉约束， 似乎还没有完
整反映出经济法制度在当代背景下的权威功能。 经济法的责任体系， 必须衔接从正面的责任要求到
负面的责任追究， 将传统责任形式与新型责任形式、 将处罚性与促进性有机结合， 充分对接风险应
对、 纠纷解决的 “补救之道”。

六、 发挥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之制度合力

制度合力指系列制度协同发力， 推动国民经济运行。 法治系统工程就是发挥各个组成要素的合
力。 各项工作都要贯彻系统观念。 故而， 《经济法典》 “总则” 编将宗旨、 原则、 权利、 行为、 责任
等通用规定， 贯穿到各项具体制度之中去， 提出为保障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 “制度合力”
设计。 至于各项具体制度内容， 则由 “分则” 去落实。

（一） 制度板块的构成

1． 设置五个制度板块的理由
经济法的实践性非常之强， 它的范围极为广泛， 需要科学归类。 在 《经济法典》 “总则”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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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尝试把它归为五大板块， 设计一系列具体制度。
一是市场运行法制度板块。 体现市场化改革方向， 发挥微观导向作用， 意在引起 《经济法典》

“分则” 之一。
二是宏观经济治理法制度板块。 体现政府行为导向， 发挥战略决策作用， 意在引起 《经济法

典》 “分则” 之二。
三是供求循环法制度板块。 体现国民经济运行规律， 发挥动态平衡作用， 意在引起 《经济法

典》 “分则” 之三。
四是收入分配法制度板块。 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发挥利益共享作用， 意在引起 《经济法

典》 “分则” 之四。
五是经济安全保障法制度板块。 体现当今时代影响经济发展因素态势， 发挥应对风险作用， 意

在引起 《经济法典》 “分则” 之五。
2． 各个制度板块主导性的法律规范
市场运行制度包括： （1） 市场基础 （市场体系） 构成、 市场准入及其监管； （2） 市场交易及其

监管； （3） 市场竞争及其监管； （4） 市场主体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发展； （5） 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国民经济领域， 要以市场交易、 竞争及合作为横轴， 经营者、 消费者为纵轴， 创新现代市场运行
模式。

宏观经济治理制度包括：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计划）； （2） 产业发展； （3） 财政；
（4） 税收； （5） 货币金融； （6） 国有资产资源管理利用； （7） 劳动就业； （8）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9） 乡村振兴。 在国民经济领域， 要以规划、 产业、 人力、 财力、 物力为横轴， 区域发展、 乡村振
兴为纵轴， 创新现代宏观治理模式。

供求循环制度包括： （1） 消费； （2） 投资； （3） 对外经济。 在国民经济领域， 要以供给侧、 需
求侧为横轴， 国内经济、 涉外经济为纵轴， 创新现代供求循环模式。

收入分配制度包括： （1） 工资分配； （2） 生产要素按市场贡献决定报酬。 在国民经济领域， 要
以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为横轴， 劳动者和其他居民为纵轴， 创新现代收入分配模式。

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包括： （1）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 以及应对国内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领域造成
的不确定性风险； （2） 经济监督。 在国民经济领域， 要以经济风险因素、 非经济风险因素为横轴，
经济主体、 经济体系为纵轴， 创新现代经济安全模式。

（二） 制度合力的发挥

1． 各自发力
五大板块之中， 前三个制度板块， 主要对应经济发展权， 包括方向、 决策、 操作； 第四个制度

板块， 主要对应经济分配权； 第五个制度板块， 主要对应经济安全权。 方向要明确———市场运行；
决策合战略———宏观经济治理； 操作求平衡———供求循环； 富裕为目标———收入分配； 风险能应
对———经济安全保障。 五彩缤纷， 相映成趣。 阵势浩大， 此经济法之规范群也。

2． 综合效能
钱学森等教授主张， 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 构建 “法制 （法治） 系统工程”。輥輳訛 上述五大

板块的制度， 可以在法治系统工程理论的指引下形成制度合力。 这样的制度合力， 既包括每一个板

輥輳訛 钱学森等： 《论系统工程》 （增订本），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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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之内的制度合力， 又包括各个板块之间的制度合力。 比如， 竞争制度与产业制度的协同， 财政制
度与货币制度的协力， 产业制度与区域制度的结合， 消费制度与投资制度的互动， 进口制度与出口
制度的统筹， 等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輥輴訛 五大板块制度形成合力， 正是为了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实现
供给、 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 切实保护经营者、 消费者、 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这样就把经济发展权、 经济分配权、 经济安全权落到了实处。

（三） 简短的小结

坚持系统观念， 对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力求既发挥各自的作用， 更发挥整体的作用。 如果只是看
到某个经济单行法管什么事， 而没有看到整体经济法管什么事， 似乎还没有全面把握经济法制度在
当代背景下的集成优势。 经济法的五大板块具体制度必定能够表现出 “1+1+1+1+1＞5” 的系统力量。

展望： 中国经济法典之历史性贡献与世界性影响

《经济法典》 是时代召唤， 是法治使命。 正如吴志攀教授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首任会
长） 指出的， “制定反映新兴经济法发展规律、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经济领域基本法，
是自芮沐先生开始的、 几代经济法学人的初心和使命。” （2020 年 12 月 7 日， 吴志攀致程信和函）
前辈李昌麒教授近日赋词： “经济法典， 志存高远。 治理协同， 宏微并展。 福祉为民， 堪称必选。
大雪何妨， 诸君共勉。 励精图治， 力促实现！” （2020年 12 月 7 日， 李昌麒致程信和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确立为全党、 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十四五” 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正向我们招手。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发出一个重要信号：
“对某一领域有多部法律的， 条件成熟时进行法典编纂。” 实现制定 《经济法典》 的梦想， 首先并且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 先行制定 “总则” 编， 填补法律空白点。 有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经
济立法为基础、 为素材， “法典化组合” 已成现今立法之历史大势。 我们要乘势而上、 顺势而为，
在 “总则” 编基础上研究制定 “分则” 编， “总则” 指导 “分则”， “分则” 体现 “总则”， 总分整
合， 最终形成 《经济法典》。 这部立法的盛举对中国具有战略性的政治经济意义， 将长久发挥作用，
作出深远的历史性贡献。

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特别是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一伟大的工具。 中国
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世界得到热烈的响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如前所述， 经济法主张社会本位， 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最为契合。 中国的
《经济法典》 就是要将共同利益、 共同责任表达出来， 体现中国担当、 中国呼吁， 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 《经济法典》 总结和拓展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方案， 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式的经
济、 法治智慧， 中国未来为世界法治作出最大贡献的立法应在于此。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以
相信， 中国 《经济法典》 将在世界立法史上留下绚烂篇章， 其世界意义将会大大超越两个世纪前的
《法国民法典》。

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制度集成， 编纂 《经济法典》 正逢其时。 在党的领导下， 践行习近平经济
思想和法治思想、 凝聚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经验的 《经济法典》 蓝图， 必定实现！ 斯法盛举， 不亦乐乎！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譾訛， 习近平讲话， 第 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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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经济法典》 “总则” 结构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一节 立法宗旨与任务 （含调整对象）
第二节 基本原则
第三节 法律适用规则

第二章 国民经济治理现代化制度基础
第一节 贯彻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二节 贯彻基本经济制度之二：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第三节 贯彻基本经济制度之三：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节 保障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制度合力

第三章 经济法主体
第一节 基本主体之一： 市场主体
第二节 基本主体之二： 国家管理主体
第三节 相关主体： 介于基本主体之间、 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力量主体

第四章 经济法权利
第一节 经济权利 （权力）
第二节 各类主体通有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适用于市场主体的权利
第四节 适用于国家管理主体的权利 （权力和权利）
第五节 适用于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力量主体的权利 （准权力和权利）
第六节 权利客体

第五章 经济法行为
第一节 经济法行为的界定
第二节 对各类主体行为的促进性举措
第三节 对各类主体行为的约束性要求

第六章 经济法责任
第一节 责任的确定
第二节 本来意义上的责任
第三节 事后追究的责任
第四节 与追责并行的补救措施
第五节 经济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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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As� a� new� and� important� legal� department,� economic� law� lacks� a� code� especially�
General� Provisions� to� reflect� its� overall� image,� which� will� b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adjusting� the� oper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whole�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national�economy.�Under�the�background�of�building�a�modern�
socialist�country�in�an�all-round�way,�the�experience�of�economic�legislation�and�the�consensus�of�
academic�circles�should�be�summarized�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General�Provisions�of�
the�Economic�Code�are�expected�to�focus�on�legislative�purpose,�basic�principles,�rights�structure,�
legal�behaviors,�legal�responsibilities�and�regulations�connection,�which�can�explore�the�nature�of�
economic�law�and�show�the�overall� image�for�revealing�the� law�gene�of� the�success�of�socialist�
market�economy�in�China.�This�original�research�for�filling�the�law�blank�will�improve�the�leg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which� can� promote�
economic�law�for�a�new�era�and�have�a�positive�influence�around�the�world.�

Key Words: Economic�Code； General�Provisions； Originality； Overall�Image； Success�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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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已经成为讨论的逻辑起点。 目前， 实践走在理论
的前面， 但消极论与积极论仍僵持不下。 传统法律体系继续有效、 法律认识论的抵触、 人
类生物论的冲突、 刑事法理的排斥、 “人的犯罪” 之认知设定等消极事由， 反映了人类中
心主义立场的过度化浸入， 而网络时代的功利主义立法却提供相反的校对样本。 在吸纳当
代功利主义的有益内容下， 应适度倡导功利主义的立法观。 人工智能犯罪日渐独立的动
态、 人工智能伦理的前提意义、 刑事责任能力进化的倒逼、 刑罚有效性的反制、 智能主体
的新兴权利之需要、 智能技术演变的终极形态等核心要素协同发展， 使积极论及其合理性
日益明朗。
关键词： 人工智能主体 刑法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 消极论 功利主义 积极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7

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积极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人工智能主体 （智能主体， 如智能机器人、 智能
产品等， 下同） 的法律性质问题， 成为法学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毋庸置疑的是， 智能主体的
法律地位， 已经成为解决一切与人工智能相关法律问题的开端。 从现代法理看， 只有优先澄清人工
智能的法律地位， 才能正确厘定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才能更好地解决人工智能与当
代法律体系之间的交往规则、 互动关系， 最终兼顾人类主体性地位与智能主体之间的平衡关系。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发 〔2017〕 35 号） 提出， 应初步建立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 政策体系以及法律法规。 制定智能法律法规， 不仅使智能时代的法律风险可控， 也使智能主体
的法律地位问题处于可期的状态。

从实践层面看， 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 已经呈现出鲜明的包容性、 发展性等积极立场。 2016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机器人大会， 对外公开显示的一些机器人的智能程度达到极高的水平。 虽暂且
无法与人类完全相比， 但具备高度接近于人类智慧的独立行为能力。 2016 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
员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动议， 要求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 “电子人”， 除赋予其 “特
定的权利和义务” 外， 还建议为智能机器人进行登记， 以便为其进行纳税、 缴费、 领取养老金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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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 5期。
譺訛 参见王利明： 《人工智能时代对民法学的新挑战》， 载 《东方法学》 2018年第 3期。
譻訛 参见张建文： 《格里申法案的贡献与局限———俄罗斯首部机器人法草案述评》，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2期。
譼訛 参见李爱君： 《人工智能法律行为论》， 载 《政法论坛》 2019年第 3期。
譽訛 参见冯洁： 《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反思》， 载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4期。
譾訛 参见皮勇： 《人工智能刑事法治的基本问题》， 载 《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 5期。
譿訛 参见魏东： 《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探究》， 载 《理论探索》 2019年第 5期。
讀訛 参见彭文华： 《自由意志、 道德代理与智能代理———兼论人工智能犯罪主体资格之生成》， 载 《法学》 2019年第 10期。
讁訛 参见刘宪权： 《对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否定说的回应》， 载 《法学评论》 2019年第 5期。

金账号。 该项法律动议如获通过， 传统的法律主体制度将受动摇。譹訛 2017年沙特阿拉伯宣布授予机器
人 “索菲亚” 以公民资格，譺訛 直接推动法学界对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正面思考。 俄罗斯第一部机器人
法草案暨 “格里申法案”， 明确了机器人在不同法律关系和发展阶段的定位。 机器人可以被视作与动物
具有特定相似性的财产； 根据发展趋势， 可以将机器人作为人类的自主代理人（автономныеагенты）。
对动物和法人的调整规则及理念， 可以适用于对机器人的法律调整。 人工智能缺乏情感， 不能作为
权利主体， 但是机器人具有特殊的法律构造， 允许类推适用统一国家法人登记簿制度， 创设机器人
登记簿。 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致人损害， 应使用高度危险来源占有人责任的规范予以应对。 尽管该
法案以研究和解决机器人的民法调整问题为主。 但是， 设计专门用于犯罪的杀手机器人、 禁用阻止
对人类造成损害的软件和硬件功能、 设计可能给人类造成损害的机器人、 没有意识到可能被用于给
人类造成损害而设计机器人等， 应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譻訛 该法案对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予以立法规
制。 这些 （部分） 肯定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之突破性提议与实践， 是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支撑， 回
应现实法律问题的必然结果， 使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更明朗并可以真正付诸实施。

但是， 在传统刑法领域， 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具有严格的法定性、 专属性、 特定性以及唯
一性。 除了自然人以及法人， 没有其他刑法主体的存在空间。 在智能时代， 这一法定化的认识仍然
根深蒂固。 当前， 理论上对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讨论并不那么乐观。 对人工智能的法律性质， 存在
工具说等消极论。 不乏认为人工智能是研发者、 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法律行为。譼訛 从现行法律体系有
关法律主体的一般理论， 往往得出智能主体是人类的行为工具的结论， 人类才是在法律上为智能机
器人的行为负责。譽訛 在现阶段， 人工智能的应用虽已引发一些新的刑法问题， 但不应成为犯罪主体
或刑事责任主体，譾訛 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只能是作为算法安全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与法人
两种主体。譿訛 这些消极论遵循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判断立场， 以人类的标准进行 “匹配” 与 “验证”。
因此， 消极论没有脱离反而直接固化现行刑法主体的理论学说之基本认识及其地位， 加剧了人类中
心主义与积极论之间的 “创口”。 然而， 理论偏于折中的转变也已有所迹象。 不乏观点认为， 从
“工具论” 到 “控制论” 及 “拟制论” 的演变， 可能是智能主体法律人格的渐进发展阶段。讀訛 初期的
人工智能仍属于工具范畴， 在强人工智能时期， 可能出现具有拟制法律人格或类法律人格的智能机
器人。讁訛 这些积极论的出现， 不仅走出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 也倡导从功利主义的旨趣及现
代法律科学立法的使命出发， 基于事物的发展性与价值调和的比例性， 以阶段性、 类型化的方式，
更灵活并积极肯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有鉴于此， 应当澄清消极论与积极论及其发生场域， 明确
理论发展方向与立法回应起点等问题。

二、 消极论的辩驳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以及认识论等情况下， 对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智能主体之刑法地位予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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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参见房绍坤、 林广会： 《人工智能民事主体适格性之辨思》，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5期。
輥輯訛 参见袁洋： 《人工智能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及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载 《中州学刊》 2019年第 8期。
輥輰訛 参见高铭暄、 孙道萃：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理论置评与体系进阶》， 载 《法治研究》 2021年第 1期。
輥輱訛 参见吴习彧： 《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8年第 6期。

定， 有其特定背景。 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化或绝对化是根源所在， 但是， 人类中心主义的自主修
正、 网络时代的功利性立法等提供了侧照的样本。

（一） 消极论的主要理由

在人的法律主体性地位之前提下， 按照当代刑法体系及其基本教义学， 审视智能主体的行为能
力及其刑法地位等问题， 在客观上必然会遭遇一些 “认识障碍”， 在结论上也往往偏于消极。 更为
重要的是， 这些针对智能主体地位的消极性事由， 基本上都统合在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塑造的人统领
传统法律主体地位之格局下。

1． 传统法律体系继续有效
在法律领域， 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就是焦点。 不乏观点认为， 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 赋予人

工智能体的民事权利能力缺乏法理基础， 只能是民事权利的客体。 遵循现行民事法律制度可以解
决。輥輮訛 确认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会严重冲击现有法律制度体系和结构。 亦有观点认为， 根据创造
者与生产者能否控制人工智能的标准， 弱人工智能是物， 中人工智能不是独立的主体， 强人工智能
应被赋予独立的主体地位并拟制为人或特殊的法律主体。輥輯訛 这是折中的看法， 对强人工智能的主体
地位开辟了一定的绿色通道， 同时原则上否定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仍遵循现有法律体系。 固守并
采用现行法律体系解决智能时代的新问题， 是以人类主导下的现行法律体系仍然充足且有效为前
提， 且以智能时代的新型法律问题仍在现行民事法律规定的 “射程” 内。 然而， 从法律解释学看，
该论断并不必然在逻辑上自洽。 由于立法原意等缺失， 用现行规范 “解释” 智能时代的法律问题，
解释 “对象” 很可能超出现有法律规范的 “射程”， 往往导致法律解释流于形式或解释结论并不真
正契合智能时代的新情况。 退一步讲， 在应对网络犯罪时代的各类新型犯罪以及新型主体问题上，
传统规范的解释学已经呈现的 “供给不足” 问题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輥輰訛 不仅立法修正尤为迫切， 传
统刑法解释也亟待质变。

2． 法律主体认识论的抵触
在算法的策动下，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是以智能化为中心， 具有鲜明的去人类化的技术属

性， 甚至以替代人类为终极目标。 这正是人工智能陷入伦理困境与法律难题的真实根源。 在此前提
下， 人工智能的法律定性与法律人格是当前争议的旋涡中心。 而该讨论必然涉及法律认识论问题。
从人类认识的层面看， 对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身份问题而言， 当前的预设前提是只有人类才可以
理解 “权利” 与 “责任” 的涵义， 智能机器只能被设计成遵守规则， 但不能理解规则。 这是人类中
心主义下的基本认识论， 并且具体地以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人类的认识标准作为评价法律主体资格
的标尺。 在人类仍完全可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下， 由于智能主体无法与人一样拥有生物
性， 继而缺乏法律认识能力、 行为能力， 由此反推， 必然会否认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在此预设的
认识论下， 只是为了解释人工智能的行为效力， 则没有必要赋予法律主体资格。輥輱訛 这其实反对基于
现实的司法功利主义之需求， 对理论以及立法作出一定的突破。 诚然， 肯定智能主体的法律人格，
必然与现行法律体系的行为理论相互对冲， 也波及法律主体及其认识方面的基本教义学内容。 然而，
在消极看待智能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之际， 鉴于现实的危害性或危险， 只能转向设计者、 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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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龙文懋：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哲学思考》，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5期。
輥輳訛 参见叶良芳： 《人工智能是适格的刑事责任主体吗？》，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9年第 4期。
輥輴訛 参见时方： 《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之否定》，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6期。
輥輵訛 参见王德政： 《人工智能体犯罪主体资格的理论廓清与现实应对》， 载 《新疆社会科学》 2020年第 3期。

以及使用者等关联人及其行为。 然而， 只是转向关联人的追责， 极可能触发刑法替代责任的风险。
3． 人类生物论的冲突
人的主体性地位， 首先是由生物属性所决定的。 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其生物属性之间存在牢不可

破的专属性、 唯一性以及权威性。 但是， 人工智能与算法统筹下的智能主体， 很难同等地具备 “人
的生物属性”。 现代法律制度预设的主体是理性主体， 是与人的生物属性密切相关的。 人工智能主
体缺乏人的欲望等内容， 不具备主体性， 不是现行法律认可的适格主体。 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
体， 可能导致人的价值贬抑和物化、 异化。輥輲訛 该看法以人的生物属性及其理性等要素作为 “上位” 判
断标准， “对位” 评价智能主体的法律能力与地位， 必然得出否定的观点。 生物属性专属于人这一
特殊主体而存在， 智能主体显然无法 “加持在身”。 但是， 直接将人与智能主体进行 “生物属性”
的匹配， 存在方法论的 “不对称” 误区。 这不仅否定智能主体拥有维系其主体地位的要素， 也使可
以与人的生物性实质匹配的要素， 如算法及其规则、 深度学习等内容无法呈现。 而且， 人与智能主
体之间， 虽然目前存在明显的 “工具关系” （制造物）， 但是， 也可能表现为 “平等主体之间的关
系” 及 “统治关系”， 使生物性标准缺乏长久的合理性。 因此， 人的生物属性作为关键的否定性要
素， 暴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化倾向。

4． 刑事一般法理的排斥
人工智能缺乏心智意识、 意志力、 情感能力， 不具备独立于人类的权利和价值， 在善恶及伦理

观等方面， 不具备与人类相当的认知水平， 不适合拟制为犯罪主体。輥輳訛 这从人类社会固化的认识论、
价值论层面， 否定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之可能性与必要性。 进言之， 人作为法律主体被赋予了多重
的法律价值与道德伦理诉求， 人的认识能力及其法律意义具有不可替代性。 正在发展中的智能主
体， 一旦被赋予情感、 价值判断等 “人” 的要素， 短时期内不现实、 也很危险。

当前， 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载体， 仍然主要表现为人类的 （辅助） 工具， 或者说是人的制造
物。 因而， 很难说具有现行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属性。輥輴訛 这从刑法规范论与功能论层面， 否定了智能
主体的刑法地位。 因为智能主体缺乏规范层面的行为能力， 无法实施刑法意义上的行为， 无法且无
任何能力可以有效承担刑法意义上的责任。 更进一步地说， 意志自由是成立刑法主体的关键条件，
包括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两大规范要素。 智能主体当前实施的高度 “类人” 行为， 往往与预设的程
序有关， 缺乏独立的辨别能力与控制能力， 结果的发生往往也是既定的， 无法自主决定。 这意味着
法规范的认知能力、 遵从意志的能力、 承担法益侵害后果的归责能力是充足的。 与法人这一拟制的
主体相比， 虽然都缺乏生物属性， 但是， 法人仍在很大程度上是 “人的有机结合”， 使二者的差异
多于共性。 此外， 智能主体暂时缺乏承担刑罚处罚的能力， 难以实现刑罚目的， 亦没有必要作为刑
法主体。 这些因素导致现行刑法理论体系难以容纳 “智能主体” 的存在。

5． “人的犯罪” 之归责导向
在消极论看来， 所谓的 “人工智能犯罪”， 实则是人的犯罪， 并非一种独立的犯罪， 当然也就

不需要特别处置。 因此， 由现象到规范的功能一致之逻辑看， 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几乎就是一个伪
命题。 不乏观点认为， 编程者是真正的犯罪主体， 其实施的编程行为或不作为是人工智能体所涉及
犯罪的实行行为。輥輵訛 这实际上仍然立足于 “人的犯罪” 之基本立场， 主张涉人工智能犯罪实际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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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李茂久： 《主体错位与归责逻辑： 人工智能危害风险的刑事规制研究》， 载 《新疆社会科学》 2020年第 3期。
輥輷訛 参见董玉庭： 《人工智能与刑法发展关系论———基于真实与想象所做的分析》， 载 《现代法学》 2019年第 5期。
輦輮訛 参见郭少飞： 《“电子人” 法律主体论》， 载 《东方法学》 2018年第 3期。

的犯罪， 只是加入了 “人工智能技术” 这一新的因素。 如此看来， 如果人工智能体引发人身权利或
财产权利受到危害的， 应当根据编程者的主观罪过以及现行刑法理论、 规定等， 具体考察是否涉嫌
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等。 按此逻
辑， 还可以认为， 人工智能的刑事地位是犯罪客体或具体的犯罪对象， 以人为中心的犯罪实施、 归
责、 制裁体系仍旧具有长期的统摄性与权威性。輥輶訛 但是， 这种看法很可能过于绝对。 尽管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实施相关犯罪的 “工具型” 犯罪客观存在， 但它也只是其中一部分。 实际上， 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而形成的新型犯罪正在演变， 与传统刑法语境中完全以人的主导地位为前提所实施的犯罪存
在一定的差异。 正在初级阶段的人工智能犯罪， 尽管与传统犯罪存在 “藕断丝连” 或 “相互重叠”
等情况， 但从长远看， 二者的分离性持续递增， 也很有必要从 “后果主义” 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工智
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使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主体与犯罪性质是一致而非矛盾的。

（二） 对人类中心立场的理性反思

否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各种理由看似合理， 但仍存在不少的 “疑惑”。 最突出的认识论误
区在于， 完全按照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 法律规定等， “平行” 评价智能主体的内涵及其地位。
“法律人格的发展始终遵循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人无法涵盖人工智能”輥輷訛 的观点， 正是 “人类中心主
义” 偏于僵化与过度之反映。 反观网络犯罪时代对新型主体的确认， 却呈现为包容的认识观与功能
观。 这种开放性立场的交错， 促使重新审视当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合理性及其取舍。

1．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必要修正
以人独有的认知能力、 意思能力、 道德能力等理性要素， 以及根据人专属的生命体征、 情感、

情绪等人性要素， 对智能主体进行否定性评价， 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
论立场， 是以人的绝对主体性地位作为认识前提， 以人的生理、 心理、 智力等要素作为评价一切规
范要素的依据。 按照人的主体性地位之成立条件与要求， 对现阶段的智能主体进行 “等质” 匹配，
显然无法得出积极结论。 但是， 认识误区在于， 用人类标准直接套用于智能主体。 适用于智能社会
法律人格判定的标准体系， 应以算法为基础， 独立于人类物种的具体特质。 因此， 在设定智能主体
的法律地位之判断要素与标准时， 应回归智能时代的语境， 使其与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实际情况、
趋势、 规律相符。

从实践动向与现实需要看， 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解释论上的效果不尽人意， 不仅与国际社会
积极确认的动向不符， 也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情况。 然而， 不能就此完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
合理性， 而应适时对其作出必要的修正。 在算法、 深度学习等条件下， 智能主体具有一定自主性、
主动性， 而非完全受人类支配的客体， 法律应设定 “电子人”。輦輮訛 “电子人” 等积极看法的合理性在
于： 一是自然人、 动物或无生命体作为法律主体的历史演化进程表明， 人类已经超越只有人可以是
法律主体的认识， 法律主体的扩大化是趋势， 承认智能主体有充足的制度空间。 二是从现代法理
看， 法律主体根植的能力、 道德等基本要素， 智能主体也正在加速实现 “等值” 地拥有上述要素。
三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等外部条件看， 法律主体格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社会经济形势的变革与突
破， 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属性、 人的主体性地位、 法律制度的属性等正悄然生变， 法律主体及其格局
必然出现变化。 智能技术的应用使潜在的经济、 社会、 文化、 伦理影响， 冲击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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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陈思： 《克隆人立法能否从 “功利主义” 转向 “权利保障”》， 载 《科学新闻》 2018年第 12期。
輦輰訛 参见孙道萃： 《网络平台犯罪的刑事制裁思维与路径》， 载 《东方法学》 2017年第 3期。
輦輱訛 参见孙道萃： 《犯罪主体的网络化演变动向与立法修正脉络》， 载 《中国应用法学》 2019年第 5期。

学范式， 促使既有观念、 模式、 体系转换， 法律主体的变动是必然的。
从法律制度的进化规律看， 现代科技必然引领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 这是不可逆转的法律发展

逻辑。 立法的积极应对显得尤为迫切， 特别是前瞻性的立法， 可以有效 “控制” 汹涌而来的新型技
术风险。 这种积极预防立法观的背后， 是当代功利主义的 “正名” 与体现， 旨在尽可能满足新的需
要； 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必要修正， 从而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在法律制度变革上的保守性、 狭隘
性。 譬如， 生物科技领域正萌生功利主义的立法动向。 2018 年 11 月， 我国诞生世界首例免疫艾滋
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全球科学界集体表示， 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需考虑技术、 社会以及伦理问题，
属于限制性的研究领域。 同时， 应当建立监管制度和制定法规， 特别是作出前瞻性的立法规划与布
局。 这是法律功利主义的当代延伸。 对技术的立法规制理念， 应合理兼顾 “功利主义” 与 “权利保
障” 两重关系。 既鼓励克隆技术创新， 引导新技术的科学发展； 也顾及当代社会的基本伦理， 切实
保护利益攸关各方的合理诉求。 可以考虑加快制定专门的 《克隆技术管理法》 作为基本法， 明确规
定监管职责与法律责任， 甚至可以考虑将生殖性克隆入罪。輦輯訛 这种前瞻立法对解决克隆技术裹挟的
法律问题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刑法介入现代生殖技术以及克隆技术， 是主动求变与精准保障功能
的体现。 在面对新型刑事法律风险时， 前瞻性的立法导向， 没有僵硬地固守 “人类中心主义”， 而
是转向功利主义的法律观， 通过权衡利益得失等因素， 确保法律介入的最优利益。

2． 功利主义导向下网络刑法立法经验的侧照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及其应用的全面普及， 使网络法律风险无孔不入。 而且， 网络犯罪已经成为

我国最主要的犯罪类型之一， 既基本上覆盖了传统犯罪的场域， 也在诸多新兴领域延伸其它犯罪。
在网络时代， 传统法律主体的合法性、 有效性均有所影响。 《网络安全法》 （2016 年） 第二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 运营、 维护和使用网络， 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 适用本法。 第七
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网络运营者， 是指网络的所有者、 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网络安全法》
是网络法律体系的基本法， 规定网络建设者、 运营者、 维护者、 使用者以及网络运营者。 这初步建
立起我国网络法律主体的格局。 网络犯罪时代的纵深演进， 使由人与法人组成的刑法主体格局开始
出现失效现象， 并面临较为突出的 “网络化” 发展趋势。 完全根植于网络社会时代并实施网络犯罪
的新型法律主体开始相继出现。 其中， 尤其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最为典型， 是当前参与或实施网络犯
罪的主要新型主体。 在实践中， 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也表现为网络平台， 而网络平台目前已经是主
要的新型网络犯罪主体。 既然新型网络犯罪主体不断出现， 通过立法予以确认是明智之举。 譬如，
《刑法修正案 （九）》 增设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即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明确将网络服
务提供者规定为犯罪主体。 但是， 仅从分则个罪的角度予以规定显然不够。 网络平台是极其活跃的
新型网络犯罪主体， 应当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定。輦輰訛 这反映了网络时代立法的活性化特征。

《刑法修正案 （九）》 不仅正式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犯罪主体， 也为网络犯罪主体的立法
化开启了先河。 网络犯罪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新型网络犯罪主体持续增量， 网络犯罪主体的立法化
仍将延续不止輦輱訛。 这种适时立法模式蕴含了对功利主义的积极体认， 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应作出必
要的修正。 对于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及其立法化等问题而言， 人类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价值
博弈仍将延续。 尽管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处于主导地位， “人的犯罪” 仍是主要形式。 但是，
在不同犯罪类型加速交互的过程中， 犯罪主体及其类型必将迎来微变、 量变乃至质变。 通过修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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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参见魏东： 《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观及其规范刑法学展开》，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3期。
輦輳訛 参见刘宪权： 《智能机器人工具属性之法哲学思考》，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年第 5期。

类中心主义并容纳功利主义的诉求是必然趋势。

三、 积极论的展开

从功利主义看， 法律制度的变革应考虑现实需求， 在司法资源投入与可能收益之间寻求最大
值。 功利主义仍是指导立法的重要思想。 适时肯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是智能时代治理犯罪的现
实需要， 具有优化刑事风险应对的积极意义。

（一） 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确证

逐步有限度肯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可以从技术演变引发的理论连锁反应中寻求恰逢其时的
哲学依据和道德基础以及知识索引。 纵观消极的主要事由， 从发展的观点看， 对智能主体的刑法地
位持面向未来的审视更为乐观和可取。

1． 人工智能犯罪的自主性持续加持
承上所述，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犯罪的性质及其地位， 与人工智能的刑法地位在逻辑上是一脉相

承的。 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统摄下的 “人的犯罪” 之本质仍旧是主流认识， 因此， 当前对处于起
步阶段并发展中的人工智能犯罪几乎持绝对的消极态度。 不过， 这种认识也开始呈现出一些微妙的
转变。 人工智能犯罪的实质内涵是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 其保护法益是作为公共安全的人工智能
“算法安全”。 对此， 既要推动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同步建构， 也要推动人工智能犯罪领域的刑法立法
完善和规范刑法学理论创新。輦輲訛 这已经是较为明显的 “折中论”。 虽然没有完全或彻底确认人工智能
犯罪的独立性质， 但在局部范围内强调了人工智能犯罪相比于传统犯罪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保护法
益的内容之特定性， 从而显示了人工智能犯罪的专属性与自持性。 当然， 人工智能犯罪是人工智能
算法安全犯罪的观点， 虽然凸显了算法在人工智能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界定人工智能犯罪的重要意
义， 但如此界定也有其缺陷， 概括起来， 就是没有明确人工智能犯罪的实施主体或行为主体， 而是
含混地描述了这类犯罪的基本特征而已。 在设定人工智能犯罪的规范本质时， 应以主体地位为起
点。 同时， 在这些新型犯罪的反复叠加下， 传统刑法立法、 司法以及理论都面临深度转变的现实挑战。
这些实实在在的需求不仅孕育了变革的契机， 也进一步 “呼应” 人工智能主体应当具备独立地位。

当然，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水平、 人工智能产品的工具性或工具
属性仍未完全褪去、 人的主体性地位始终居于高位等客观因素的存在， 应当秉持相对审慎且乐观的
折中态度， 分阶段、 有序地判断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法律能力及其在刑法领域上的具体程度， 而
不能一厢情愿地 “认定” 人工智能主体即将全面实现应有的法律地位， 以兼顾好技术与法律在动态
发展过程中的综合平衡， 最大限度降低积极论与现行刑法理论之间的紧张度。 即使认为在强人工智
能时代的强智能机器人可以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但并非所有已经出现或正在形成中的强智能机器人
都必然是犯罪主体或刑事责任主体。輦輳訛 只有这样才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积极论， 也更能妥善地处理
好与现行刑法理论体系的关系。

2． 智能时代伦理建构的供给前提
智能伦理是设定智能法律制度的前提与基础， 不仅关涉价值判断与取舍， 也决定行为主体的合

法性依据与责任范围等。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下， 按照 “人的逻辑” 加以判断， 则必然没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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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参见许中缘： 《论智能机器人的工具性人格》，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5期。

伦理的存在基础。 智能伦理的缺失， 使讨论智能主体的基本前提不复存在。 在功利主义的视野下，
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 其条件之一在于能否 “等值” 地认可智能伦理的地位， 从而赋予其 “类
人” 的伦理基础。 智能伦理的确立， 使智能主体拥有存留的法律人格之前提， 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
条件。 智能机器伦理 （Machine Ethics）， 是指有关计算机和机器拥有道德决策能力的新兴研究领域，
与过往的不同， 智能机器是决策的主体， 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 机器伦理关注的重心是确保机
器人的行为对人和其他机器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
德， 是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 通过给智能机器注入伦理维度， 在现有技术条件与社会形态中， 可以
使人类当前设计的智能机器在行为上更合乎伦理与道德， 首先就是与人类伦理体系不冲突， 进而寻
求目的与工具之间可以 “共生共存” 的空间。 智能机器伦理的建设， 也可以使智能机器人的行为具
有可追溯性， 防止 “无法无天” 的情形。

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和智能伦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密不可分。 人类中心主义下的伦理体系，
并不能接纳并规制缺乏生物属性的智能主体。 通过导入功利主义及其论证逻辑， 可以释放智能伦理
概念及其体系的 “外溢” 法律效益， 有助于清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障碍， 为确立智能时代的刑
事责任奠定正当性基础， 提供原则性的 “解释概念” 或基本先导。 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 智能伦理
体系的建设面临技术难题与认知障碍。 但是， 推进的条件与意义在于： （1） 从现代民事法律制度
看， 伦理性并不是民事主体的必然成立条件。 立法可以拟制法律伦理， 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相契合。
这是民事领域最早对 “法人” 的主体地位予以认可的重要原因。 通过立法拟制法人制度并将法人视
为法律主体， 鲜明地折射了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并融合功利主义之诉求的折中立场。 对于智能时代的
民事主体， 法律功利主义标准仍具有支配性意义。 在法律工具主义的前提下， 赋予智能机器人有限
人格， 具有理论基础与实践需求。輦輴訛 积极论可以使智能机器人扮演权利主体与义务承担者， 是解决法
律责任的重要前提。 民事领域涉及面广， 对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持包容的审慎性立场， 与该领域最
早肯定 “法人” 制度不谋而合。 对于刑事领域， 既然已经赋予法人之主体地位， 在相似的社会条件
下， 不能完全排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问题。 当前， 赋予智能主体类似于生物人或法人的法律人
格， 可能暂时明显超出大众情感的一般标准， 甚至不便操作。 但是， 基于法人的主体资格之进化与
确认规律， 与自然人存在生理差异已经不是法律障碍， 因为法律规范的评价是可以等值的。 （2） 按
照现代法律体系中理性价值观的预设前提， “有限理性” 是当前机器伦理的重要内容。 刑法意义上
的智能伦理， 主要针对具有 “独立意志” 的智能主体， 包括机器人道德、 机器人社会关系等内容。
这使机器伦理存在合法性与规范性的 “同质” 要素。 在此前提下， 可以逐步建立和推动智能伦理概
念及其规则体系的发展。 同时， 通过弱化复杂的伦理困境与疑难责任认定的方式， 可以与既定的刑
法体系保持和谐共处。 这就使智能时代的伦理体系及其运行， 不会制造过度化的衔接成本与知识冲
突， 本质上与更好地实现人类利益目标并不冲突， 在人类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诉求之间寻求
了融合的可能性。

3． 智能时代刑事责任能力进化的倒逼效应
在人的主体性地位之前提下， 人与生俱来地具备了 “刑事责任能力” 这一核心的规范要素， 人

是最重要的刑法主体。 毫不夸张地说，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主体的决定性因素。 法人 “进入” 刑法
主体序列， 是基于 “法律拟制” 的立法技术， 依法确认了刑事责任能力。 对于智能主体而言， 在现
行话语体系下， 仍需要讨论智能时代的 “刑事责任能力” 这一核心要素。 尽管 “刑事责任能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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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 仍 “浸淫” 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元素。 但是， 从智能主体的特定历史时期看， 为传统的刑
事责任能力 “注入” 新元素是关键。 随着智能技术的更迭以及智能程度的升级， 智能主体将逐渐摆
脱纯粹的 “人造物品” 命运， 甚至实现突破性发展。

尽管从预期的角度，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 可以赋予确认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之
认识论、 价值论以及功能论的基础。 但是， 科学界定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技术问题， 也
是理论进步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完全陷入 “唯技术论” 的窠臼， 而应当回归刑法的规范性角
度， 立足于规范判断， 实现可量化、 司法可认知以及外部可视化的有效界定。 当前， 不乏 “唯技术
论” 的做法。 例如， 智能机器人是由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 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和学习能力， 是能够
自主思维、 自发行动的非生命体。 在程序设计和编制范围内实施犯罪行为的， 是按照人类的意识和
意志， 是人类实施犯罪行为的 “工具”； 智能机器人可能超越程序的设计和编制范围， 按照自主的
意识和意志实施犯罪行为， 是行为主体，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輦輵訛 这是以 “程序设计与编制” 作为核心
技术要素， 并以是否超出人类作为研发者、 设计者的 “（程序） 喂养” 范围为技术应用或技术产品
功能为界限， 区分智能主体是否依附于人还是独立于人。 该看法看似合理， 然而， 它同样是站在人
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进行 “简单置换”。 以智能产品或智能机器人是人类的产品或工具等为预设前提
的， 并不利于从更独立的角度考察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 在界定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上， 应当主要根据智能时代犯罪的发展形态， 从智能技术及其应用水平、 智能程度两个基本要素出
发， 在摒除智能产品等人类中心主义下的 “客体” 或 “人造物” 等看法后， 以智能程度为最根本的
要素， 设定动态的刑事责任能力标准、 类型， 以及相应的判断标准与要素。 这不仅可以很好地体认
了功利主义的精神， 也更精准回应现实需要。

4． 智能时代刑罚有效性的必然反制
从立法原意、 规范内涵以及公众的一般认识看， 我国现有刑罚体系无法、 也不能涵括智能机器

人这一潜在的新型主体， 也即现有的刑罚措施都是针对自然人或法人， 而不涉及智能主体。 从刑罚
的目的、 有效治理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等角度看， 应当重构我国刑罚体系， 以确保可以对智能时代
的犯罪与刑事责任主体施加有效的刑事制裁。 这意味着刑罚有效性这一核心命题， 在智能犯罪时代
必然出现结构性 “迁移”。 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事制裁的承担主体范围之内， 本质上就认可了智能
机器人的社会成员资格， 承认其法律地位， 允许其参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 但是， 反过来看， 刑
罚有效性能否实现， 也取决于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刑罚有效性是刑罚范畴在动态实现端口的关键内容， 不仅在本体上决定了刑罚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 也在程序上决定了刑罚的实际效果。 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取舍， 在源头上决定了智能时代的
刑罚有效性的实现效果。 从功利主义看， 刑罚有效性反映了鲜明的目的性、 功能性、 经济性， 是刑
罚功利主义的集中体现。 正如在网络时代， 由于网络犯罪主体、 行为及结果等一系列要素的异化，
迫使必须重构网络刑事制裁措施体系，輦輶訛 以满足有效因应新型网络犯罪的现实需求。 这就是罪刑关
系相互配合关系的新发展。 相应地， 刑罚有效性命题在智能时代是否继续 “有效”， 首先取决于智
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以及是否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接受并感知最严厉的刑事制裁及其附随的惩戒、
报应、 预防。 否则， 刑罚有效性不仅缺乏实施的 “对象”， 也缺乏可以验证的 “主体标准”。 正是基
于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与刑罚有效性之间的功能逻辑关系。 率先明确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有助于

輦輵訛 参见刘宪权、 胡荷佳： 《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载 《法学》 2018年第 1期。
輦輶訛 参见孙道萃： 《网络刑事制裁范畴的理论视域与制度具象之前瞻》，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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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源上巩固刑罚有效性的存在基础与实现条件， 防止因 “主体待定” 而引发刑罚有效性丧失的现
象， 避免出现刑罚有效性单方面求变的 “一头热” 问题。

在智能主体逐渐具备刑法地位的情况下， 也应当及时调试智能时代的刑事制裁措施及其体系与
之配套。 譬如， 删除数据、 修改程序、 永久销毁等刑罚处罚方式以及财产刑、 权利刑等刑罚处罚方
式， 都是针对智能主体的制裁措施。輦輷訛 这些立法建议具有可取之处， 只是仍未真正跳出人类中心主义
及人的主体性地位， 也未跳出当代刑法体系的框架。 删除数据等立法建议， 仍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
的思维， 预设或默认智能主体的 “机器” 或 “产品” 属性， 未能针对智能主体配置独立的制裁措
施。 “简单复制” 是不彻底的修正， 无法精准制裁智能主体与有效打击智能犯罪。 从功利主义看，
应当将 “刑罚有效性” 作为最高实践标准与终端验证标准， 根据智能时代的犯罪规律及本质特征，
拟制专属的刑事制裁措施。

5． 智能时代新兴权利的发展使然
在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法律主体正在出现结构性的变动。 智能主体地位的智

能程度不断攀升， 不仅意味着其法律地位、 法律能力 “水涨船高”， 而且也意味着智能主体的权利
问题随之出现。 尽管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是智能主体的权利及其保护其权利的前提与基础， 但是，
智能主体的权利问题日渐 “显身” 也倒逼主体性地位的强化。 这种法律地位与法律权利之间的深度
交互关系， 动摇了传统法律中的权利主体、 权利归属及其行使主体等基本问题之认识。

域外法律对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持包容的开放立场， 对智能主体的权利问题亦是如此。 人工智
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 应具有法律人格， 也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责任义务。輧輮訛 从法人的
权利发展逻辑看， 机器人已经参与社会生产生活， 实质上符合权利主体地位与权利类型的一般发展
规律。 但是， 智能机器人的权利与人类的 “自然权利” 存在本质差异， 承担行为能力与后果有限，
在现有条件下， 是有限的法律人格。 譬如， 智能主体的权利具有鲜明的法律拟制性、 利他性、 功能
性等属性， 主要以数据共享权、 个体数据专有权、 基于功能约束的自由权、 获得法律救济权等为内
容。輧輯訛 这种观察有其合理性。 在现阶段， 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较为集中地涉及数据领域。 当然， 今后
智能主体的权利领域更为广泛。 例如， 在知识产权领域， 就涉及智能主体创作作品的法律性质及其
保护对策等。輧輰訛 无论智能时代的权利的性质、 权利的类型、 权利的要素将发生哪些变化， 智能主体的
权利及其保护问题都会持续向前发展， 必然要求智能主体具备相应的法律地位与主体资格， 否则，
智能时代的权利属性、 权利保护等问题都将陷入僵局。

6． 人工智能技术演变的内在策动
讨论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不可避免地需要关注智能技术水平及其所决定的智能程度。 遵循智

能技术导向下的思考逻辑， 旨在遵从技术代际演变对智能主体的影响效果， 同时也试图跳出纯粹的
技术至上之思维桎梏， 更综合地认清智能主体是否具备法律主体资格与条件。 譬如， 普通机器人、
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以及普通、 弱、 强智能机器人交替发展， 机器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逐
步增强。 目前， 只有强人工智能产品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
危害社会的行为， 具有独立人格和刑事责任能力， 应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予以刑罚处罚。輧輱訛 弱与强

輦輷訛 参见刘宪权：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法理基础》，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4期。
輧輮訛 参见袁曾： 《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 载 《东方法学》 2017年第 5期。
輧輯訛 参见张玉洁：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 载 《东方法学》 2017年第 6期。
輧輰訛 参见郭泽强： 《人工智能时代权利与责任归属的域外经验与启示》， 载 《国外社会科学》 2020年第 5期。
輧輱訛 参见刘宪权：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演变： 昨天、 今天、 明天》， 载 《法学》 201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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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差异， 会使智能程度不一， 也蕴含智能主体的本质性、 差序性之刑法意义。 对于智能程度高
的强人工智能机器人， 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 而承受刑罚的根据是新型的社
会责任论。輧輲訛 但在此背后， 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才是归责的根本缘由。 在智能技术的应用水
平及智能程度不断发展的前提下， 部分现行智能应用产品已经具有 “主体性”。 相应地， 智能程度
持续增量， 智能主体的法律能力与地位也 “水涨船高”， 与自然人、 单位为中心的现行刑法主体理
论差异扩大， 不能直接套用现有理论体系解释智能主体的法律能力与刑法意义。 现阶段将人工智能主
体形式视为 “产品”， 实质上是更隐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已经本质上否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当然， 如若单纯从智能技术代际进行弱强划分及其在法律层面的辨识难易度看， 弱与强的思考
逻辑可能是伪命题， 对智能时代犯罪、 刑事责任等问题的界定未必科学， 对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之
“解释意义” 也主要停留于狭隘的技术层面。 尽管如此， 弱与强的技术 “分离”， 仍反映竭力接近并
满足现实需求的强烈信号。 目前， 在以算法为核心推动智能技术加速演进的背景下， 智能程度不断
攀升， 现阶段的智能产品或智能机器人等形式不断升级， 未来智能主体的自主行为意识、 能力不断
提高， 为逐步确认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提供合法性的事实基础。

（二） 功利主义与智能立法的时代张力

功利主义是当代哲学思想的重要流派， 可为智能时代的法律转型与立法变革提供重要的解释源
泉， 也为科学认识与界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提供基本素材。 如此一来， 相对审慎的积极论可以由
此做到更为理性、 有序的分阶段实现。

1． 功利主义的当代解释意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功利主义的发展及其地位有所反复， 但是， 在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

学中， 仍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功利主义主要包括行为功利主义、 规则功利主义、 双层功利主义。輧輳訛

行为功利主义是正统和早期的古典形态， 行为的后果是评价行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道德上正确
的行为， 是能够产生最大幸福的行为。 规则功利主义认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是遵守道德规则的行
为， 遵守道德规则， 通常能够产生功利的最大化。 双层功利主义试图调和前二者。 功利主义可以作
为道德原则， 指导个人的行为； 同时也是正义原则， 可以指导如何制定社会制度和政策。 而缺陷是
“代表了一种过于贪心的企图， 将一种方案过于综合和广泛地运用于解决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輧輴訛

尽管如此， 无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理论与政策层面， 功利主义的重要地位及其立法意义都尚未受到
本质上的撼动。

在智能时代， 承认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 因为有助于解决新型智
能犯罪以及相关的社会治理问题，輧輵訛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利益。 在功利主义的引导下， 对智
能主体的 “确认”， 可以很好地权衡人与人工智能交互后的复杂法律关系与价值安排， 同时， 肯定
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与保护人类利益可以相得益彰。 因此， 应当辩证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对法
律主体之基本认识在现阶段的合理性， 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的理性交往关系， 完全
否定人类中心主义而寄希望于功利主义， 继而旋即确认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也不尽妥当。 人类中心
主义在当前社会形态以及人的主体性地位下， 仍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与公众认同。 但是， 过度推崇

輧輲訛 参见卢勤忠、 何鑫： 《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 载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6期。
輧輳訛 参见姚大志： 《当代功利主义哲学》， 载 《世界哲学》 2012年第 2期。
輧輴訛 参见 [印] 参见阿玛蒂亚·森、 伯纳德·威廉姆斯： 《超越功利主义》， 梁捷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2页。
輧輵訛 参见周详： 《智能机器人 “权利主体论” 之提倡》， 载 《法学》 2019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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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泛化人类中心主义， 则可能会遏制应对新兴事物的主动性， 在遵循或变通人的唯一主体性地位这
一重大问题的价值权衡上过于保守， 就是导致智能主体刑法地位停滞不前的主要阻力。 相比之下，
功利主义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取舍更为灵活， 既不失于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及其道德伦理的遵从， 也
在合理变通的前提下实现更大利益之间的求同存异。 这对理清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认识论与价值论
具有积极意义。 功利主义也绝非尽善尽美， 不应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 而应对其作出必
要的修正， 激活功利主义的法律意义与立法动能。 肯定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可以体现并反映人的
主体性地位， 也不会消损人类中心主义及人类利益的根基； 又可以妥善处置智能时代的法律诉求与
挑战， 切实保护智能主体的合法权益， 实现人机之间的和谐共处。

2． 功利主义的积极立法导向
边沁认为， 全部道德体系， 整个立法体系， 都是建立在一个惟一的基础上： 关于痛苦和快乐的

知识。 快乐和痛苦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清晰观念的惟一基础。 功利逻辑在于在一切判断过程中都坚定
地从痛苦和快乐的计算或比较出发， 以及不允许任何其他观念的干扰。輧輶訛 在此基础上， 边沁不仅清
晰地阐释了法律功利主义的基础、 内容、 实现方式、 相对优势、 意义等内容， 也引出功利主义在法
律制度及其立法等方面的创新性、 变革性特质与意义。 概言之， 利益、 价值等法律成本与收益的权
衡是法律功利主义的核心旨趣， 也是指导立法的重要依据与方法论。

法律是有目的性的活动， 立法是为了实现立法者的既定目标。 “除非立法者谨慎地重新调整惩
罚而改变精明盘算的平衡， 否则一些人的利益将不断地与其同类的利益相冲突。 一个人通过使一般
幸福最大化而总能获得其自身的最大幸福， 需要在立法改革完成之后才能实现。”輧輷訛 边沁明确将法律
作为实现功利主义的工具。 从刑罚有效性的角度看， 是否可以实现治理犯罪的目的， 是刑法立法的
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基础。 “对于主权者， 他在采纳法律过程中所考虑的目的、 或外在动机， 基于功
利原则， 仅仅是社会的最大福利。”輨輮訛 刑法立法通过遵循功利主义， 可以在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之
间， 寻求最优组合、 最佳配置与最高效益。 “政府的业务在于通过赏罚来促进社会幸福。 由罚构成
的那部分政府业务尤其是刑法的主题。”輨輯訛 换言之， 促进人类的最大幸福， 立法、 尤其是刑法立法可
以大有作为。

功利主义作为法律制定的基础， 旨在通过立法增进人类幸福的目的。 按照功利主义的精神， 则
需要明确哪些行为可以视为犯罪行为， 并应如何处罚， 用于引导人们应当如何行为。 立法者充分运
用道德算术， 计算苦与乐的当量， 使法律草案的起草过程融入功利主义的元素。 关于立法草案规定
的苦与乐的计算要领， 一般包括对个体的苦与乐之比较、 所有的关系人是否受影响与是否关系整个
社会的利益、 使人受害、 受益的人数之权衡、 是否符合赏罚原则、 是否 “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
幸福” 的效果。輨輰訛 这反映了功利主义导向下的立法具有精细化一面。

功利主义之于当代法律， 最直接的启示意义与实践逻辑， 就是为立法者是否以及如何面对新事
物、 新挑战之立法提供最重要的 “权衡术”。 其最核心的立法指导逻辑， 也可以归纳为功利主义应
作为一项原则性、 概括性、 框架性的观念， 引导立法者更主动、 积极地通过立法实现变革。 它不仅
包括法的安定与法的进化之下的价值取舍问题， 也涉及如何设定犯罪圈、 刑罚如何有效等立法技术

輧輶訛 参见 [英] 边沁： 《立法理论》， 李贵方等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3、 35页。
輧輷訛 参见 [英] 亨利·西季威克： 《伦理学史纲》， 熊敏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03页。
輨輮訛 参见 [英] 边沁： 《论一般法律》， 毛国权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版， 第 41页。
輨輯訛 参见 [英] 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第 122页。
輨輰訛 参见张宏生、 谷春德主编： 《西方法律思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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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积极论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legal�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subjects� has�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point�for�discussion.�At�present,�practice�is�ahead�of�the�theory,�but�there�is�still�a�stale-
mate�between�the�negative�standpoint�and�the�positive�standpoint.�The�negative�reasons,�such�as�
the�continued�effectiveness�of�the�traditional�legal�system,�the�contradiction�of�legal�epistemology,�
the�conflict�of�human�biology,�the�exclusion�of�criminal�jurisprudence,�and�the�cognitive�setting�of
“human�crime”,�reflect�the�excessive�immersion�of�anthropocentrism,�while�the�utilitarian�legisla-
tion�in�the�network�era�provides�opposite�proofreading�samples.�Under� the�beneficial�content�of�
absorbing�contemporary�utilitarianism,�we�should�appropriately�advocate� the� legislative�view�of�
utilitarianism.�The�core�elements�such�as�the�increasingly�independent�dynamics�of�artificial�intel-
ligence�crime,�the�premise�significa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ethics,�the�reverse�of�the�evolution�
of�criminal�liability,�the�counteraction�of�the�effectiveness�of�penalty,�the�need�for� the�emerging�
rights� of� intelligent� subjects,� and� the� ultimate� form�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make�the�positive�affirmation�and�and�its�rationality�increasingly�clear.�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t� Subject； Criminal� Law� Status； Anthropocentrism； Negative�
Standpoint； Utilitarianism； Positive�Standpoint

层面的最优化标准。 在新旧刑法知识不断交互的情况下， 尽管消极论与积极论的对峙仍在延续， 然
而， 积极论所依赖的社会基础、 技术条件、 理论前提以及社会认识等向好因素日益夯实， 使从立法
上确立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輨輱訛 这为及时启动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立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 新型犯罪主体的确立是首要任务。 而且， 对于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
本源问题， 功利主义立法观秉持了包容但审慎的回应路径， 既不消极回避新挑战， 但也不贸然作出
过度反应。 这正是当下具有合理性与实用性的积极刑法观之体现与实践。輨輲訛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与智能程度迅速递增， 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明显的影响。 在此情况
下， 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焦点。 如何看待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无疑是智能时代下当代刑
法体系的命运攸关问题， 直接左右以人为核心与逻辑起点的当代刑法究竟何去何从。 在人类中心主
义立场下， 按照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确立的一般标准进行 “匹配”， 显然无法得出积极的结论。 但
是， 从法律功利主义的权衡看， 有限度地认可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 不仅可以有效满足实际需要，
也与智能犯罪现象等一系列裂变因素相契合。 因而， 积极论是大势所趋。

輨輱訛 参见孙道萃： 《智能时代的刑法立法———人类中心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的取舍》， 载 《学术交流》 2020年第 4期。
輨輲訛 参见张明楷：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 载 《现代法学》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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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灿华 *

内容提要： 对监狱行刑各项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可以为完善监狱法律制度提供
实践依据。 围绕监狱改造、 分类管理与考核、 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等若干重要监狱
行刑制度的实施效果的问卷调查表明， 法官、 检察官、 监狱人民警察、 律师等法治工作
者、 社会公众以及服刑罪犯等不同群体的评价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即都相对消极。 不
同群体在心理矫治的效果、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数量、 以及监狱执法行为的合法
性等问题上， 存在较大的认知分歧。 改革与完善监狱行刑制度， 需要加快 《监狱法》 全面
修订的进程， 并着力解决部门规章碎片化问题。
关键词： 监狱法 监狱行刑 实施效果 实证研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8

监狱行刑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2014 年 10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健全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
侦查权、 检察权、 审判权、 执行权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统一
刑罚执行体制”。 这为我国监禁刑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指明了方向。 为完善监狱刑罚执行和管理
制度， 国务院以及司法部近年来一直有修改 《监狱法》 的计划。 例如， 国务院 2014-2016 年连续三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都有 “监狱法 （修订） （司法部起草）”， 司法部 2015 年和 2006 年制度建设工
作计划中均有 “推进 《监狱法》 修改工作， 起草和完善 《监狱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完善监狱刑
罚执行和管理制度， 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 的内容， 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则有 “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监狱法修订草案” 的内容。 但至今 《监狱法》 仍未有实质性的修改， 修法工作的
进展相当缓慢。

无论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 还是 《监狱法》 的修改， 都有必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这也是我
国法治改革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 因此， 在推动监狱制度改革或者修改 《监狱法》 的过程中， 有必
要以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总结监狱行刑的实施效果并发现行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 实证研究的基本情况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关于我国监狱行刑取得了什么样的实施效果， 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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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予以回答。 但评价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是一件专业性强、 争议比较大的工作。 为此， “实证视角
下中国刑罚执行制度完善研究” 课题组采取了问卷调查、 案例抽样分析等方法， 就监狱行刑的实施
效果开展了实证研究， 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介绍其中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譹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 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
情况、 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 把解决了多少问题、 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
改革成就的标准”。譺訛 根据这一原理， 通过问卷调查， 了解不同群体依据其自身的工作、 生活经验对
刑事执行的整体制度 （如制定统一的 《刑事执行法》） 和刑事执行的具体制度 （如罪犯改造效果、
减刑假释制度运行情况） 及其实施情况的评价情况，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实
施效果。 本文主要介绍其中涉及监狱行刑制度实施效果的问卷调查结果， 并为完善监狱行刑制度、
全面修改 《监狱法》 以及提高监狱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提供参考。

本次实证研究共收回 1391 份有效问卷， 调查的对象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法治工作者， 包
括法官、 检察官、 监狱人民警察和律师 （含政府法律顾问）； 第二类是在监狱服刑的罪犯； 第三类
是普通公众。 三类调查对象收回的调查问卷份数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 有效问卷份数 所占比例

法治工作者

法官 175 12.58%

检察官 145 10.42%

监狱人民警察 407 29.26%

律师 （含政府法律顾问） 110 7.91%

监狱服刑罪犯 378 27.17%

社会公众 176 12.65%

（一） 法治工作者

作为直接从事监狱行刑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 是本次问卷调查的重点对象。 问卷发放的对象为
来自贵州、 河南、 河北三省监狱 （含女子监狱） 的监狱人民警察。 在 407 名监狱人民警察中， 男性
比例居多， 77.4%的为男性， 15.7%的为女性。譻訛 各年龄段的分布比较均匀， 22.4%的年龄为 20-30 周
岁， 23.8%的年龄为 31-40周岁， 31%的年龄为 41-50周岁， 17.2%的年龄为 51-60 周岁。 大部分调
查对象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从事监狱管理工作 10 年以上的占 60.9%， 8.8%的工作时间为 6-10
年， 20.9%的工作时间为 1-5年， 7.9%的工作时间为不到 1 年。

法官、 检察官与律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罪犯管理或改造工作， 但在减刑假释、 行刑监督、 罪犯
人权保障等领域可能会与监狱行刑工作 “打交道”， 且作为 “法律共同体” 的成员， 对监狱行刑工
作与法治建设可能有更加专业的认知， 因此也是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

譹訛 相似的问卷调查， 可参见杨木高： 《监狱民警对修改 〈监狱法〉 的认知与期待———以全国监狱系统 139 名民警问卷调查为视
角》， 载 《中国司法》 2019年第 12期。

譺訛 参见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31页。
譻訛 因为有部分问卷的数据缺失 （即受访对象没有填写）， 因此数据的总和少于 100%， 下文同。

监狱行刑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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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问卷发放对象为河南、 广西两省的法官。 在 175 名法官中， 男性的比例相对较多， 占
60%， 女性的占 33.1%。 大部分法官的年龄在 30 周岁以上， 20-30 周岁的占 5.7%， 31-40 周岁的占
32.6%， 41-50 周岁的占 38.9%， 51-60 周岁的占 13.7%。 法官的学历以本科为主， 占 84.6%， 硕士
及以上的占 13.1%。 法官的审判经验比较丰富， 70.3%的法官从事审判工作的时间为 10 年以上，
16.6%的法官审判工作年限为 6-10 年， 12%的为 1-5年， 1 年以下的仅占 1.1%； 其中约有 16%的法
官曾经亲自办理过减刑、 假释或者其他刑罚执行案件。

接受问卷调查的检察官来自云南、 广东、 宁夏、 广西、 北京、 上海等 30 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譼訛 在 145 名检察官中， 男女比例比较均匀， 男性占 53.1%， 女性占 42.1%。 学历以本科为主，
62.1%的为本科学历， 35.9%的为硕士及以上学历。 大部分检察官的年龄为 30 岁以上， 其中 20-30
周岁的占 22.1%， 31-40 周岁的占 45.5%， 41-50 周岁的占 19.3%， 51-60 周岁的占 4.1%。 从事检察
或者检察辅助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 49.7%的从事相关工作 10 年以上， 20.7%的工作年限为 6-10
年， 24.1%的为 1-5年， 4.8%的为不到 1年； 其中约有 16.5%的检察官曾经从事过刑罚执行监督工作。

110 名接受问卷调查的律师或政府法律顾问来自吉林、 湖北、 新疆、 内蒙古、 重庆、 天津等 26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譽訛 其中， 男性的比例居多， 占 60%， 女性的比例为 33.6%； 62.7%的为本
科学历， 35.4%的为硕士及以上学历。 接受问卷调查的律师的执业经验比较丰富， 56.4%的已经从事
10 年以上的律师工作， 23.6%的执业时间为 6-10 年， 12.7%的执业时间为 1-5 年， 且 96.4%的律师
曾直接参与刑事辩护工作或者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

（二） 社会公众

176 名接受问卷调查的社会公众来自安徽、 江苏、 西藏、 北京等 24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譾訛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其中， 男性占 60.2%， 女性占 38.6%。 大部分的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具体而
言， 20-30 周岁的占 42.6%， 31-40 周岁的占 32.4%， 41-50 周岁的占 15.3%， 51-60 周岁的占
4.5%。 此外， 21.6%的社会公众表示， 其家人或者认识的人曾经或者正在服刑。

（三） 在监狱服刑的罪犯

接受课题组问卷调查的罪犯主要来自河北、 河南两省监狱的服刑人员。 在 378 名监狱罪犯中，
男性居多， 占 88.1%， 女性占 7.7%； 罪犯平均已经服刑 84.48 个月， 男性平均已服刑 86.88 个月，
女性平均服刑 59.86 个月。 大部分罪犯的年龄介于 19 至 40 周岁之间，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犯占
6.6%， 19-30 周岁的占 29.9%， 31-40 周岁的占 31.7%， 41-50 周岁的占 16.1%， 51-60 周岁的占
4%， 61 周岁以上的占 1.1%。 罪犯的学历大都为初中以下， 其中文盲的占 2.1%， 小学的占 19.6%，
初中的占 47.6%， 高中的占 10.1%， 专科的占 6.9%， 本科及以上的占 5.1%。 罪犯刑罚比较重， 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 3.2%， 而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48.1%， 无期徒刑的占 24.9%， 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的占 19.6%。

透过观察与总结不同群体对监狱行刑实践即监狱行刑制度实施效果的认知情况， 本文一方面概

譼訛 分别是云南、 山东、 广东、 湖北、 吉林、 辽宁、 福建、 上海、 北京、 河南、 宁夏、 甘肃、 广西、 江苏、 吉林、 河北、 海南、
山西、 黑龙江、 湖南、 重庆、 江西、 安徽、 内蒙古、 四川、 青海、 天津、 陕西、 浙江、 新疆。

譽訛 分别是北京、 山东、 江苏、 浙江、 贵州、 内蒙古、 新疆、 广东、 安徽、 四川、 甘肃、 河南、 西藏、 青海、 天津、 福建、 重
庆、 云南、 陕西、 宁夏、 上海、 辽宁、 河北、 江西、 湖北、 湖南。

譾訛 分别是安徽、 江苏、 北京、 广东、 吉林、 河南、 内蒙古、 浙江、 河北、 甘肃、 山西、 新疆、 山东、 西藏、 湖南、 上海、 广
西、 陕西、 福建、 贵州、 黑龙江、 青海、 江西、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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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上述人员对各有关制度实施情况的整体评价， 另一方面总结各方的共识， 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认
知差异， 进而剖析监狱法律制度及其运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 为监狱法律体系的完
善提供一个参考。

二、 监狱行刑的改造功能与改造效果

监狱执行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改造罪犯， 2018 年全国监狱工作会议强调监狱工作要 “践行改
造宗旨”。譿訛 罪犯改造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复杂工程， 既依赖于监狱行刑制度的科学设置， 又取决于
行刑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行情况。 我们围绕监禁刑的制度功能、 监禁刑的改造效果以及具体改造
制度的效果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 监禁刑的改造功能与实际效果

作为刑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等监禁刑具有特定的制度目标与制度功
能。 监禁刑具备 “改造” 的制度目标与制度功能， 是监狱行刑可以改造罪犯的前提条件。 但众所周
知， 监禁刑的制度功能要转化为实际的改造效果， 取决于多种因素， 而如何评价监禁刑的实际效
果， 也没有固定的标准。讀訛 本文认为， 不同群体特别是与监狱刑的执行有密切关联的群体对于改造
效果的评价， 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实践中监禁刑改造效果的实际面貌。

从制度目标而言， 监禁刑可能具有隔离罪犯、 惩罚罪犯和改造罪犯等多重目标。 关于何者为监
禁刑首要目标， 接受问卷调查的监狱人民警察、 服刑罪犯、 律师和社会公众中， 大部分都认为是
“改造罪犯”， 但是不同群体的认同比例有所差别。 纵向对比不同群体的认知情况， 如表 2 所示， 从
比例来看， 最多的罪犯认为监禁刑首要目标为 “改造罪犯”， 最多的监狱人民警察认为监禁刑的首
要目标为 “惩罚罪犯”， 最多的社会公众认为监禁刑的首要目标为 “隔离罪犯”。

表 2： 监禁刑的首要目标

改造罪犯 惩罚罪犯 隔离罪犯

监狱人民警察 50.64% 44.25% 2.30%

服刑罪犯 80.73% 12.57% 5.03%

律师 58.82% 33.33% 7.84%

社会公众 60.36% 28.4% 11.24%

从制度功能而言， “监禁刑是否具有改造功能” 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不能想当然
地认为刑罚执行制度就具备改造的功能。 这个问题可以从应然与实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应然角度探讨的是 “监狱刑本质上是否能够发挥改造罪犯的功能” 这一问题。 问卷调查显示，
大部分群体都倾向于认同监禁刑制度本身可以承担改造罪犯的功能。 具体而言， 70%的监狱人民警
察、 67.29%的律师以及 60.23%的公众认为监禁刑具有改造罪犯的制度功能。 然而， 只有不到一半
的罪犯 （约 43.78%） 认为监禁刑具有改造罪犯的功能。 可见， 作为监禁刑的直接体验者， 罪犯对

譿訛 《全国监狱工作会议要求统筹推进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大改造新格局》， 载 《法制日报》 2018 年 6 月 29 日第 001版。
讀訛 关于我国监狱改造历史的整体分析与评价， 可参见李豫黔： 《新中国监狱 70年改造罪犯的成功发展之路》， 载 《犯罪与改造

研究》 2019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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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度改造功能持更高的怀疑态度。
实然角度探讨的是 “监狱行刑实践是否真正发挥了改造罪犯的效果” 这一问题。 对此我们邀请

不同群体进行评价， 评价标准为分 “很好”、 “较好”、 “不太好” 和 “很不好” 四个等级， 另外还有
“说不清楚” 作为额外的选项。 结果显示， 不同群体对于监狱行刑实际发挥的改造效果并不十分满
意， 评价相对较低。 一方面， 认为监狱行刑改造效果 “很好” 或者 “很不好” 的比例都比较低， 约
6.9%的警察、 14%的罪犯、 2.7%的律师和 2.3%的公众认为改造效果 “很好”； 约 6.6%的警察、
13.8%的罪犯、 7.3%的律师和 2.3%的公众认为改造效果 “很不好”， 从数值上来看， 给予两极评价
的比例相当接近。 另一方面， 大部分人员认为改造效果 “较好” 或者 “不太好”， 两者比例也比较
接近且认为 “不太好” 的比例略高。 具体而言， 31%的警察、 20.1%的罪犯、 31.8%的律师和 31.3%
的公众认为改造效果 “较好”； 35.1%的警察、 19.8%的罪犯、 40.9%的律师和 34.1%的公众认为改造
效果 “不太好”。

对比上述几项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虽然不同群体大都期望监禁刑的执行能够实现改造罪犯的目
标， 但对于监禁刑的改造功能以及实际改造效果则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 即制度功能与实际作用
与制度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内容、 提高实施水平才能实现改造罪犯的制
度目标。

（二） 罪犯改造制度与改造措施的实施效果

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上， 司法部提出了坚持以政治改造为统领， 统筹推进监管改
造、 教育改造、 文化改造、 劳动改造的五大改造新格局。讁訛 但当前， 我国监禁刑执行中采取的改造
措施主要包括教育改造、 劳动改造与心理矫治， 相应地也形成了三类改造制度。

1. 改造效果的整体评价
对于目前改造措施的改造效果， 调查发现， 监狱人民警察的评价不高。 大部分警察 （约

58.6%） 认为 “效果一般”， 仅有约 26%的警察认为 “效果良好”， 但认为效果不好的比例较低， 仅
占约 8%。 相对而言， 罪犯对改造效果的评价更低， 约有 22.92%的罪犯认为 “效果不好”， 认为
“效果良好” 和 “效果一般” 的比例分别为 25.21%和 42.12%。 诚然， 监狱人民警察与服刑罪犯的主
观认知不能完全反映监狱改造效果的全貌， 不过作为监狱行刑的亲历者， 两类群体的消极评价充分
说明了， 提高监狱行刑的改造效果仍然是监狱行刑制度改革的第一要务。

2. 教育改造制度的实施效果
《监狱法》 规定， 监狱应当对罪犯进行法制、 道德、 形势、 政策、 前途等内容的思想教育。 本

次问卷调查中， 63.8%的罪犯表示监狱开展了思想道德教育， 56.3%的罪犯表示监狱开展了法制教
育， 38.9%的罪犯表示监狱开展了科学文化教育。 不过本文认为， 绝大部分监狱开展了相关教育，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的是许多罪犯对教育的内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因此也间接反映了教育改造效果
的不佳。

职业技能培训是教育改造的一种特殊形式。 《监狱法》 规定， 监狱应当根据监狱生产和罪犯释
放后就业的需要， 对罪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理论上而言， 职业技术教育有助于提高服刑罪犯的职
业水平， 从而有利于其出狱后的就业与再社会化。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效果与未来发展方向，
问卷调查有以下几项结论：

讁訛 参见姚建龙、 刘悦： 《监狱工作 “五大改造” 的学理分析》， 载 《犯罪与改造》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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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职业技能教育的覆盖面比较广， 制度功能受到肯定。 65.3%的罪犯表示在服刑期间曾经
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 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功能， 罪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 约 25.28%和 44.32%的
罪犯认为培训对其悔罪和今后回归社会 “有较大帮助” 和 “有一定帮助”。 仅有 17.9%的罪犯明确
表示 “没有帮助”。

第二， 职业技能教育的形式比较多元。 76.2%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培训的形式包括 “参加具体
的劳动和培训”， 63.1%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形式包括 “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 43.5%的监狱人民警
察表示形式还包括 “由专业人员进行个别辅导”。 在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罪犯中， 76%的罪犯表
示接受培训的形式包括 “参加具体的劳动和培训”， 43.3%的罪犯表示包括 “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
28.4%的罪犯表示包括 “由专业人员进行个别辅导”。

第三， 在职业技能教育中， 罪犯享有一定的自由度。 关于是否允许罪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
业技能培训的内容， 超过一半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其工作的监狱可以允许罪犯选择职业技能培训的
具体内容； 约 30%的警察则表示罪犯没有选择的自由。 在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罪犯中， 约 51.2%
的罪犯表示可以选择职业培训的具体内容， 约 42.5%的罪犯表示不可以选择职业培训的内容。 绝大
部分的律师 （约 91%） 和社会公众 （约 88.82%） 则表示， 应当由罪犯本人选择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

3. 劳动改造制度的实施效果
长期以来， 我国都认为劳动改造具有促进罪犯悔罪以及释放后回归社会的功能，輥輮訛 劳动改造是

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但表现形式可能不一致。輥輯訛 调查结果显示， 23.54%和 41.27%的罪犯认为劳动
改造对其悔罪和今后回归社会 “有较大帮助” 和 “有一定帮助”； 但也有 18.52%的罪犯表示 “没有
帮助”， 10.32%的则表示 “不太清楚”。

劳动改造制度具有强制性的特征。 《监狱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 “有劳动能力的罪犯， 必须参加
劳动”。 关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即是否应当强制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参加劳动， 绝大部分 （约
92.1%） 的监狱人民警察认为应当施行强制劳动制度， 约 76%的律师、 74.43%的公众亦认为应当强
制有劳动能力罪犯参加劳动。 劳动改造制度虽然具有强制性， 但监狱需要具备一定的场所、 工具等
条件才能开展劳动改造活动。 有研究指出， 实践中存在罪犯劳动改造积极性不高等现象。輥輰訛 我们的
调查则发现， 85.7%的罪犯表示其所在监狱开展了劳动改造工作， 同时大部分罪犯 （约 63.76%） 表
示愿意在服刑期间参加劳动改造， 但也有 16.4%的罪犯表示不愿意参加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的强制性并不等同于劳动的无偿性， 相反， 监狱劳动的收益分配是监狱劳动制度的重
要内容， 对罪犯参加劳动的积极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一些国家如日本， 对罪犯的劳动是不支付报
酬的， 仅发放极其低额的工作资金。輥輱訛 与日本的做法不同， 我国 《监狱法》 第七十二条则规定， “监
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有研究指
出， 罪犯劳动报酬在提取、 发放、 管理、 使用等方面往往存在提取标准模糊、 缺乏刚性， 分配比例
失衡、 缺少系统， 管理监督随意、 缺于自律等现象。輥輲訛 我们的调查则发现， 对于在监狱中参加过劳
动的罪犯， 约 81.96%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所在监狱会支付劳动报酬， 但也有约 1/10 的警察表示监

輥輮訛 有学者甚至提出， 应当在 《监狱法》 设置 “劳动改造” 一章， 以提高劳动改造的法律地位。 参见陈世定： 《〈监狱法〉 设
“劳动改造” 专章思考》， 载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9年第 12期。

輥輯訛 参见吴宗宪： 《当代西方监狱学》，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756页以下。
輥輰訛 参见王莹： 《五大改造视野下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积极性的思考》， 载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9年第 5期。
輥輱訛 参见 【日】 上田宽： 《犯罪学》， 戴波、 李世阳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 190-191页。
輥輲訛 参见潘玉明： 《罪犯劳动报酬规范与刑罚效应研究》， 载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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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没有支付劳动报酬。 其中， 大部分警察 （约 76%） 也指出， 劳动报酬仅是劳动创造收益的一部
分； 至于收益的其它部分， 约 29%的警察指出 “用于维持监狱运营的其他支出”； 约 24.6%的警察
指出将 “上缴政府财政”； 约 18.2%的警察指出会 “作为罪犯表现良好的奖励”； 约 13.8%的警察指
出将 “用于支付监狱工作人员的报酬”。 大部分罪犯 （约 68.17%） 表示， 其所在监狱有向其支付劳
动改造的报酬。 其中， 在表示监狱会支付其劳动报酬的罪犯中， 约 32.4%的罪犯表示监狱会在服刑
期间代管其全部报酬， 45.2%的罪犯则表示监狱没有代管其劳动报酬， 8.4%的罪犯则表示监狱会代
管部分劳动报酬。

上述结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尽管劳动改造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但与此相关的劳动报酬等
配套制度的建设仍然比较薄弱， 日常管理方式比较多元随意， 还需要更加明确科学的法律规则作为
劳动改造制度的支撑。

4. 心理矫治制度的实施效果
相对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而言， 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治是一项较新的制度， 同时也是一项专业性

很强的矫正活动。輥輳訛 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 （约 55.98%） 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其所在监狱的罪犯接受
心理咨询或者辅导的频率不确定， 约 1/5 的警察表示不清楚心理咨询或者辅导的频率。 同时，
46.6%的罪犯表示所在监狱开展了心理矫治辅导工作， 但仅有约 37.7%的罪犯表示其在服刑期间接
受过心理咨询或者辅导。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心理矫治制度在实践中还没有常态化运行， 监狱人
民警察对此制度的运作也不是很了解。

实践中， 存在许多制约心理矫治工作发挥作用的因素， 如监狱对心理咨询工作管理不优、 警察
和罪犯对其认识有偏差等等。輥輴訛 问卷调查表明， 关于心理矫治的实际效果， 仅有 17%的监狱人民警
察认为 “效果良好”， 约一半的警察认为效果一般。 这反映出监狱人民警察对于心理矫治制度的实
际效果并不满意， 对此制度的功能亦缺乏信心。 然而， 接受过心理咨询或者辅导的罪犯对心理矫治
的评价较高， 约 57.4%的罪犯表示 “效果良好”， 仅有约 8.57%的认为 “效果不好”。 造成两组数据
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心理矫治的覆盖面不广， 此制度的功能还未充分体现， 另一方
面可能是因为心理矫治作为一项专业性很强但又难以客观评价的工作， 在监狱日常管理工作中没有
受到足够重视。 但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行刑专业化的重要体现， 心理矫治在改造罪犯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未来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聚焦于常态化运行， 提高心理矫治工作的覆盖面。

三、 分类管理与考核制度的实施效果

在监狱行刑的过程中， 分类管理与考核是两项基础性的日常管理制度， 两项制度的运行情况对
罪犯改造效果以及罪犯权利保障都有直接的影响。

（一） 分类管理制度的运行效果

分类管理， 即根据一定标准划分罪犯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罪犯采取不同的管理、 改造措施。 《监
狱法》 第四章第一节专门规定了罪犯的 “分押分管”， 其中就分类管理制定了若干基本规则。 有论
者指出， 我国罪犯分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分类标准不够科学、 缺乏专业分类机构及从业人员、 分类
与处遇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监狱工作的需要。輥輵訛 我们就有关分类标准、 分类机

輥輳訛 参见邵晓顺： 《罪犯心理矫治： 涵义、 内容与工作模式》， 载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8年第 3期。
輥輴訛 参见朱体壮： 《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深入化开展》， 载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8年第 6期。
輥輵訛 邓乐： 《关于完善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制度的思考》， 载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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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重新分类、 分级处遇等关键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
1. 分类标准
分类标准对于能否实现行刑个别化、 科学化而言具有重要作用，輥輶訛 但行刑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

了只能将罪犯划分为数量有限的类型。 根据我国 《监狱法》 的规定， 监狱对罪犯进行分类， 既有定
性的标准， 也有定量的标准。 “定性标准” 包括性别与成年， 即对成年男犯、 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
分开关押和管理。 “定量的标准” 包括罪犯的犯罪类型、 刑罚种类、 刑期、 改造表现等情况， 但没
有绝对的标准。輥輷訛 与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定性标准不同， 定量标准只是一个酌定标准， 监狱可以根据
相关因素酌情考虑。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一半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 其所在监狱将 “罪犯的身体和
精神状况” 和 “犯罪类型” 作为罪犯分类的依据， 分别占 66.6%和 52.6%。 分别有 46.7%、 42.5%和
40.8%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 其所在监狱在罪犯分类时， 考虑了 “罪犯的年龄”、 “刑期长短” 和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 等因素。 关于分类标准， 服刑罪犯的回答显得较为分散。 46.8%的罪犯表
示 “罪犯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是分类依据， 36.8%和 35.4%的罪犯表示分类依据是 “刑期长短” 和
“罪犯的年龄”， 28.8%和 20.1%的罪犯表示分类依据是 “犯罪类型” 和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
由此可见， 实践中罪犯分类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元， 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则， 监狱在此项工作中享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2. 分类机构
对罪犯进行分类是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 往往需要专业的人员或者专门的机构进行， 但

《监狱法》 对于分类机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从事罪犯分类工作的人员也没有特别是专业化要求。
实践中， 一些地方在这方面已经有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例如， 北京市监狱局下设遣送处， 专门负责
罪犯的分类遣送。輦輮訛 本文的问卷调查发现， 56.67%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其工作的监狱有专门从事罪
犯分类工作的机构或者部门。 所在监狱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的监狱人民警察中， 约 75%的认为应当建
立专门机构， 约 18.3%的则认为不需要建立专门机构。 89%的律师和 83.91%的公众认为， 监狱需要
有专门机构或部门对罪犯进行分类。 由此可见， 分类机构的重要性获得不同群体人员的认可， 已经
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

3. 重新分类
分类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 分类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监狱可能需要根据已经关押的时间、

罪犯的改造情况、 罪犯的身体状况等调整原来的分类方案和管理方法， 有论者甚至提出要建立体现
循证矫正理念的罪犯分类制度。輦輯訛 实证调查显示， 实践中， 监狱虽然有开展重新分类工作， 但仍然
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间。

一方面， 重新分类的观念并未普及， 重新分类工作仍需要进一步拓展。 61.25%的监狱人民警察
表示其所在监狱有开展罪犯重新分类与评估工作， 21.75%则表示没有开展此类工作。 此比例表面上
看起来较高， 但与此相对应， 超过三分之一的罪犯 （约 35.95%） 却表示 “不太清楚” 监狱是否有
开展重新分类工作， 显示罪犯对重新分类制度缺乏认知。 此外， 约有 30.27%的罪犯表示监狱并无

輥輶訛 参见赵国玲主编： 《刑事执行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51页。
輥輷訛 不同类型的罪犯分类管理模式， 可参见阎循店： 《监狱新体制下罪犯分类管理机制构想》， 载 《中国司法》 2007年第 11期。
輦輮訛 参见朱贝妮： 《我国监狱罪犯分类管理制度的考察与反思》， 载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1期。
輦輯訛 参见陈晓斌： 《循证矫正视野下的罪犯分类制度思考》， 载 《邢台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4 期。 有关循证矫正， 可参见 Doris

Layton Mackenzie, Corrections and Sentencing in the 21st Century: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 and Sentencing, The Prison Journal,
Vol. 81 No. 3, September 2001, pp.2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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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此类工作， 仅有约 33.78%的罪犯表示监狱有开展重新评估与分类的工作， 这反映了重新分类
与评估工作的覆盖面并不高。

另一方面， 重新分类制度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认可， 需要为此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高达
83.48%的警察表示应当开展重新分类与评估工作。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 所在监狱开展此类工作的警
察中， 仅有 6.1%的表示此类工作没有必要； 所在监狱没有开展此类工作的警察中， 有 82%的表示
有必要增加重新分类与评估工作； 表示所在监狱没有开展重新评估和分类工作的罪犯中， 大部分罪
犯 （约 64.15%） 表示有必要增加此类工作。 与此同时， 大部分律师 （约 84.6%） 与公众 （约
85.96%） 都认为， 在罪犯的关押过程中， 有必要对其重新分类与评估。

4. 分级处遇
实践中， 大部分监狱实行了根据监狱刑执行的阶段和罪犯的表现等改善罪犯处遇的分级处遇制

度。輦輰訛 约 74%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其所在监狱实行了分级处遇制度， 超过一半 （约 51.75%） 的罪犯
表示， 其所在监狱有根据服刑阶段和表现改善对罪犯的处遇。 两组数据反映了分类处遇制度得到了
较好的落实， 但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特别是有超过四分之一 （约 25.07%） 的罪犯表示并不清
楚所在监狱是否有实施分级处遇的制度， 约 23.18%的罪犯则表示所在监狱并没有实施此类制度，
可见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分类处遇的普法与普及工作。

分级处遇制度在监狱行刑的重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约 84%的警察表示应当实行分级处
遇制度， 而通过交叉分析可同时发现， 所在监狱没有实行分级处遇的监狱人民警察中， 约有70.8%
的认为需要实行分级处遇， 仅有约 24.6%的认为不需要实行分级处遇。 大部分律师 （约 84%） 和公
众 （85.14%） 亦表示， 监狱应当对关押的罪犯依照其执行阶段、 表现等改善对罪犯的处遇。

处遇个别化， 即根据受刑人存在的问题而采取对其最妥当的处遇， 是受刑人矫正处遇的基本原
则。輦輱訛 为了实现罪犯个别化的分级处遇，輦輲訛 需要综合考虑多项因素后才能提出科学的处遇方案。 针对
此问题， 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存在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较明显的认知差异。 如下页表 3所示， 超过一
半的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表示， 其所在监狱对罪犯进行分级处遇时， 会考虑 “遵守监规情况” “参
加改造活动情况” 和 “悔罪态度” 三项因素。 至于分级处遇应当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最多律师赞同
的三项因素分别是 “悔罪态度” “参加改造活动情况” 和 “遵守监规情况”。 最多公众赞同的三项因
素分别是 “悔罪态度” “遵守监规情况” 和 “参加改造活动情况”。 对比不同群体的数据可以看出，
“遵守监规情况” “参加改造活动情况” 和 “悔罪态度” 三项因素是最受重视的因素， 而 “余刑期
限” 则是相对不受重视的因素。 此外， 律师和社会公众比较关注 “履行民事赔偿和执行财产刑情
况”， 但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的回答显示了此类因素并非开展分级处遇时被重点考虑的因素。

（二） 考核管理制度的运行效果

根据罪犯在服刑过程中的表现对其进行考核， 是我国监禁刑执行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其法律依
据是 《监狱法》 第五十六条有关 “监狱应当建立罪犯的日常考核制度” 的规定。 至于 “日常考核”
的具体标准与方法， 《监狱法》 并没有作出规定， 而主要是由司法部的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作
出规定。 当前， 监狱的考核管理制度主要体现为计分考核制度， 其依据为司法部制定的 《关于计分

輦輰訛 “处遇” 是英文 treatment 的翻译， 翻译方法源自日本， 其包含 “待遇” 与 “治疗” 两层含义。 具体可参见前引輥輯訛， 吴宗宪
书， 第 20页。

輦輱訛 参见 【日】 川出敏裕、 金光旭： 《刑事政策》， 钱叶六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31页。
輦輲訛 参见彭洲文： 《罪犯处遇个别化探析》， 载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4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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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群体对于分级处遇考虑因素的观点

考核罪犯的规定》。 该规定比较详细地规定了计分考核的具体规则， 构建了 “日记载、 周评议、 月
公示” 的考核方式， 并明确监狱根据计分考核结果对罪犯给予奖励， 实施分级处遇， 依法提请减
刑、 假释。 围绕计分考核制度， 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两项结果：

第一， 以计分考核为核心的考核管理制度得到了有效落实。 大部分监狱人民警察 （约94%） 表
示其工作的监狱有开展计分考核工作， 约 89.88%的罪犯表示所在监狱有实施计分考核工作。 至于
考核结果的法律效果， 55.3%的监狱人民警察表示考核结果作为罪犯分级处遇的依据； 66.3%的警察
表示考核结果作为给予罪犯物质奖励的依据； 68.1%的警察表示考核结果作为给予罪犯表扬或批评
的依据； 83.5%的警察表示考核结果作为罪犯提请减刑的依据； 61.2%的警察表示考核结果作为罪犯
提请假释的依据。

第二， 针对现行考核标准与考核工作的满意度比较高， 反映制度运行比较顺畅。 一方面， 现行
考核标准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标准， 对此， 大部分监狱人民警察 （约 82.8%） 倾向于保留全国统一的
计分考核标准， 而非 “因地制宜” 地制定地方标准。 另一方面， 虽然有研究指出罪犯考核工作存在
执法不公和随意性等问题。輦輳訛 但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 罪犯对于计分考核标准和程序的公正合理性
有相对较高的认可度。 具体而言， 17.93%和 49.85%的罪犯表示计分考核标准和程序 “非常公正合
理” 和 “基本公正合理”， 有 22.19%和 4.26%的罪犯表示 “不太公正合理” 和 “很不公正合理”。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作为一项在实践中已经运行多年的制度， 计分考核制度取得比较良好的效
果， 是符合我国监狱行刑实践需要的制度。 但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为司法部的部门规章以及内部的
一些规范性文件， 法律位阶比较低、 透明度不高， 因此未来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将行之有效的经验上
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 进一步提高计分考核制度的法治化水平。

四、 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实施效果

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涉及服刑罪犯的重大权调整， 是监狱执行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适用历来是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也开始注重在这方面开展
实证研究。輦輴訛 本文关于三个制度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 主要从整体运行情况和存在的具体问题等维

监狱人民警察 罪犯

遵守监规情况 68.6% 74.5%

参加改造活动情况 61.7% 65.4%

悔罪态度 60.2% 69.7%

责任意识 25.8% 39.9%

余刑期限 38.6% 45.7%

履行民事赔偿和执
行财产刑情况 32.8% 25.8%

律师

86.7%

87.8%

90%

76.7%

40%

75.6%

公众

86.2%

84.8%

89%

62.1%

26.1%

52.8%

輦輳訛 参见李丹、 王斌： 《罪犯考核奖惩制度探析》， 载 《辽宁警专学报》 2007年第 4期。
輦輴訛 可参见林喜芬： 《中国减刑程序公平性的实证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6年第 6期； 陈金钊： 《中国减刑程序公平性的实证

研究》， 载 《中国检察官》 201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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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认为三项制度适用过少的人数比例

认为减刑适用过少 认为假释适用过少 认为暂予监外执行适用过少

法官 4.9% 6.3% 8%

监狱人民警察 17% 27.8% 19.2%

律师 10.9% 18.2% 18.2%

社会公众 7.4% 10.8% 5.1%

度展开。

（一） 关于三项制度的适用数量

制度的适用数量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制度在实践中的功能， 适用过多可能存在滥用的可能， 适
用过少可能存在制度功能未能充分体现的问题。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服刑罪犯中， 78.6%的人曾经被
减刑， 显示减刑的适用率很高， 而仅有 2.9%的罪犯表示曾经被暂予监外执行。 至于是否存在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被滥用即适用过多， 或者适用过少的问题， 不同群体的意见比较一致， 即
既不存在过多， 也不存在过少的问题。

具体而言， 如表 4 所示， 从人数比例来看， 不同群体都不认为三项制度存在被滥用的问题， 因
此自然也不存在扩大制度适用率的问题。 而在理论上， 关于是否扩大假释适用率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论者指出， 我国假释适用率长期偏低， 应当 “积极推进假释制度向科学化、 国际化方向发展， 不
断依法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和比例”。輦輵訛 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一些通过 “权钱交易” 方式获得暂予监
外执行的案件被揭发， 有论者建议要控制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适用。輦輶訛 然而表 5 却表明， 仅有少部
分受访对象认为存在 “假释适用过少” 或者 “暂予监外执行适用过多” 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 扩
大假释适用率、 减少暂予监外执行适用率都缺少民意基础， 因此还需要凝聚更多的共识才能确实推进
假释与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要科学确定两项制度的功能定位之后才能推进具体的改革。

表 4： 认为三项制度适用过多的人数比例

认为减刑适用过多 认为假释适用过多 认为暂予监外执行适用过多

法官 33.1% 19.4% 16.6%

监狱人民警察 10.3% 8.4% 6.1%

律师 17.3% 10% 9.1%

社会公众 17% 10.2% 17%

輦輵訛 柳原： 《扩大假释、 缩小减刑的实证研究》， 载 《中国司法》 2014年第 11期。
輦輶訛 参见倪宗权、 刘浩： 《浅议对我国现行暂予监外执行程序制度的合理规制———以构建暂予监外执行之诉讼为视角》， 载 《法

制与社会》 2015年第 36期。

相对而言， 较多的法官认为三项制度适用过多， 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法官认为减刑适用量过多。
由于减刑、 假释制度适用都需要由法官审理， 部分暂予监外执行也由法官审理决定， 因此相对于律
师和社会公众， 法官能够亲自接触案件， 对制度适用有着亲身感受， 因而可能会产生 “三项制度适

96· ·



监狱行刑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用过多” 的认知。 如表 5 所示， 不同群体的人员同样不认为三项制度的适用量过少。 相对而言， 较
多的监狱人民警察认为三项制度适用过少， 其中 27.8%的人民警察认为假释制度的适用过少。 在三
项制度的适用中， 监狱人民警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项制度的适用往往意味着监狱矫正工作取得
实际效果， 或监狱矫正工作量的减轻， 因此监狱人民警察通常有提高制度适用率的期待。

（二） 关于法院的审理工作

减刑、 假释以及部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都需要由法院作出裁判或者决定。 裁判程序是整个审理
程序的核心， 同时也是当前备受质疑与批评的程序环节，輦輷訛 特别是在审理程序中， 司法裁判权弱化
并让位于执行机关的建议权， 沦为服务执行机关的 “橡皮图章”。輧輮訛 关于三类案件审理工作， 我们邀
请法官进行整体评价， 评价结论分为 “良好” “一般” 和 “不好” 三种。 关于减刑案件的审理工作，
大部分法官 （约 60%） 评价为 “一般”， 仅有 15%的法官认为审理工作属于 “良好”。 关于假释案件
的审理工作， 超过一半的法官 （约 54%） 评价为一般， 约 15%的法官认为审理工作开展良好， 认为
“开展得不好” 的法官仅有 8%。 关于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审理工作， 超过一半的法官认为 “一般”，
不到 10%的法官认为 “良好”， 约 15%的法官认为 “不好”。 可见， 整体而言， 大部分法官对于三类
案件审理工作的评价均为 “一般”， 即处于合格水平， 这一方面反映了三项制度中的法院审理机
制运行情况处于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反映了法官期待法院能在三类案件的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
功能。

在法官看来， 三类案件审理工作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两个具体问题是法院难以掌握罪犯的真实情
况以及审理过于形式化。 例如， 69%的法官认为， 法院难以掌握被提请减刑对象的服刑情况，
65.5%的法官认为减刑案件的审理过于形式化； 57.1%的法官认为存在法院难以掌握被提请假释对象
的服刑情况， 约 40%的法官认为假释案件审理过于形式化； 56.6%的法官认为存在 “法院难以掌握
申请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真实情况” 的问题； 48.6%的法官认为存在 “缺乏对申请暂予执行对象病
残鉴定的监督” 的问题； 33.1%的法官认为存在 “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审理过于形式化 ” 的问题。
换言之， 在办理三类案件过种中， 法官虽然有调查案件事实与依法作出判决的职责与权力， 但在个
案审理过程中， 却难以对案件的关键事实进行核实， 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亦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此外， 也有相当一部分法院认为， 三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存在公开度不足以及适用条件未能被严
格遵循等问题。 具体而言， 44.4%的法官认为减刑案件的审理缺乏公开， 28.2%的法官认为减刑案件
未能严格遵循减刑的适用条件； 32%的法官认为假释案件的审理缺乏公开， 25.7%的法官认为假释
案件未能严格遵循假释的适用条件； 33.1%的法官认为存在 “未能严格遵循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
件” 的问题， 29.1%的法官认为存在 “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审理缺乏公开”。

（三） 关于监狱的行刑工作

在减刑、 假释制度的适用中， 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负有考核与向法院提出建议的职责， 至于暂
予监外执行， 监狱则有权力直接决定予以适用。 因此， 监狱的行刑工作对于三项制度适用而言发挥
着重要作用。

针对监狱开展的与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有关的工作， 我们邀请监狱人民警察进行整体评
价， 评价结论同样分为 “良好” “一般” 和 “不好” 三个等级。 关于监狱的减刑工作， 仅有26.7%的
监狱人民警察认为减刑工作处于 “良好” 水平， 而有接近一半的警察认为处于 “一般” 的水平， 也

輦輷訛 参见茅仲华等： 《减刑、 假释案件审理程序规范化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81页。
輧輮訛 参见孙琳： 《减刑假释程序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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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 17%的警察认为监狱减刑工作开展得 “不好”。 关于监狱假释工作的开展情况， 约 17%的监狱
人民警察认为工作开展得 “良好”， 约 44%监狱人民警察给予了 “一般” 的评价， 但也有约 31%的
监狱人民警察认为当前的假释工作开展得 “不好”。 关于我国监狱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开展情况， 约
16%的监狱人民警察评价为 “良好”， 接近一半 （约 48%） 的警察认为 “情况一般， 约 18%的警察
评价为 “不好”。

与法官对于三类案件审理工作的评价相比， 监狱人民警察对于监狱开展有关工作评价相对更加
积极。 一方面， 与法官的评价相似， 大部分监狱人民警察的评价均为 “一般”， 即制度适用处于合
格水平。 但另一方面， 与法官的评价相比， 更多的监狱人民警察对相关工作给予了 “良好” 的评
价。 反映了警察对其执法工作的自我满意度更高。

实证调查同时反映， 在监狱人民警察看来， 监狱开展三类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主要是适用
条件不科学、 监督制度不完善等外部的客观因素。 关于监狱减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最多监狱人民
警察认为存在的三类问题分别是 “对已减刑罪犯缺乏制约”、 “减刑决定权的归属不合理” 和 “减刑
条件不够明确合理”， 认为存在这三类问题的警察比例分别为 31.2%、 29%和 25.3%。 关于假释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最多监狱人民警察认同的三类问题分别是： “假释适用对象过于狭窄”、 “假释条件
不够明确合理” 和 “缺乏对假释罪犯的必要监督”； 比例分别为 32.4%、 24.6%和 22.4%。 关于暂予
监外执行工作， 最多监狱人民警察认同的三类问题分别是： “对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理解存在分
歧”、 “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未得到严格遵循” 和 “缺乏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必要监督”， 比例分别
为 28%、 25.6%和 24.6%。

与前述结果相对应， 监狱人民警察对于 “行刑工作不足” 这一问题缺乏普遍认同。 换言之， 监
狱人民警察对与监狱职责直接相关的减刑、 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是比较满意的。 例如， 认为在
减刑工作中存在 “减刑结果未向社会公开公示”、 “罪犯在减刑程序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等权利难以
保障” 和 “存在 ‘假立功’ 减刑的现象” 三类问题的监狱人民警察的比例仅有 2.7%、 4.2%和 4.9%。
在假释工作中， 认为存在 “罪犯在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等权利难以保障” 和 “假释结果未
向社会公开公示” 两类问题的人数比例仅有 3.4%和 4.4%。 在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 认为 “存在通
过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现象” 的比例仅有 7.4%。

此外， 由于实践中， 监狱的考核结果对于是否适用减刑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我们也调查了服
刑罪犯对于减刑考核工作的评价。 整体上， 共有 63.5%的服刑人员认为监狱减刑考核工作是“非常
公正合理” 或者 “基本公正合理” 的。 其中， 在接受过减刑的服刑人员中， 共有 67%的人认为监狱
减刑考核工作是 “非常公正合理” 或者 “基本公正合理” 的； 而在没有获得过减刑的服刑人员中，
有 50.7%的人认为监狱减刑考核工作是 “非常公正合理” 或者 “基本公正合理” 的， 二个比例相差
较大。

（四） 律师和社会公众的认知情况

本次实证调查， 我们还请律师和社会公众对三项制度及相关工作进行评价， 从中考察人民群众
对于制度实施效果的认知以及期待。

第一， 律师和社会公众对于减刑、 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运行情况的评价比较低。 对于减刑
工作， 仅有约 1.9%的律师和 8%的公众评价为 “良好”， 大部分律师 （约 56.07%） 和社会公众 （约
44.25%） 认为仅属于 “一般” 水平， 有约 29%的律师和 17%的社会公众认为工作开展得 “不好”。
对于假释工作， 仅有约 0.94%的律师和 5.71%的社会公众评价为 “良好”， 58%的律师和 41%的社会
公众给予了 “一般” 的评价， 律师和社会公众的 “差评率” 分别约为 22%和 15%。 对于监狱暂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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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执行工作， 仅有约 1%的律师和 8%的公众评价为 “良好”， 而有约 18%的警察、 28%的律师与
15%的公众评价为 “不好”， 54%的律师与 29%的公众认为 “一般”。

第二， 关于三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律师和社会公众倾向于认为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问
题， 即执法司法规范性合法性问题。 关于减刑工作， 58.2%的律师认为 “减刑条件未得到严格遵
循”、 40.9%的律师认为 “存在 ‘假立功’ 减刑的现象”； 42.6%的社会公众认为 “存在 ‘假立功’ 减
刑的现象”、 41.5%的社会公众认为 “减刑条件未得到严格遵循”。 关于假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分
别有 47.3%、 36.4%和 39.1%的律师指出存在 “假释条件未得到严格遵循”、 “缺乏对罪犯假释前的人
格调查和再犯预测制度” 和 “缺乏对假释罪犯的必要监督” 的问题； 分别有 30.7%和 29.5%的社会
公众认为存在 “假释条件未得到严格遵循” 和 “缺乏对假释罪犯的必要监督” 的问题。

第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是监狱行刑的基本要求。輧輯訛 而对于三项制度在适用过程中
的执行规范化水平的认知， 执法者与非执法者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如下表 6 所示， 在是否存在
“‘假立功’ 减刑的现象” “罪犯在减刑程序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等权利难以保障” “罪犯在假释程序
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等权利难以保障” “假释结果未向社会公开公示” “暂予监外执行适用程序不够
规范” “暂予监外执行适用程序不够规范” “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未及时收监” 以及“通过非
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现象” 等违法或者不规范执法行为问题上， 监狱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执法者
与以律师、 社会公众为代表的非执法者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表 6： 执法者与非执法者之间的认知差异

问题
认为存在该问题的人数比例

监狱人民警察 律师 社会公众

存在 “假立功” 减刑的现象 4.9% 40.9% 42.6%

罪犯在减刑程序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等权利难以保障 4.2% 38.2% 21%

罪犯在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 知情权等权利难以保障 3.4% 32.7% 15.9%

假释结果未向社会公开公示 4.4% 17.3% 22.7%

暂予监外执行适用程序不够规范 14.5% 34.5% 21.6%

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未及时收监 9.8% 26.4% 19.9%

存在通过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现象 7.4% 32.7% 19.3%

结语

通过上述各项调查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监狱行刑的各项制度基本上都得到了执行， 但是
监狱行刑制度实施水平一般， 整体上仅处于 “合格” 水平。 与此同时， 不同群体在心理矫治的效
果、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数量是否过多或过少、 以及监狱行刑中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等问题
上， 存在较大的分歧。 这些结果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我国刑事执行法律制度建设落后特别是 《监狱
法》 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罪犯改造工作的客观需要，輧輰訛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 “良法善治” 的美好期待。

輧輯訛 参见李静： 《监狱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几点思考》， 载 《中国司法》 2019年第 7期。
輧輰訛 参见冯卫国： 《中国监狱法治建设回望与前瞻———从 〈监狱法〉 的颁行到再修改》，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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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various� systems� of� prison�
execution�can�provide�a�practical�basis�for� improving�the�prison�legal�system.The�questionnaire�
survey�on�the�implementation�effect�of�a�few�important�prison�execution�systems,�such�as�prison�
re-education,�classified�management�and�assessment,�commutation,�parole,�temporary�execution�
outside�prison,�shows�that�such�legal�workers�as�judges,�prosecutors,�prison�people’s�police�and�
lawyers,�the�public�and�criminals�in�prison�have�a�consensus�to�a�certain�extent,�that�is,�they�are�
all�relatively�negative.There�are�great�cognitive�differences�among�different�groups�on�the�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rrection,� the� number�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emporarily� implemented�
outside�prison,�and�the�legality�of�prison�law�enforcement�behavior.�To�reform�and�improve�the�
prison�execution�system,�we�need�to�speed�up�the�process�of�comprehensive�revision�of�the�Prison�
Law�and�strive�to�solve�the�problem�of�fragmentation�of�departmental�regulations.�

Key Words: Prison�Law； Prison�Execution； Implementation�Effect； Empirical�Study

监狱法被认为是衡量国家司法文明、 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輧輱訛 现行 《监狱法》 1994年实施以来，
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与监狱行刑实践均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 司法行政机关也推动了许多重要改革、
创造了若干新的监狱行刑制度， 2015 年 12 月通过的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亦提供
了监狱法律制度的国际标准， 但除 2012 年因应新 《刑事诉讼法》 而作出了技术性修改外， 《监狱
法》 并没有适应刑事法律与监狱行刑实践的新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新要求而作出修订。

与其它法律相比， 刑罚执行领域法律的制定与修改， 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例如， 我国社
区矫正从 2003 年开始试点， 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 自 2012年以来 《社区矫正法》 已经数年列入
国务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 但 《社区矫正法》 最终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才获得通过。
刑罚执行领域立法或者修法工作的缓慢， 一方面是因为执行工作涉及面较广， 立法难度比较大， 但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立法工作不受重视———与其学术地位相似， 监狱法的修改工作一直处于立法规
划的边缘地位， 其立法资源随时可能被其它立法工作所占用。 因此， 必须提高修法的重视程度， 加
快推进 《监狱法》 的全面修订，輧輲訛 完善监禁刑执行的法律规范体系， 保障执行制度得到有效的实施。
在完成 《监狱法》 的修订后， 一方面要梳理现有的部门规章， 废除或者修改与新法不一致的规章或
者条文， 另一方面在汇编部门规章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体系化的行政法规———《监狱法实施细
则》， 解决目前部门规章过于碎片化的问题。

輧輱訛 参见姚建龙： 《关于 《〈监狱法〉 修改的几点思考》， 载 《中国监狱学刊》 2019年第 4期。
輧輲訛 关于 《监狱法》 修改的进展情况， 可参见张晶 《〈监狱法〉 修改若干问题探究》， 载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9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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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奕，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政治与法律研究部博士研究生； 王成明，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譹訛 诉权有不同层次的含义， 广义上的诉权包括程序上的起诉权、 上诉权、 申请回避权和实体上的胜诉权等； 狭义上的诉权主

要是指起诉权。 本文讨论的滥诉仅限于滥用起诉权。

王惠奕 王成明 *

内容提要： 滥诉成为敞开行政诉讼立案门槛之后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引起社会各界的
重视。 滥诉行为的存在消耗行政资源， 损害政府形象； 挤占司法资源， 破坏司法公信力；
对社会产生负面引导。 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 权利的相对性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决定了对
滥诉行为规制的必要性。 针对滥诉行为， 法院应该结合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 依据行政诉
讼法关于受案范围规定的兜底条款和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作出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
诉的裁定； 同时还需要探索提高诉讼成本、 提升技术支持、 建立诉讼失信人名单、 公开典
型滥诉案例对社会进行正确指引等配套工作。
关键词：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 规制机制 制度构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09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规制的实践反思与制度构建

一、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的滥诉阴影

诉权是指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权利或权能。譹訛 它属于当事人的重要权利之一，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
法治社会应当确立的基本原则。 尤其是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主体的天然强势地位导致行政相对人不
敢告、 不愿告的心理长期存在， 行政诉讼制度强调保障诉权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 和新行政诉讼法于 2015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 人民群众的
行政诉权得到充分保护， 立案渠道全面畅通， 各地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明显上升。 新制度在保障当事
人诉权上效果显著，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立案难” 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的年度工作报告统计数据， 全国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自 2015 年开始明显上升 （见下页图 1）。 以深
圳市为例， 2013 年以前全市行政一审收案数为 2000 宗以内， 2013 年至 2016 年为 3000 余宗， 2017
年以后开始突破 4000宗， 2019年稍有回落 （见下页图 2）。

然而， 任何权利的行使皆有边界， 越界往往意味着滥用。 在立法敞开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的同
时，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丝不和谐的阴影。 行为人明显缺乏诉的利益， 主观存在恶意， 不以保护
合法权益为目的， 提起大量行政诉讼， 滋扰行政机关， 扰乱诉讼秩序， 我们将这种行政诉讼中滥用
起诉权的行为称之为行政诉讼滥诉行为。 “由于打行政官司成本低， 一些当事人不能理性维权，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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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 2013-2019 年度行政一审案件结案数 （单位： 万宗）譺訛

图 2： 深圳市 2013-2019 年度行政一审案件收案数 （单位： 宗）

意提起诉讼， 有的甚至变换不同地方重复起诉， 耗费了大量行政审判资源。”譻訛 2015 年 7 月， 《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 发布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法院在该判决书中明
确指出， 原告陆红霞及其父亲陆富国、 伯母张兰在收到行政机关作出的相关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
复》 后， 分别向数个复议机关共提起至少 39 次行政复议。 在经过行政复议程序之后， 三人又分别
向数个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之诉至少 36 次。 原告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 其提起的行政诉
讼明显缺乏诉的利益、 目的不当、 有悖诚信， 违反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譼訛 该公报案例在社会上引
起了高度关注， 被视为法院对行政诉讼滥诉行为予以规制第一案。 现实中， 少数人提起大量行政诉
讼的事情时有发生， 客观上消耗了行政资源， 挤占了司法资源。 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

譺訛 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内容。
譻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2015 年 11 月 2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报告， 引自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5-11/03/context-1949926. htm。
譼訛 参见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5 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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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目的， 长期、 反复提起大量诉讼， 滋扰行政机关， 扰乱诉讼秩序的， 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譽訛

根据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检索， 文书提及 “滥用诉讼权利” 的行政案件有 1156 篇； 文书提及
“滥诉” 的行政案件有 2171 篇； 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行政文书中提及 “滥诉” 的行政案件有 51 篇。
以深圳市为例， 行政审判实践中少数人提起大量行政诉讼的现象一直存在。 少数当事人动辄提起数
十、 上百宗市场监管类、 不履行法定职责类或是信息公开类案件， 诉讼利益远小于其救济权利所需
的司法成本， 客观上造成大量司法资源、 行政资源的浪费。 如 C 某自 2012 年开始， 在全市就提起
了 1167 宗行政一审案件， 134 宗行政二审案件； Q 某自 2012 年开始， 就提起了 931 宗行政一审案
件， 100 宗行政二审案件； W 姓三兄弟， 仅 2017 年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就提起行政一审案件
219 宗。 P 某因自身申请周转房和购买安居房之间的资格冲突问题， 以相关行政机关为被告先后提
起行政一审案件 92 宗， 行政二审案件 55 宗。 应该承认， 这种非正常数量的起诉， 超出了当事人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合理范畴， 如何实现保障诉权与限制诉权滥用的平衡， 长期以来困扰着法院。

二、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成因分析及现实危害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一方面， 不能因为滥诉现象的出现从而否定诉权保
障、 畅通诉讼渠道方面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 也需要深挖滥诉现象出现的原因， 剖析其存在的社
会危害性， 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规制。

（一）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成因分析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成因比较复杂， 有经济角度的权衡， 有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 有制度方面
的缺失。 更多时候是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

1. 诉讼成本过低。 原告应否提起诉讼的决定， 多数情况下是与诉讼费用相关。譾訛 行政案件诉讼
成本太低， 是行政诉讼滥诉行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的规定， 行政诉
讼案件每件交纳 50 元案件受理费， 裁定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 驳回上诉的案件以及行政赔偿案件
甚至不用交纳案件受理费。 也就是说， 行为人不符合起诉条件却提起行政诉讼， 最终不需要承担任
何诉讼费用成本。 符合起诉条件立案了， 也只需要 50 元的案件受理费。 深圳法院曾审理一宗行政
协议类案件， 当事人 2015 年曾提起民事诉讼并败诉， 支付了四十余万案件受理费， 2018 年当事人
又主张该纠纷属于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 预交 50 元案件受理费。 法院以受生效裁判羁束为由裁
定驳回起诉， 并退回其预交的 50 元案件受理费。 同一起纠纷， 却存在 40 万元民事案件受理费与 50
元行政案件受理费的差异， 足见行政诉讼低成本。譿訛 此外， 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 “谁主张， 谁举
证”， 行政诉讼采取的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规则， 对原告举证责任的减轻， 削减了原告收集
证据的成本， 也无形中为滥诉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2. 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宗旨是解决行政争议， 保护合法权益， 监督依法行
政。 存在行政争议， 权益受到行政权影响是前提， 否则就没有启动行政诉讼的必要性。 现实中有些
情形下， 原本不存在行政争议， 行政权与合法权益之间并未发生交集， 但行为人主动创造交集去提
起行政诉讼， 明知诉讼结果得不到支持， 或者即使胜诉也不能解决个人希望解决的问题， 仍然选择

譽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7〕 25号）。
譾訛 [意] 莫诺·卡佩莱蒂： 《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 刘俊祥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0 页。
譿訛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粤 03民终 14131号民事判决书及 （2019） 粤 03行终 12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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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诉讼。 一种情形是借行政诉讼程序获取民事利益。 市场经济下， 民事纠纷时有发生， 民事
诉讼领域有较为成熟的裁判规则去解决矛盾。 但个别行为人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 不停反复提起
行政诉讼， 希冀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帮助获取民事利益。 以两个典型案例为例， 一位是 S 某， 其兄长
在家中意外身亡后， S 某因遗产继承纠纷， 提起 10 宗行政诉讼， 先后起诉公安机关死因信息公开、
殡仪馆火化行为、 民政部门不作为、 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 希望通过确认行政机关行为违法来在民
事诉讼中获得有利地位。 另一位是 Z 某， 因与房东之间的租金纠纷， 其向规划土地监察部门投诉该
房屋是违法建筑要求拆除， 同时向规划国土部门申请相应地块的各种审批信息； 先后提起行政一审
案件 64 宗、 行政二审案件 54 宗， 希望证明房子是违法建筑， 从而在民事租赁纠纷中获益。 第二种
情形是行为人借行政诉讼程序给予行政机关压力。 法治社会治理体系中行政机关日益重视应诉工
作， 却也客观上为其增加了压力。 个别滥诉行为人通过反复大量起诉， 给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施
加外在压力， 希望行政机关解决其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 此种手段， 已经背离了对受到侵害的合法
权益进行救济的诉讼本旨， 陆红霞案即是如此。

3. 法律责任的缺失。 滥诉存在的最大的原因之一是法律责任缺失。 目前的诉讼制度对于违反法
庭纪律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但滥用起诉权的行为不属于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 不能适用
司法强制手段。 故对于恣意提起诉讼的当事人， 在客观上造成了诸多后果， 却无明确的法律责任予
以规制， 甚至预交的诉讼费 50 元法院都会退回， 导致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行为人屡诉屡败， 屡败屡
诉。 符合起诉条件的行为人， 虽然不一定达到其期望的最终目的， 但是在客观上也初步实现了对行
政机关的施压， 坚定了与行政机关打 “持久战” 的念头。

（二）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现实危害

行为人在明显缺乏诉的利益的情形下， 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 提起大量行政诉讼， 滋扰行
政机关， 扰乱诉讼秩序， 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1. 消耗行政资源， 损害政府形象。 有起诉就意味着行政机关需要应诉。 应诉是一件严肃、 复
杂、 需要大量时间的工作。 例如， 需要对起诉事实进行分析， 调取卷宗材料， 充分阅卷， 撰写答辩
状， 提交证据材料， 委派相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支付法律顾问费用等。 若受滥诉困扰严重， 行政机
关势必疲于应对， 影响其日常行政工作效率， 浪费行政资源。 如 L 某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 被传
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 其分别针对限制人身自由以及询问过程中的事实行为同时提起 9 宗行政复议
申请， 进而又针对复议决定提起 9 宗行政诉讼。 这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的一次执法行为， 本可以在
一次行政复议或者一次行政诉讼中予以审查， 但前后产生了 9 宗行政复议及 9 宗一审行政诉讼和 9
宗二审行政诉讼， 行政资源明显存在不必要消耗。 滥诉行为的过多存在， 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
形象。 社会公众可能误认为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产生大量纠纷， 从而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大打折扣，
损害政府公信力。

2. 挤占司法资源， 破坏司法公信力。 司法资源是一种有限的公共产品， 有限的司法资源应该用
在真正需要司法救济的当事人身上， 滥诉类行政案件数量较大， 势必会延长案件审理周期， 形成对
其他理性维权案件的资源挤兑， 影响真正具有合法权益需要保护、 对司法有真正迫切需求的当事人
的权益。 从深圳市两级法院情况来看， 2017 年盐田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法官人均结案 434 宗， 市中
院行政审判法官人均结案195 宗。 2018 年盐田区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法官人均年度结案 462 宗， 市
中院行政审判法官人均结案 300宗。 2019 年， 两个数字分别攀升至 722 宗和 345 宗。 应该承认， 在
案件量大幅增长， 审判工作量将近饱和的情况下， 部分滥诉类行政案件挤占了司法资源， 使得确实
需要救济的案件之司法资源被挤兑， 审理周期被动延长， 影响其他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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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使， 影响司法公信力。 此外， 滥诉行为也增加了第三人的负担， 而保护第三人免受滥诉行为的
侵害， 也属于法院的应然职责范围。

3. 对社会产生负面引导。 滥诉行为的存在， 有违诚实信用的社会主义法治风尚， 一定程度上会
对社会产生负面引导， 造成群体性效尤现象。 如不对滥诉行为予以规范， 难免对社会产生负面引
导， 甚至可能造成破窗效应。

三、 滥诉行为规制的理论基础

对滥诉行为予以规制， 理论界似乎没有形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 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 绝
大多数人并不会为起诉而起诉， 即使有， 也是极个别现象。 不能因为极个别现象而扼杀了可以给大
多数人带来益处的制度， 不应阻止立案登记制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即便真有恶意诉讼情况的出
现， 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解决。讀訛 有学者认为， 所谓滥诉问题毕竟属于主旋律中的一丝不和谐音。讁訛

也有学者认为， “宣告与解决滥诉问题乃审判权应有职能”，輥輮訛 滥用行政诉权的行为确实存在且违反
法律的规定， 应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立法规制。輥輯訛 因此， 深入研究滥诉行为规制的理论基础， 论证
规制本身的应然性， 是规制滥诉行为的先决条件。

（一） 保障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的双重宗旨决定了不得滥用起诉权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
权。 保障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是行政诉讼追求的双重目标， 忽略任何一方面都会使行政诉讼制度失
去应有的价值。 但在涉嫌滥诉的行政案件中， 行为人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较为薄弱甚至缺失， 对行
政权的监督难以产生实效。 行为人明显缺乏诉的保护利益， 动辄反复提起大量同类或者关联行政诉
讼， 已经明显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 一个好的制度， 如果在大量滥诉行为的冲击下一定
程度变成极个别人用来实现不当目的、 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 那么对极个别人的规制势不可少。 因
此， 从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出发， 决定了起诉权不应该被滥用。

（二） 权利行使的相对性原则决定了不得滥用起诉权

在诉权问题上， 理论界存在诉权为抽象权利或者基本人权的观点， 认为 “诉权的行使具有绝对
性， 不得对当事人起诉附加任何条件。”輥輰訛 这种将权利绝对化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悖论， 更未形成理
论界的共识， 也与司法实践不吻合。 诉权的绝对化不仅不会保护诉权， 反而会对其行使造成损害。
权利无论从其产生条件、 存在状态、 实现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 都具有相对性。輥輱訛 权利总
是在一定边界内存在， 不存在没有任何边界的权利， 滥用权利就意味着超出权利行使边界， 意味着
失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
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 社会的、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 权利的相对
性原则决定了对滥诉行为规制的必要性。 诉讼程序的滥用， 有碍于司法资源的合理运用， 无端加重

讀訛 王春业： 《论行政诉讼的登记立案制度———兼评新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 载 《北京社会科学》 2015年第 11期。
讁訛 参见闵行： 《当事人滥用行政诉权引人关注》， 载 《人民法院报》 2002 年 12月 24日。
輥輮訛 参见沈岿： 《信息公开申请和诉讼滥用的司法应对———评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案”》，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年第 5期。
輥輯訛 参见孔繁华： 《滥用行政诉权之法律规制》， 载 《政法论坛》 2017年第 4期。
輥輰訛 吴英姿： 《论诉权的人权属性———以历史演进为视角》，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5年第 6期。
輥輱訛 黄俊辉： 《轮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 载 《社会纵横》 2008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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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应诉之负担， 危害其应受保护之程序利益。輥輲訛

（三） 诚实信用原则决定了不得滥用起诉权

对滥诉行为进行规制的第三个依据是诚实信用原则。 任何人均不得以其卑劣的行为获得法院对
其主张的支持。輥輳訛 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民法中的 “帝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虽
然没有规定诚实信用原则， 但该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行政诉讼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因
此， 在行政诉讼中对滥诉行为予以规制亦有法律依据。

四、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规制路径

应该承认， 对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规制已经成为司法实务界的共识。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案例，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标志着
法院系统开始意识到和重视滥诉问题。 在此之后， 各地法院关于规制滥诉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但大
多是从个案出发， 还缺少系统性、 规范化的制度设计和参考范本。 本文在研究大量涉嫌滥诉的案例
共性基础上， 明确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 通过对规制滥诉行为的甄别机制研究及标准化格式化裁判
文书的设计， 力图为人民法院公正、 高效处理行政诉讼滥诉案件提供参考路径。

（一） 明确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

要对滥诉行为进行规制， 首先须判断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 作为甄别滥诉行为的标
准。 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认定众说纷纭。 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
拥有诉权 （前提条件）、 主观恶意 （主观要件）、 浪费司法资源 （客观要件）、 对行政机关或法院造
成极大干扰 （结果要件）。輥輴訛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是行政诉讼当事
人、 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当事人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诉权的行为、 滥用诉权的行为妨碍了正常的
诉讼秩序并给他人造成诉讼负担。輥輵訛 还有学者认为，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多次提起诉
讼、 缺乏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目的不正当、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輥輶訛 由此可见， 学者们关于行政诉讼
滥诉行为的界定分歧较大， 是仅限于原告还是所有当事人？ 是仅限于起诉权还是所有诉讼权利？ 是
以具备原告资格为前提还是以不具备原告资格为前提？ 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意还是存在过
错？ 诸如此些问题， 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笔者从司法实践、 特别是从滥诉有效识别角度出发， 认
为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主体要件———行为人是实施了起诉行为的当事人。 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主体是实施了起诉行
为的当事人， 或者为起诉人， 或者为原告， 不包括第三人。 是否拥有诉权、 是否具备原告资格不应
该成为认定行政诉讼滥诉行为的主体要件， 而应纳入诉的利益判断范畴。

2. 权益要件———行为人明显缺乏诉的利益。 保护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依法
裁决纠纷、 在每个具体个案中努力实现公平正义是法院的职责所在。 行为人提起行政诉讼， 旨在通
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既是合法权益， 即意味着此种利益应是切实影响到行为人自身权

輥輲訛 王猛： 《民事诉讼滥诉治理的法理思考》，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5期。
輥輳訛 转引自方扬： 《滥用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及规制路径》， 载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 5期。
輥輴訛 参见闫映全： 《行政滥诉的构成及规制》，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7年第 4期。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孔繁华文。
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方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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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值得通过诉讼程序予以保护， 即有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原告存在司法救济的客观需要， 没有
诉的利益或仅仅是为了借助诉讼攻击对方当事人的不应受到保护。輥輷訛 滥诉行为人提起诉讼所要求保
护的利益并非关系到其切身合法权益， 有些涉及到公共利益， 而我国目前法律制度并不支持个人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还有些甚至是明显不正当、 不合理的要求。 诉的利益较为抽象， 在实践判断中，
可以采用反向推导的方法， 即如果其起诉被驳回， 行为人的合法权益是否会受到实质性损害。 如果
存在一般人所普遍认可的实质性伤害， 则存在诉的利益； 反之则属于缺乏诉的利益。

3. 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存在恶意。 行政诉讼的原告应该是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当
事人， 其提起行政诉讼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也应该为其合法权益提供保护和
救济。 然而， 滥诉行为人提起行政诉讼， 主观上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救济权利， 更多是为了将诉
讼作为向行政机关施加压力、 谋求其他私利的一种手段， 甚至明知自己提起诉讼会造成滋扰行政机
关， 扰乱诉讼秩序的后果而仍然为之， 明显背离了对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行政诉讼立法
宗旨。

4. 客观要件———行为人反复提起大量同类或者关联行政诉讼。 应当承认， 行政机关违法行政、
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并未杜绝， 但在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 某些特定个体的合法权益遭受行
政机关成百上千次侵害的情形应极为罕见。 实践中确有个别当事人， 缺乏诉的利益而提起成百上千
宗行政诉讼， 消耗行政资源， 挤占司法资源， 影响其他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正常行使， 理
应予以规制。 从保障合法诉权出发， 特别考虑到行政诉讼中原告可能对诉讼制度、 诉讼规则不熟悉
不了解， 需要法院进行指引和释明， 故法院对于起诉行为应该存有一定的容忍度。 为了实现保障诉
权与规制滥诉的平衡， 可以考虑以 5 宗为参考标准。 在缺乏诉的利益、 行为人主观存在恶意的情况
下， 同一行为人先后或者同时提起 5 宗或以上同类或者关联行政诉讼， 即可以纳入规制的考虑范
畴。 这样的设定， 一方面能保障确实需要通过诉讼来维护合法权益的正常诉讼， 支持当事人依法维
护权利； 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滥用起诉权的当事人予以规制， 避免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必须说明，
5 宗只是实践中对滥诉行为予以识别的参考数值， 并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成凡是提起了 5 宗以上
的同类或关联行政诉讼的都属于滥诉， 个中关键仍在于缺乏诉的利益、 主观恶意等实质要件。

明确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 对于法院正确识别判断滥诉行为、 依法规制滥诉行为具有重要意
义。 滥诉行为不能以法官的主观认定为标准， 也不能仅根据当事人的名字来判断， 而是应当结合行
为人主观意图、 客观表现、 诉讼目的、 希求保护的权益等条件综合判断。 不应该超越法律规定提高
立案标准， 不能轻易将一个案件拒之于司法门外， 也不能纵容行为人恣意滥用诉权。

（二） 滥诉行为的甄别机制

在明确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后， 法院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快速、 准确甄别滥诉案件。 只有准确、
快速判断出滥诉行为， 才能让规制滥诉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甄别滥诉案件既需要技
术， 也需要经验； 既需要立案部门在立案环节发现， 也需要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中通过经验和实体
审查进行甄别， 还可以由被告在应诉中进行举证。 滥诉行为的甄别可以在两个阶段分别实施。

其一是立案阶段。 随着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的全面实施， 不少地区由一家或几家基层法院集中审
理行政案件， 如深圳市是由盐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行政案件， 为甄别滥诉行为提供了便利性。 同
时， 法院的信息化、 智慧化建设为甄别滥诉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立案部门在接受立案材料后可以通

輥輷訛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2015） 港行初字第 00021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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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信息系统对起诉人进行行政案件关联性查询， 发现起诉人存在多宗行政诉讼可能有滥诉嫌疑的，
一方面将起诉的案件与既往案件进行比对， 另一方面可以要求起诉人对起诉行为进行合理性说明。
发现起诉人明显属于滥诉后，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
的若干意见》 的相关规定对起诉人做解释说明工作， 释明起诉人收回起诉材料， 选择正确、 合适的
途径维护权益。 起诉人坚持起诉的， 应依法不予立案， 并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同时在信息系统中
对相关信息予以特别备注， 为今后快速甄别滥诉行为提供条件。

其二是审理阶段。 案件立案转入业务庭后， 审判组织发现有涉嫌滥诉可能时， 就可以启动比对
工作， 进行甄别。 结合信息系统和既往案件审理经验， 经比对符合滥诉行为构成要件的， 无需开庭
审理， 可以迳行以构成滥诉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同时将相关信息在信息系统中进行备注。

（三） 滥诉行为的案件裁判

对于被甄别为滥诉行为的案件， 法院应选择最简单、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作出相应裁判， 节约司
法资源， 降低行政机关应诉成本。

1. 裁判结果。 对于该类起诉行为， 立案部门接受立案材料后即发现的， 可以直接释明起诉人收
回立案材料， 起诉人不接受指引的不予立案。 立案以后才发现的， 审判组织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深
圳两级法院在 G 某诉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案、輦輮訛 Z 某诉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政府信息公开案、輦輯訛 L 某诉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輦輰訛 中均是以属于滥用诉讼权利
为由驳回起诉人的起诉。

2. 裁判依据。 滥诉案件中， 有的行为人本身即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起诉条件如
原告资格、 受案范围、 起诉期限等， 有的行为人则是形式上符合起诉条件， 实质却缺乏诉的利益。
为了体现对滥诉行为的规制， 两类案件适用法律标准应该统一。 在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
对于滥诉行为如何处理的情况下， 需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寻找出路。 尤其是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
滥诉案件， 法院拒绝进行实体审查而程序性驳回， 必须有相应的裁判依据。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 其他不符合法定起
诉条件， 已经立案的，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该条款不是休眠条款， 可以成为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法
律依据之一。 当然， 法院在采取该标准的时候应该同时说明 “其他情形” 的具体含义， 民事诉讼法
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正是对此最好的回应。 虽然行为人有诉权并符合法律规范明确列举的起诉条件，
但因明显缺乏诉的利益、 目的不当、 有悖诚信， 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 所以仍属于 “其他不符
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法院据此驳回起诉。 由此， 法院针对滥诉的案件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
诉的法律依据可以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六十九
条第一款第十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3. 裁判理由。 裁判理由是裁判文书的灵魂， 不写明理由的裁判文书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对于滥
诉案件通过裁定的方式予以驳回， 既需要从快从简处理， 节约行政应诉成本和司法资源， 同时又需
要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 裁判说理既不能太复杂， 又必须有说服力。 因此面对滥诉案件， 按照构成
要件高度概括认定滥诉的理由， 有着客观现实性。 规制滥诉的行政裁定书的说理可以分为三个层

輦輮訛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3行终 529号行政裁定书。
輦輯訛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3行终 1458号行政裁定书。
輦輰訛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粤 03行初 208-215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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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郭书琴： 《进入法庭的金钱门槛———诉讼救助、 当事人权益保障与滥诉之防止》， 载 《台湾法学杂志》 2014年第 241期。

次， 第一层次是论证 “滥诉行为应当受到规制” 这个大前提， 包括阐述滥诉行为的特征及应当规制
的理由。 该层次的论证可以适用于所有规制滥诉的行政案件的裁判说理。 第二层次论证 “案件中行
为人的起诉属于滥诉行为” 这个小前提， 归纳行为人的涉诉利益、 主观意图， 并统计其相关案件数
量。 第三层次得出案件的结论 “裁定驳回起诉” 以及援引相应的法律依据。

4. 裁判样式。 基于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的高度同一性， 针对滥诉案件可以设计出参照适用的裁
判文书样式。 对照具体个案直接概括涉诉利益、 主观意图， 统计相关案件数量， 就可以完成裁定书
的完整内容。 裁判文书样式原则上针对提起大量诉讼的特定行为人， 尤其是已经做出首宗认定滥诉
的驳回起诉裁定之后， 行为人再提起类似诉讼， 文书样式可以反复使用， 只需要在相关案件数量上
予以核正即可。 裁判模板的说理部分主要内容为：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 社会的、 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个体从事各类社会行为时的一个基本准
则。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 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诚实信用原
则要求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 行使诉讼权利必须遵守伦理道德， 诚实守诺， 并在不损害对方合法利
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利益。 明显缺乏诉的利益， 却依然提起诉讼， 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 从而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 属于滥用诉权行为。 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与制约恶意诉讼、 无理缠诉均是审判权的应有之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 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已经立案的，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十） 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本案中， 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是要求……该种利益对于原告
来说并非不可或缺， 更并不意味着该种利益的缺失就构成了对原告的必然伤害， 原告在本案中没有
值得保护的实际利益， 其提起行政诉讼的意图是为了……至原告提起本案之诉前， 其已经在本院先
后提起……宗以上同类或者关联行政诉讼,已经明显构成滥用诉权， 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的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的情形， 依法应驳回起诉。 综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 参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的规定， 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的起诉。

（四） 滥诉行为规制的配套措施

对于滥诉行为， 仅仅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是不够的， 不能有效遏制滥诉行为的发生， 还
应当探索出台相应的配套机制， 对滥诉行为进行全面的规制。

1. 提高诉讼成本。 目前行政诉讼成本偏低， 可以通过提高诉讼成本的手段来规制滥诉行为， 促
使当事人珍视并正当行使诉权。 诉讼费用的负担是衡量诉讼成本的重要的判断标准。 诉讼费用是当
事人选择诉讼程序解决纷争的第一道门槛， 诉讼费用的合理设置， 有防止当事人滥行诉讼、 督促当
事人珍视诉讼资源之功用。輦輱訛 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提高行政案件的受理费， 例如从每件 50 元上升至每
件 500 元， 促使当事人更加珍视自己的诉讼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 诉讼费用的适当增加并不会使得
低收入群体失去寻求司法救济保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其一， 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诉
讼费缓、 减、 免， 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其二， 法院审理案件， 原告只是预缴， 最终由败诉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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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费用， 这保障了有合法权益值得保护的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此外， 司法实务中， 有些法院根
据被告或第三人的申请， 直接裁定由滥诉行为人承担被告或第三人的合理应诉费用和律师代理费
用。 也有滥诉行为的受害人直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 要求滥诉行为人承担应诉成本和律师代理费用
并得到法院的支持。輦輲訛 这些也都是可以借鉴的方法。

2. 加大信息技术支持。 滥诉行为的规制必须借助于大数据的力量。 一方面， 滥诉行为的规制前
提是要能及时发现滥诉行为， 此体现了技术手段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 作为反复提起大量诉讼的行
为人， 滥诉行为实施者基本上有特定范围， 这决定了技术手段的可行性。 目前各级法院都在进行智
慧化、 网络化建设， 有助于快速准确识别滥诉行为人， 完整梳理行为人诉讼历史， 及时认定滥诉行
为， 从而做到不枉不纵、 有理有据、 准确无误。 此外， 被告方也可以向法院提交起诉人构成滥诉的
证据。

3. 建立诉讼失信制度。 滥诉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属于诉讼失信。 可以考虑统一建立诉讼失
信系统， 各级法院对于认定为滥诉的行为， 可以在该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及裁判文书。 对于已被认
定具有滥诉行为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 须同时提交其起诉与滥诉案件无关联性的说
明， 人民法院严格审查诉的利益， 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4. 公开典型滥诉案例对社会进行正确指引。 对社会进行正确指引是判决应有的社会功能之一。
不定期向社会公开典型滥诉案例也是有效规制滥诉、 正确指引社会个体诚信诉讼的必要方式。 最高
人民法院 2015 年通过公报的形式发布了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孔繁华文。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Abuse� of� litigation� has� become� a� lingering� shadow� after� opening� the� threshold�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which�has�attracted� the� attention�of� all�walks�of� life.�The� existence�of�
abuse� of� litigation� consumes�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damages� th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squeezes� judicial� resources,� destroys� judicial� credibility,� and�produces�negative�guidance� to� the�
society.�The�legislative�purpose�of�administrative�litigation,�the�principle�of�relativity�of�rights�and�
the�principle�of�good�faith�determine�the�necessity�of�regulating�abuse�of�litigation.�In�view�of�the�
act�of�abuse,�the�court�should�combine�the�constitutive�elements�of�the�act�of�abuse,�and�make�a�
decision� not� to� file� a� case� or� reject� the� lawsuit�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in� the� administrative�procedure� law�and� the�principle�of� good� faith� in� the� civil�
procedure� law.�At� the� same� time,�we� also� need� to� explore� supporting�work� such� as� increasing�
litigation� costs,� improving� technical� support,� establishing� a� list� of� people� who� break� faith� in�
litigation,�opening�typical�cases�of�abuse�and�correctly�guiding�the�society.

Key Words: Abusive�Action�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 Regulatory�Mechanism； System�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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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我国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各级政府迅速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 国家进入应急状态， 常态社会秩序被打破， 公民义务增加， 合法
权利限缩。 部分居民基本生活因防疫应急措施的施行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需要临时救
助。 因防疫应急措施致困的人员需要确认， 他们的临时救助请求权应当得到保护。 国家应
当采取多种途径及时救助， 保障致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权， 防止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应急状态 临时救助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10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的法律保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 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
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 为应对此次疫情， 各级政府
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 纷纷采取划定重点区域、 实施强制隔离、 加强流动人员管
控、 进行交通管制等措施。 这些防疫应急措施有效狙击了疫情蔓延， 取得了重大防控效果。 但重大
疫情状态属于应急状态， 常态社会秩序被打破， 也使公民义务增加、 合法权利限缩。 当前疫情得到
控制， 但防疫形势复杂多变， 国家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所采取的应急措
施可能使一部分公民的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急需救助。 疫情早期重在防控， 资源必须集中用于
保护患者、 一线医护人员和其它防疫工作人员， 难以满足隔离居民、 志愿者、 滞留人员、 困难家庭
等群体的全部需求。 在国家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已具有兼顾依法防控和保障民生的条件，
本文拟从防疫应急状态、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界定、 临时救助请求权、 临时救助的实现方式四
个方面阐述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的法律保障措施， 也为未来突发事件应对与临时救助机
制的完善提供思路。

一、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界定

（一） 防疫应急措施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空前严重， 给我国的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2019 年 12 月， 武汉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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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刘士国： 《突发事件的损失救助、 补偿和赔偿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2年第 2期。
譻訛 赵宏： 《疫情防控下个人的权利限缩与边界》，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譼訛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 人民政府应当停止执行依照本法规定

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 防止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 衍生事件
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新冠肺炎， 2020 年 1 月 2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
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至 2020 年 1 月 29 日， 内地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全
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新冠肺炎疫情在性质上是公共卫生事件， 属于 《突发事件应对
法》 中规定的突发事件———即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予以应对的事件。 《突发事件应对法》 《传染病防治法》 授权相关机关可以为了控制传染源、 阻断传
播、 预防扩散而采取必要的应急手段。 据此，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阻击疫情陆续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具有合法性与必要性。 一级响应启动后， 各地采取了划定重点区域、 实施强
制隔离措施、 加强流动人员管控、 进行交通管制、 取消人群聚集性活动等措施， 常态社会秩序被
打破。

疫情期间国家采取防疫应急措施， 不可避免地使公民义务增加、 公民权利限缩。 封锁城市、 强
制隔离和关闭娱乐场所， 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受限制； 公民负有遵守疫情防控命令、 及时报告疫情、
不传播虚假信息等义务。 同时， 强制隔离期间， 公民的生存权、 财产权、 劳动权等权利都受到影响。

公共卫生事件可分为人为原因引起和不可归责于人为原因两种情形。 对于人为原因引起的事
件， 由责任方承担赔偿责任是主要的救助途径。 对于不可归责于人为原因的意外事件， 国家救助是
主要的救助方式。 救助是一项社会保障措施， 是国家对损失的补充性救助。譺訛 新冠肺炎非人为原因
造成， 不存在赔偿问题， 只涉及应急状态下的国家救助。 在疫情防控期间， 限缩公民权利或增加公
民义务是为了防止传染病流行。 根据 《突发事件应对法》 和 《传染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个人权利进行限制， 属于应急处置措施。 依法采取应急措施， 具有法律依据， 不构成违法侵权， 也
不涉及国家赔偿。

（二） 从应急措施到必要措施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 我国的疫情得到控制， 但尚未结束， 仍然面临着疫情反弹与输入的
风险，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必须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
产， 逐步使生活和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在此背景下， 因紧急程度降低， 疫情防控从应急措施转向必
要措施， 必要措施应受比例原则的约束。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包括合目的性、 必要性和均衡性三方面的要求。 运用到
常态化防控工作中， 该原则表明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
程度和范围相适应。 应急措施应追求手段适当性和最小侵害性的匹配。譻訛 比例原则也是 《突发事件
应对法》 第五十八条的要求，譼訛 各地可逐步采取必要措施代替应急处置措施， 尽可能选择有利于保
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措施， 且不得缩减公民的生存权、 人格尊严等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 使社会秩
序逐渐得到恢复。 在这段时间中， 国家在推动疫情依法治理的同时， 可集中更多力量维护群众的切
身利益， 特别是保障因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三）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

随着我国进入防疫应急状态， 常态社会秩序被打破。 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防控疫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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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张万洪、 刘远： 《脆弱性视角下的特殊群体权利保障———以老年人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处境为例》， 澎湃网： 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914750， 2020年 5月 28日访问。

⑥ 陈新民： 《公法学札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页。

采取的各种应急措施给公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导致部分人生活困难。 这些疫情致困人员可以
分为因身体原因的困难人员和因经济原因的困难人员。 因身体原因的困难人员包括： 疫情感染者，
强制隔离观察者， 易受感染的老人、 未成年人、 孕妇、 精神障碍者等弱势群体。 因经济原因的困难
人员是因为停工停产失去工作、 没有收入或者入不敷出的人员， 包括个体工商户、 中小微企业工作
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等。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存在有别于传统救助主体的特殊需求， 其是否应该被划分为新的弱势群
体类型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其政策及法律地位，譽訛 值得深入思考。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第四十七条规
定： “国家对因火灾、 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 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
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
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 给予临时救助。” 参考这一规定， 本文
所述的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是指： 因受重大疫情或应急措施影响，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
难的人员。

二、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权

此次疫情防控措施严格、 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 致困人员众多。 他们依法享有临时救助
权， 现行法律已有临时救助权实现的基本依据。

（一） 物质帮助权

《宪法》 第三十三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宪
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
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和医疗卫
生事业。” 根据 《宪法》 的规定， 公民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
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可以通过社会救济的方式保障该权利实现。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 应急状态法属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 也要遵从 《宪法》 关于公民
基本人权的规定。 政府在应急状态下享有法律赋予的应急权力， 但因应急措施导致公民生活困难，
应根据 《宪法》 的规定予以临时救助。

（二） 生存照顾义务

国家的生存照顾义务最早由德国学者福斯多夫提出， 他认为 “生存照顾乃现代行政之任务”，
“构成生存照顾之要件有二： 第一， 服务关系之 ‘双方性’； 第二， 个人对此等服务关系存在之 ‘依
赖性’。” 具体内容包括： （1） 生存照顾的前提。 在现代大规模群居生活形态下， 个人生活离不开公
共的生存照顾， 国家提供个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品， 即为生存照顾； （2） 生存照顾的两个特征。 服
务关系的 “双方性” 和个人对服务关系的依赖性； （3） 生存照顾的权利基础。 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
子， 对于国家给社会大众提供的服务， 具有公平的享用权； （4） 生存照顾的任务。譾訛 福斯多夫起初
强调国家必须提供生存照顾， 后来修正为当社会民众不能凭自身能力解决时， 国家具有补充功能。

无论从何种学说出发， 生存照顾义务都是现代国家的基本义务， 生存照顾或生存保障是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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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基本权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国家履行生存照顾义务更加符合
国家性质。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面临困难， 个人无权以违反应急措施的方式摆脱困
境， 故无论是基于守法困境还是基于物质帮助的需要， 国家都应履行生存照顾义务。

（三） 行政给付义务

物质帮助权和生存照顾义务属于抽象层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如若违反， 可能问责， 但不一定
对应具体的给付， 故抽象层面的法律要求必须转化为行政给付义务才具有现实的有效性。

我国学者对行政给付的定义持有不同观点。 狭义说认为： “行政物质帮助或行政救助， 是指行
政机关对公民在年老、 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特殊情况下， 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赋予其
一定的物质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譿訛 这种观点将行政给付解释为行政物质帮助， 这也是我国目前的
主流学说。 广义说学者认为： “行政给付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 为一定的个人或者
组织提供支持或社会救助金、 扶贫款、 补贴或者为公众提供其它服务或利益， 从而保障和改善公民
生活条件的行政活动。”讀訛 广义的行政给付包括行政物质帮助、 行政给付、 行政补贴三种类型。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行政给付观念， 都包含了最基本的行政物质帮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 广义说能更好地阐明服务型政府的职能， 更好地反映公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按照功能分类，
行政给付可以分为生存型给付和发展型给付。 生存型给付是政府最基本的给付义务， 对象是老幼病
残等生存困难的公民， 目的在于维持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给付的首要
目标是帮助其摆脱生活困境， 当应急措施转为必要措施时， 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发展型给付方式。

（四） 社会救助权

社会救助权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长期或临时陷入贫困或生活困境时， 有按照法定程序向国家请
求得到一定标准的物质性帮助或服务的权利。讁訛 社会救助是国家为了维持公民最基本生活需求所采
取的各项措施， 是维护公民生存和人格尊严的基石。 《宪法》 第四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保障困难群众的各项利益， 它确定了社会救助的权利
属性、 正当程序和法定责任， 落实了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宪法权利。輥輮訛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涵盖
了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和临
时救助等方面的内容，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获得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
利， 当公民遇到困难时， 享有向国家请求救助、 保障生活的权利。

在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和 《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等社会救助规定中，
临时救助又是最为基础的应急救助方式， 为有紧急需要的公民提供临时帮助， 发挥兜底保障功能。
根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 此次疫情防控措施致困人员如果符合临时救助的 “重
大疾病” “基本生活” “临时困难” “生活必需支出” 等构成要件， 可依法申请临时救助。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 发布了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等

譿訛 应松年主编： 《行政法学新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290页。
⑧ 杨解君： 《行政法学》，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2页。
⑨ 左权： 《社会救助权的法理论析及其保障路径》， 载 《社会保障研究》 2011年第 2期。
⑩ 赵大华： 《社会救助权保障下的社会救助立法之完善———兼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载 《法学》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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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更好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临的突发
性、 紧迫性、 临时性生活困难， 以及特殊困难人员的基本照顾需求。

三、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的实现方式

此次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临时救助具有显著特点， 也反映了相关法律规定需要完善， 配套
制度需要制定， 为保障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权益， 需要强化属地责任、 加强行政给付、 完善临时
救助的给付方式。

（一） 强化属地责任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中央享有最高权力， 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职责， 上下层
级之间遵循严格的命令与服从关系。 疫情防控涉及到每一个公民， 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輥輯訛 中央统一领导、 总揽全局、 制定政策、 综合协调， 地方政府负责法律实施和政策落实。 《突
发公共事件应对法》 第四条规定： “国家建立统一领导、 综合协调、 分类管理、 分级负责、 属地管
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此次疫情以社区感染为主， 防控重点在社区， 必须以属地管理为主， 切
断社区感染传播链。 属地管理原则是指地方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协调
和指挥， 作出防控决策， 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应对传染病的关键在于 “早发现、 早隔离、 早治
疗、 早救助”， 不管是疫情防控还是社会救助， 都要牢牢压实属地责任，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一级压实一级， 层层落实责任， 坚决堵住疫情输入输出， 坚决落实本地居民的最低生活
保障。

当疫情得到较好控制， 国家可以集中力量更好地解决致困人员的临时救助问题， 各级政府都要
承担责任。 首先， 救助致困人员具有紧急性和特殊性， 应按照紧急程度及时进行救助。 其次， 应全
面掌握致困人员的信息， 使负有救助义务的组织与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精准对接， 能做到准确、
及时、 有效实施救助。 再次， 为有效避免困难扩大与节省行政成本，輥輰訛 临时救助应尽量在基层解决。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临时救助必须解决属地责任与地方财政可及性问题。 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
地方在临时救助中的财政支出责任。 中央应当制定临时救助政策， 地方政府应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临时救助经费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二是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给予灵活的政策支
持。 地方政府在防控疫情和社会救助的第一线， 对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具体情况更加熟悉， 由
地方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符合实际， 有利于针对性地解决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 加强行政给付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的显著特点是应急性， 行政给付可以有针对性地直接救助。
2020 年由于防控疫情需要， 中央财政已提前下拨 1030 亿元， 支持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輥輱訛 加
强行政给付不仅仅要体现在数量上， 更要表现在效果上。

加强行政给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加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投入。 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是专项资金， 中央财政要加强投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地方开展社会救助
工作， 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困难县区的财政倾斜， 地方财政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生活的保障

輥輯訛 胡明： 《疫情信息公开的法治反思》，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輥輰訛 王旭： 《法教义学能为疫情防控做什么———行政组织法角度》，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輥輱訛 邱超奕： 《中央财政提前下拨千亿元保障困难群众》，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3月 15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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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对支出预算安排存在缺口的， 要及时调整或调剂预算补足。 第二， 综合运用多种给付方式，
共同发挥作用。 可采用现金给付、 实物给付、 减免费用等方式， 保证临时救助的实效性。 第三， 调
整支付资金结构， 按照轻重缓急实施救助。 国家提出了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的 “三保” 要求， 要坚持 “三保” 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 切实保障基本民生、 工资发放和
机构运转， 压缩一般性支出。 第四， 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行政给付责任只是解决了静态责任配置问
题， 具体配置和动态流动还需要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一方面， 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投
入比例， 建立稳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并建立起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合理的横向转移财政分担
机制。 另一方面， 要减少中间环节， 特定灾难救助项目直接由中央政府向基层政府或社会救助管理
部门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輥輲訛 第五， 综合考虑实际使用情况。 此次防疫应急措
施致困人员数量庞大， 情况千差万别， 要综合考虑被救助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 第六， 按照公
开公正要求实施救助。 一方面， 给付机构要定期公示救助情况， 接受外部监督。 另一方面， 要定期
将救助情况向上级机构报告， 接受内部监督。

此次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不一定生活在户籍所在地， 也可能在出发地、 目的地、 过境地等不
同地点， 其临时救助责任主体会存在不确定的问题。 为严格管控疫情， 必须按照属地原则采取应急
措施， 因此致困人员的临时救助资金也应当由采取应急措施的属地政府承担， 这也符合权责一致原
则。 由于各地疫情防控形势不同， 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财政给付能力也有差异， 为防止因财政能力
不足而导致防控不力或者侵犯致困人员临时救助权的事件发生， 国家应在综合考察疫情防控形势、
财政负担能力、 临时救助所需资金的条件下， 及时调整转移支付。

（三） 完善临时救助制度

获得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当公民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时， 依法享有社会救助请求
权， 国家则负有救助义务。 此次疫情致困人数庞大， 要实现社会救助职责， 应有针对性地对救助机
制予以优化， 特别是要优化临时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制定时没有预计到此次疫情这样
极端复杂的情况， 经过这次疫情， 临时救助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属于暂行性行政法规， 不能完全适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要求， 应加快
制定 《社会救助法》。 由于我国目前只有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这一部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
地方性法规、 规章等法律规定， 不仅位阶低， 而且比较分散， 地区差异较大， 还缺乏相应的实施细
则， 影响法律统一。 2018 年 9 月 7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立法规划已将 《社会救助法》
列入第一类项目。 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 进一步印证了加快制定 《社会救助法》 的必
要性。

此外， 社会救助法律规范本身就不完善， 临时救助行政程序更加欠缺， 必须完善临时救助行政
程序。 行政程序对临时救助权的实现具有保障功能， 此次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在程序上
的最大特点就是应急性， 为此应适当简化行政流程， 优化或缩短相关程序性规定， 更加高效地解民
之困。

第一， 完善临时救助申请程序。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申请临时救助的， 应
当向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出， 经审核、 公示后， 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救助金额
较小的，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批。 情况紧急的， 可以按照

輥輲訛 蒋悟真： 《疫情防控的社会法省察》，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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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简化审批手续。” 该条款设定了紧急情况下简化审批手续的程序， 但对于如何简化手续没有具
体规定， 对此应予完善。 一是完善申请方式。 一般情况下， 申请方式为要式纸质申请书。 但疫情防
控期间交通受阻， 出行受限， 应允许使用电子媒介申请。 二是增加申请的内容。 这次疫情影响深
广， 临时救助需求多样， 申请书格式上可以提供金钱数额、 物资名称、 服务需要等选项， 以便实施
精准救助。 给付义务人可以考虑提供统一的申请书格式文本， 方便申请人快捷提交。

第二， 优化调查程序。 常规的救助调查程序包括入户调查、 邻里访问、 群众评议、 居民经济状
况核对等环节， 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 财产等状况进行调查核实。 疫情防控临时救助具有突发性和
紧急性， 调查程序也要相应简化， 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申请人出具承诺书的方式予以保证， 事后再
补充相应程序。

第三， 理顺审批体制。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第四十八条确立了由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核， 由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临时救助批准体制。 审核的目的是审查核实临时救助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 批准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批准符合法律规定的临时救助， 二是监督审核权是否依法行
使。 但该审批体制没有明确确认临时救助成立的行政主体， 如果出现行政纠纷， 因责任主体不明，
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就不畅通， 也不能很好地实现 “应救尽救” 目标。

《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本市户籍家庭或者个人申请临时救助的， 由
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核、 确认； 持有本市居住证的家庭或者个人申请临时
救助的， 由其实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核、 确认； 对不持有本市居住证的非本市
户籍人员， 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协助其向救助管理机构申请救助。” 该规定明确
了确认临时救助成立的主体为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这一规定理顺了临时救助审批体制。 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是临时救助的责任主体， 出现行政纠纷就是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或行政诉
讼的被告。 县级民政部门的审批权只是内部监督权， 对申请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这种制度安排的显
著优点是既实现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 落实了属地责任， 又能实现紧急情况下简化审批手续
的目的。 当情况紧急时，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可以在县级民政部门批准前先行救助， 事后补
办批准手续。

第四， 采用灵活方式发放临时救助款物。 临时救助具有紧急性， 确保款物能及时到达申请人以
舒缓困难是临时救助的根本目的。 给付责任机关应综合利用快捷支付工具、 现代物流系统、 基层社
会组织、 社区服务体系、 志愿者组织等各种资源， 确保以最快的速度将临时救助款物送到申请人
手中。

第五， 创新信息公开制度。 临时救助必须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目标， 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要
求。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 公众具有强烈的知情愿望和参与社会监督的内在动力。 他们希
望了解政府救助和社会捐赠款物的确切去向， 要求政府及时准确公布信息。 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
景下的临时救助具有紧急性， 完全按照常规流程公开信息可能会错过救助机会， 造成不可逆转的生
命健康损害， 因此， 必须在公开程序与紧急程序之间找到平衡点。 首先， 当公开程序与紧急程序出
现冲突时， 应坚持紧急程序优先原则， 坚持紧急程序优先原则就是坚持生命健康第一位的原则。 当
然， 在紧急救助以后， 必须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及时公开信息。 其次， 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 采用多种方式及时公开信息。 再次， 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 切实保
护临时救助人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

第六， 加强临时救助监督。 临时救助具有紧急性， 事关申请人的生命健康和基本生活， 法律规
定在紧急状况下可以简化审批手续， 简化手续的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将临时救助款物送达申请人。 一
方面， 行政机关应通过审核、 批准程序保证精准救助， 同时防止救济错误、 救济遗漏、 救济诈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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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赵大华文。
輥輴訛 蒋悟真： 《从兰考火灾事故辨析国家与社会的救助责任》， 载 《法学》 2013年第 5期。

发生。 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应通过批准权监督审核权， 实现内部监督。 同时， 应通过信息公开、 党
纪监督、 监察监督、 司法监督、 舆论监督、 社会监督等方式监督临时救助行为。

（四） 鼓励社会互助

疫情防控既是国家的责任， 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第七条规定： “国家
鼓励、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疫情防控是在与时间赛跑， 常规条件下人财物的配置方式和
社会组织方式不能适应应急状态的需要， 必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提供
社会救助， 通过行政命令分配资源， 将导致效率低下和成本增加。 需要临时救助的人员生活、 工作
在社区， 他们的困难发生在社区， 如果由社会及时提供帮助， 就会使受困人员及时得到救助， 避免
出现不可逆转的后果。

从国家鼓励、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层面看， 第一， 国家在具体制度层面可根据防疫需
要， 降低进入门槛、 简化管理程序， 加大税收优惠等政策， 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加入社会救助事业。
第二， 国家应根据不同的救助需求， 充分发挥国家、 企业、 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优势， 增强不同救助
主体之间的协作与协调， 构筑起多元化社会救助供给体系。輥輳訛 第三， 国家应成立专门行政救助监管
机构， 引导和监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参与社会救助，輥輴訛 保障资金安全和高效运用。 第四， 对参与临
时救助成绩显著的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予以嘉奖。

在社会力量参与临时救助层面， 第一， 社会捐赠和志愿者服务是社会救助的典型方式。 按照规
定， 社会捐赠应通过慈善组织集中后根据救助需要统一分配， 此次疫情超过了人们的认知范围， 按
照这种方式集中和分配捐赠款物无法完全满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救助的要求， 因而出现了
点对点的临时救助方式， 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 此次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与广大志愿者提供的志
愿服务分不开， 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 特别是在采取隔
离措施的情况下， 他们深入街道、 医院、 社区、 家庭， 为疫情防控致困人员提供了个性化的志愿服
务， 对他们的善行义举， 国家不仅应该鼓励和支持， 还应当奖励和表彰。 第二， 社会组织提供社会
服务是社会救助的基础。 此次疫情，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企业、 公益组织、 慈善组织、 志愿
者组织、 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人等相互配合， 对有困难的公民予以迅速救助， 既帮助解决物质困
难， 又予以精神抚慰。 它们承担了绝大多数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临时救助任务， 为有效防控疫
情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 第三， 互联网平台为临时救助提供精准信息支持。 此次疫情防控能取得
决定性成果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密不可分。 疫情防控应急措施通过保持社交距离方式阻断病毒
传播， 但也造成生产生活的困难，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及时发现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需
求， 也能及时提供救助， 帮助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摆脱困境。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 也是世界史上近百年以来
影响最深远的全球流行传染性疾病。 受国内国际疫情蔓延的影响， 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 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 需要临时救助。 从抽象层面来讲， 防疫
应急措施致困人员有获得临时救助的权利， 但由于需要临时救助的人员数量庞大， 且处于动态变化

118· ·



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临时救助的法律保障

之中， 故除了要求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及时救助以外， 还应鼓励和支持社会互助， 尽力做到应救尽
救， 按照轻重缓急的要求， 保障防疫应急措施致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权， 防止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发
生。 此次疫情防控， 国家和社会创造了丰富的临时救助经验， 有必要加以总结上升到立法层次。 从
长远来看， 受疫情影响致困人员生活的正常化和逐步改善， 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 发展经济乃是战
胜疫情和恢复生活的根本之道。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COVID-19�epidemic�had� a� significant� impact�on� the� social� order�of�China,� govern-
ments�at�all�levels�quickly�initiated�major�public�health�emergency�measures,�the�country�entered�
a�state�of�emergency,� the�normal�social�order�was�broken,�civic�obligations� increased�and� legal�
rights�were�limited.�Some�residents�encountered�insurmountable�difficulties�in�their�basic�liveli-
hood�due�to�the�implementation�of�emergency�measures�for�epidemic�prevention�and�needed�tem-
porary� assistance.� People� in� difficulty� caused� by� emergency�measure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need� to� confirm� that� their� right� to� claim� temporary� assistance� should� be� protected.� The� state�
should�take�various�measures�to�provide�timely�assistance�to�protect�the�basic�right�to�life�of�peo-
ple�in�difficulty�and�prevent�the�occurrence�of�incidents�that�impact�the�moral�bottom�line.

Key Words: COVID-19； State�of�Emergency； Interim�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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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提升司法公信力法治路径研究” （项目编
号： 15AFX013） 的阶段性成果。

黄鑫政 *

内容提要： 范畴思维的本质就是抽象、 概括与分类。 法学领域对范畴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于
细分的 “缺点”。 概念之于法学的重要性决定了新概念的产生、 传播需要被检视， 如已在
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 “新兴权利” 概念的科学性、 严谨性都需被检视。 剖析 “新兴权利”
概念， 需从发起者的研究缘起、 概念发生学、 概念原理开始追踪， 自然要追溯到概念论以
及范畴学说， 并对范畴及其法学引入进行中立的评价与分析。 法学界对范畴的内涵与定义
未形成充分成熟的理论。 “新兴权利” 研究近年来形成了热潮， 是对范畴论思维的模仿、
继续， 值得被冷静反思。 新兴权利是权利的子集， 它介于范畴与普通概念之间。 新兴权利
理论包括了概念创新、 权利方法论创新， 有积极意义， 但该 “概念” 有其局限性， 其内涵
与外延有待继续精细化、 明确化。 另外， 有一种新兴权利类型叫 “被埋藏的权利”， 即本
来存在， 但未被发现、 重视的权利。 冤案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就是这样一种 “新兴权利”，
需被重视、 确认。
关键词： 概念 范畴 新兴权利 局限性 创新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2.011

“新兴权利” 的本质及其局限
———兼论冤案受害者之人格尊严是 “新权利”

批判是学术进步的根本， 理论除了创设、 证成， 还包括验证、 检视、 批判 （证伪）。 后者更能
保证知识是真知识， 更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 一个法学概念、 学术新概念的提出， 无人去质疑， 是
极奇怪的。 倘若新兴权利要赢得更多的认可， 需更多的努力， 否则可能不是充分科学的概念。 当
然， 学术允许试验， 概念的提出应当被验证。

法理学研究、 法学研究、 学术研究需要持审慎的态度， 才不至于盲目跟着一个概念做研究， 流
于形式。 法学研究中， 概念是重要的， 新兴权利概念及其理论引起相当的关注， 因而需要受到检
视， 以确保新兴权利概念是必要的、 科学的。 之所以从概念与范畴的学说开始， 首先是因为追根溯
源是分析问题的基本思维， 正如要了解与分析奥斯丁， 不得不试着回到边沁 （奥斯丁的老师） 一
样， 要探究新兴权利学说， 自然需要回到法学的范畴理论， 追溯到权利概念、 权利范畴理论上来。
其次， 由于新兴权利学说的气势、 抱负、 格局、 号召力、 概括力等， 都体现着它接近权利范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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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彭漪涟： 《逻辑学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639页。
譺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 《形式逻辑 （修订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7页。
譻訛 O.F.M.William of Ockham，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 selection，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57. introduction.
譼訛 2019年 10月 27日， 著名逻辑学者熊明辉教授于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发表演讲， 主题关于逻辑， 他感慨 “如果法学院学

生不重视逻辑学的学习、 法学院不重视逻辑学的教育， 是极为荒唐的”。
譽訛 杨百顺： 《西方逻辑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44页。
譾訛 彭漪涟主编： 《概念论———辩证逻辑的概念理论》， 学林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344页。
譿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 陈静、 张雯译， 重庆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页。
讀訛 王启粱： 《法律是什么？ ———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 载 《现代法学》 2004年第 4期。

说、 有权利范畴学说的影子； 且由于新兴权利也是概念， 而概念与范畴的关系极为密切， 便需要论
及概念论、 范畴学说， 从概念、 范畴原理开始说起， 追溯概念、 范畴是什么， 进而判断新兴权利是
概念还是范畴， 抑或是介于概念与范畴之间的 “非严格概念”。

一、 追根溯源： 从概念、 范畴出发

范畴是逻辑学的基本概念， 逻辑学、 认识论辞典多对 “范畴” 一词有明确的定义， 有 “范畴”
词条的地位与空间。 法学类辞典则不怎么涉及范畴词条。 可以说， 法学者使用范畴一词的学者都没
去深究 “范畴” 的内涵、 对 “范畴” 本身进行研究。

（一） 概念、 范畴、 （逻辑） 思维的原理

1. 概念与思维的原理与作用
“逻辑、 概念、 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元素。”譹訛 “概念是反映事物的范围和本质的思维方式。”譺訛

“一旦有概念的 （conceptual） 和一般 （universal） 的知识， 人脑便能够进行各种科学的发展。 物理、
数学、 形而上学及其他科学都需要一般概念作为原材料。 逻辑教我们如何将通过概念形成命题和论
证以达到真理及真理体系的状态。”譻訛 概念是思维、 逻辑的基本工具。 这也是概念在法学、 法学思
维、 法学思考中的重要性所在： 要进行法学思考， 不得不借助概念。譼訛

2. 范畴
范畴原是哲学界的概念， 希腊文为 “Κατηγορια”， 英文一般为 “category”， 有类别、 范畴的意

思。 范畴是一种 “大的”、 宏观的分类。 范畴 “是人类思维中反映客观世界最一般、 最本质的联系
和关系的逻辑概念”，譽訛 “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范畴向方法转化， 如一般与个别、 现象与本质等
范畴转化为归纳法、 演绎法和类比法； 矛盾的同一性、 斗争性、 肯定与否定、 量变与质变等范畴转
化为唯物辩证法。 哲学方法是普遍适用于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最高层次的方法。”譾訛

中国的 “五大范畴” 为金、 木、 水、 火、 土。 亚里士多德也将 “世界”、 存在分为十个主要的
范畴， 即 “实体、 数量、 性质、 关系、 地点、 时间、 位置、 所有、 行为、 受动”。譿訛 分类是人类的基
本思维方式， 也是 “人类最基本的能力”，讀訛 分类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的本质， 以认识世界为主要功能
之一的哲学就注重分类的作用。 在法学上， 分类也是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认识、 思考工具。 概念
与范畴有一定的功能类似， 概念作为对事实的抽象， 概念的划分也就是对事物、 事实的分类。

（二） 法学中的范畴

法学中范畴的作用之一， 是通过将学科知识分类来了解学科知识体系及其特征， 划分知识模
块， 便于针对性地研究以及了解学科知识的局部与整体。 法学范畴理论的引入， 为法理学精细化、
模块化研究提供了方向引导， 促进了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范畴的本质就是分类思想， 将范畴引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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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中， 就是将抽象、 分类、 概括的方法注入法学 （研究、 理解、 思考、 创新） 之中。
1. 范畴理论在法学中的引入
“范畴” 一词已经被引入法学，讁訛 出现了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輥輮訛 范畴的引入对理论的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先驱将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等的思想理论引
入我国是如此， 学者将范畴理论引入我国的法学也是如此。 虽说二者影响的大小不一定能相比，輥輯訛

但颇有共同之处。 学者意图建立的范畴体系学说， 将范畴分为多种类型， 且每类范畴下又有多种范
畴： 即 “本体论范畴、 进化论范畴、 运行论范畴、 客体论范畴、 价值论范畴” 以及再往下的详细分
类。 这样的详细分类、 范畴体系是一种法理学知识、 组织结构的梳理与概括， 具有相当的积极意
义， 以较为独特的角度促进了法理学知识领域的细分。

2. 法学中范畴理论可能的不足
对范畴的详细分类及其构建的范畴体系令人担心范畴数量是否过多， 导致范畴泛滥。 毕竟， 一

个学科的范畴一般 “屈指可数”， 范畴过多就可能导致 “范畴的稀释” 或 “没有范畴”， 导致一些普
通的概念词汇都成了 “普通范畴”。輥輰訛 同时， 范畴过多可能会导致范畴与概念的重合， 失去范畴的本
质。 毕竟， 概念也可以分为基石概念、 一般概念、 基本概念。 我们就将此称之为 “范畴不可过多原
理”。 或者说， 范畴体系可以有分类， 但不宜过多， 过分的细分就会稀释概括力， 不符合范畴需要
体现较强概括力的本质需求， 虽说细分有细分的好处。 即便有学者倡导法学中的范畴意识、 范畴体
系、 基石范畴、 范畴研究的基本方法等基本理论， 法学界也有很多文章使用范畴的概念、 原理， 学
者们是出于范畴的内涵真理性使用 “范畴” 概念，輥輱訛 但法学界对 “范畴” 这一个概念的定义与理解
还是不足的， 有待更加确切、 详细、 深刻、 充分的剖析、 理解。 不知是否有人认为范畴的概念已经
是共识， 不必再做更多的研究， 但为了发展、 深化我们的法理学、 法学研究， 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
追根溯源， 对范畴做进一步的论述、 理解、 研究。 对概念与范畴的区分及其关系的界定、 梳理、 整
理也都有待加强、 加深， 以达到一个法理学、 法学、 人文社科研究的 “理想”： 当我们提及一个概
念， 这个概念的内涵能够明确、 能够被我们充分开采与研究。

二、 “新兴权利” 的本质、 贡献与局限性

（一） “新兴权利” 学说源起与本质

讁訛 哲学作为人文社科甚至所有科学的国王， 抽象与概括力最大， 影响深远。 将哲学的原理、 概念引渡， 借用到法学等其他学
科、 具体科学之中， 往往能够带来丰硕、 富含意义的成果， 可谓法理学、 部门法创新的主要母胎、 重要方法。 从哲学等学
科引入概念、 理论到法学中， 或者从英文及其他外文引入表达方式、 理论、 词汇概念于我国法学研究之中， 是我们的法学
进步、 深化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做法能够带来新的启发， 丰富我们的思维， 值得提倡。

輥輮訛 张文显： 《法学基本范畴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绪论， 第 1-27 页。 张文显教授是法学界引入范畴概念的
开创者， 且在法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輥輯訛 韩大元教授的原话是 “各门学科发展史告诉我们， 有两样东西， 对于学科的建立、 成熟与完善， 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也
发挥着确定性作用。 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 也是我们中国宪法学者在研究中感同身受的， 它们一个是基本范畴， 一个是方
法论。” 韩大元、 林来梵、 郑磊主编：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页。

輥輰訛 这样的 “普通范畴” 如： “‘公民’ ‘法人’ ‘罪犯’ ‘原告’ 等。” 参见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3页。

輥輱訛 胡玉鸿教授曾在研究人的尊严的文章中推荐 “确认人的尊严为基本的法律范畴”。 参见胡玉鸿： 《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
严之规定的完善》， 载 《法商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有学者提出 “范畴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最基本的概念。” 参见李龙主编：
《法理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63 页。 知网上题目包含范畴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 以范畴为书名的法学著作则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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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吴家国主编： 《普通逻辑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43页。
輥輳訛 一个学科的范畴是 “必须会、 必然要” 被广泛研究的概念。 “新兴权利” 由于其内涵和自身带有的概括力可能达不到此位

阶、 地位， 权利则是， 或者它的地位容易被权利所取代。 毕竟， 新兴权利在相当方面、 程度上， 是可以统一被 “新的权利”
替代掉的， 且新兴权利、 新的权利都属于权利的范畴之下。 权利才是范畴或者 “基石概念”。

輥輴訛 全国党校逻辑学会编： 《逻辑教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7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譾訛， 彭漪涟主编书， 第 118页。
輥輶訛 章士嵘等编： 《认识论辞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49页。
輥輷訛 陈清秀： 《法理学》， 元照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334页。
輦輮訛 即 “通过立法进行法律权利的 ‘创制’ 与 ‘设定’” “通过立法进行法律权利的 ‘确认’ 与 ‘转化’” “通过司法实践中的

‘合法性’ 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利内涵的挖掘与权利主体的延展或限缩”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合情、 合理、 合法的
权利推定” 产生 “新兴” 权利。 参见姚建宗等： 《新兴权利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7-20页。

思想理论、 学术是有传统的。 新兴权利研究是研究者师门、 学院学派的学术风格与旨趣的延续
与发扬， 也可能有 “重大课题” 鞭策、 支持、 促进的影响。 范畴与概念， “权利” 范畴与 “新兴权
利”， 有一定的平行关系。 新兴权利的 “前身” 可能一部分是来源于作为基本范畴的权利。

范畴是概念的外延最大的状态。 从 “权利” 概念到 “新兴权利” 概念， 是概念的限制、 限缩。
“概念的限制是指通过增加概念的内涵以缩小概念的外延来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 “限制是缩
小概念外延的方法， 即由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 由属概念过渡到种概念。”輥輲訛 笔者
将 “新兴权利” 认定、 界定为概念， 或介于 “概念与范畴之间” 的 “概念”。 “新兴权利” 应该不是
范畴， 毕竟范畴是 “概念中的概念”， 是 “必须会、 必然要” 被广泛研究的概念。輥輳訛 另外， 范畴作为
概括力最强的概念， 经过 “新兴” 的修饰、 限缩之后， 便失去了最强的概括力， 因此它不再是范畴
了。 “一个概念是否明确， 就要看其内涵和外延是清楚还是模糊。”輥輴訛 新兴权利内涵、 外延的界定、
描述， 可以说是较为充分的， 按照一般的概念是否明确的标准， 是合格的概念。

（二） 新兴权利的优点与贡献

理论创新包括词语概念、 思维方式 （下定义、 推断） 等的创新。 新兴权利包括了概念创新， 这
种创新是词汇创新， 也是权利范围划定的一种创新， 权利范围及外延限缩、 权利内涵扩增的创新。
除此之外， 类似 “兴” 的方式的理论， 是新兴权利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是新兴权利本体论的重要
环节， 即 “动态的” 本体论， 这部分内容其实也是有法律方法论、 权利方法论的功能。 “概念有效
地规范现实必以正确地摹写现实为基础”，輥輵訛 这点新兴权利概念已经做到。 “客观存在着人尚未认识
的某种事物， 或认识的事物又有新变化， 人要反应它们， 就要创造新概念。”輥輶訛 新兴权利也的确起到
反映新权利事实的功能。 新兴权利概念是有吸引力、 生命力的。 其一， 符合社会发展潮流： 新型权
利的确有存在。 新兴权利概念对这类 “新的权利” 研究的推动， 功绩明显。 其二， 相关学术共同体
基本形成， 具备较为充分的学术吸引力。 从范畴一般会被集中研究的特点上看， 新兴权利是接近具
备 “范畴的受关注度” 的。 但概念创立、 成长伊始， 还需要很多的开拓、 思考、 积累。

（三） “新兴权利” 概念可能的不足

1. 实质还是权利
“法律概念越抽象者居于法体系的上位阶， 而较为具体的概念则排在法体系的下位阶。”輥輷訛 新兴

权利是权利的一部分， 新兴权利概念就是权利概念的下位概念。 新兴权利是一个由 “新兴” 修辞
“权利” 的词组， 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 它只是权利的一个类别。 另外， “新兴权利” 概念可简单由
“新权利” “新的权利” 代替； 由于 “新兴权利” 还包括新兴权利 “‘新’ 的形式与实质标准” “‘兴’
的动因” “‘兴’ 的方式”輦輮訛 等内容， 笔者不敢妄自将二者等同。 新兴权利概念下的学术论文，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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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利研究、 法学问题研究、 部门法问题研究，輦輯訛 这个意义上的 “新兴权利” 概念， 也可能只是简
单的分类概念， 这也是新兴权利概念的局限之一。

2. 概念可更清晰明了、 直接
“法律概念的表述既要准确又要精炼……准确应是概念内涵和外延明确， 不致产生模糊边界。”輦輰訛

也就是说， 概念的确立是不容易的， 不产生模糊边界是较难的， 这也是从模糊概念到精确概念的过
程。 新兴权利概念需要更加明晰易懂， 至今似乎未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表述。 “由上可知， 我们所谓
的 ‘新兴’ 权利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概念……仅仅是用以描述我国社会现实
中所存在的某些具体权利诉求和权利主张现象的一个松散的概念”。輦輱訛 也就是初级概念的阶段。 目前
依旧是新兴权利概念与理论的萌芽时期， 需要更多的思考、 论证， 由时间、 学术界检验它是否是一
个革命性的 “准范畴概念”， 一个具备旺盛生命力、 内涵丰富的 “概念、 范畴”。

三、 新的新兴权利类型———以冤案受害者的人格尊严为例

新兴权利 “兴” 字的内涵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权利在社会已经逐渐兴起， 是一种权利需要的表
达： 问题已凸显， 但未被实在法确认； 另一种是比较新的权利， 且已经被实在法确认。 新兴权利还
有一种新内涵， 即还有一种新兴权利， 是权利的 “埋藏物”、 有待 “挖出” 的权利， 也就是说， 权
利一直存在着， 只是因为 “未被发现、 认定” 而不凸显、 “不存在”、 不被显性认可。 这是新兴权利
另一层涵义， 这类权利是其外延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还有一种简单的新兴权利内部的划分方法。
一种是之前未有， 只是随着科技、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出现的； 还有一种是一直存在但被 “埋藏
着”、 “未被普遍认定、 少为人们所见、 少被发现、 尚未被挖掘出来” 的新兴权利。 未被发现的原
因， 是因为人们的发现力、 关怀、 重视与否、 认识的阶段水平不够。 冤案中出现的受损的人格尊严
就是这样一种 “新兴” 权利， 急需被重视、 保护、 救济。 冤案中受害者的人格尊严， 是一直存在，
宪法也笼统规定 “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害”， 但国家赔偿没有明显重视、 凸显。 冤案被平反， 冤案
中的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可以说是 “既旧又新” 的权利， 可以纳入广义的 “新兴权利” 的范畴， 以凸
显它的重要性， 促进其被深化研究、 被保护。 另外， 冤案中人格尊严这个新兴权利的 “兴”， 可通
过立法进行创制、 设定； 通过立法进行确认与转化； 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解释进行确立、 保护。
陈清秀认为法学在立法准备工作上有三项任务， 其中一个是： “将待解决的事物， 当成法律问题清
楚呈现， 并指出其因此将产生的社会问题及其影响， 阐明立法的必要性。”輦輲訛 为了让冤案受害者在被
刑讯逼供或其他过程中受损的人格尊严得到救济， 有必要将冤案受害者受损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及其
不被保护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说清楚， 包括说清楚冤案受害者人格尊严保护的立法问题。

权利是个开放的范畴， 随社会发展可能不断增多、 扩张。 国家赔偿范围也就是国家赔偿保护的
对象是不断丰富的。 因此， 冤案受害者人格尊严应该也可以在国家赔偿的保护范围之内。 救济途径
包括精神赔偿金的增多， 以及精神性的赔偿方式的丰富， 如冤死者公墓制度、 冤案反思纪念馆、 冤

輦輯訛 如肖新喜、 朱嘉琣： 《论农民社会保障权双重属性及其制度价值》，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6期。
輦輰訛 李龙主编： 《良法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49页。
輦輱訛 姚建宗： 《新兴权利论纲》，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 年第 2 期。 值得一提的是， 在姚建宗教授等著的 《新兴权利研究》

中， 引用里没有了 “范畴” 二字， 表述为 “我们所谓的 ‘新兴权利’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意义上的概念……”。 参见前引
輦輯訛， 姚建宗等书， 第 7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陈清秀书， 第 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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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反思纪念日的相关纪念仪式。 未来国家赔偿的修改方向， 必然需要在赔偿方式、 赔偿范围上不断
进步。 这也是法律富有动态性的体现。 国家赔偿只有适合、 满足基本权利 （包括冤案受害者在蒙冤
过程或者被刑讯逼供等过程中受损的人格尊严等权利） 的需要， 才能更好地充当司法的最后一道防
线、 更好地预防或减少冤案的发生。 冤案死者死前因为刑讯逼供受损的人格尊严是一种未被重视的
“旧权利”， 也是未被重视与发现的 “新兴权利”。輦輳訛 冤死者因被刑讯逼供而受损人格尊严的弥补极为
重要， 民法保护的对象多是一般的人格权： 姓名权、 名誉权、 肖像权、 荣誉权， 受侵害则须 “停止
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无法涵盖刑事冤案的人格尊严侵犯。 人格尊严的弥补是
一个巨大、 明显的空白。 国家赔偿， 是人的尊严补救、 维护的实践场域。 现有的国家赔偿法明确集
中刑事赔偿范围， 对自由、 生命健康等进行了列举式规定， 但没有列举到人格尊严的保护， 这对于
冤案来说， 是一个明显的不足， 立法不够精细， 权利保护滞后。 我国 《宪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权利保障与救济性的法律， 同样有义
务充分尊重人格尊严、 保护公民人格尊严。 国家赔偿实践及其立法修改， 需要有更多的权利关怀、
人格尊严关怀。 国家赔偿与冤案防范的紧密关系也应该更充分被发现、 关注、 研究。 类似国家赔偿
构成要件、 归责原则的研究与规定， 具有一定的 “防御性”。輦輴訛 国家赔偿范围、 赔偿方式的丰富与扩
张， 更显实质法治的内涵、 主动赔偿的旨意。 正是冤案中人格尊严这种权利未被认同、 重视、 凸
显， 导致其未能受到重视与保护， 司法中刑讯逼供问题突出、 冤假错案不断， 有冤案中人格尊严保
护不彰的原因。 这样的 “新兴权利”、 未被发现的 “亦旧亦新” 的权利， 急需被重视， 并最终在国
家赔偿法中体现出来。

结语

新兴权利的概念是否能够成为法理学基本范畴， 正如 “人的尊严” 范畴輦輵訛 一样， 需要学者们的
共同关注， 也需要提倡者的努力与号召。 一个领域的兴起， 和倡导者的学力、 影响力以及学者的共
同关注有关， 还有就是一个领域的真理性、 真理含金量。 学者的倡议、 观点的影响力， 与观点论证的
详细程度、 真理性含量、 学者个人及其团体的学术水准及由包括前三者因素形成的影响力有关系。

冤案中的人格尊严， 是新兴权利的外延之一， 需要被认可、 重视， 并最终落实到实在法上。 新
兴权利是个新瓶， 装的是权利的酒， 这个权利可以是 “新” 的， 也可以是 “旧” 的。 也可以是既旧
又新的。 冤案受害者的人格尊严作为新兴权利的一种， 是国家赔偿法、 刑事诉讼法等 “部门法” 的

輦輳訛 冤案受害者在刑讯逼供或者冤案中受损的人格尊严是旧权利， 只不过一直被侵犯着但未被发现、 重视而已。 因而也有了新
的意味， 是 “新兴” 的权利。 这个权利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冤案受害者受损人格尊严的弥补是司法救济的重要
环节， 是司法公正、 司法文明、 权利保护的重要环节。 同时， 能够推进冤案防范、 预防冤案的发生、 保护人权。 另外， 该
“新兴权利” 是人格尊严研究的重要实践场域， 可以作为人格尊严研究的关键靶子。 具有重大的理论、 实践价值。 新兴权利
有两种简单的类别， 一种是之前未有而随着科技、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出现的； 也可能如文中讲到的权利一样： 是一直存
在着、 “埋藏着”， 但少为人们所见、 被人们发现、 挖掘出来保护， 这样意义上的新兴或新兴权利。 至于未被发现的原因，
取决于人们的发现力、 关怀、 重视、 认识的阶段情况。 近年来冤案逐渐被重视， 平反的冤案越来越多。 人格尊严同样被越
来越重视。 冤案过程中出现的人格尊严的损害早就非常严重， 并急需被重视、 保护、 救济。

輦輴訛 《国家赔偿法》 的防御性还是很明显的。 如 《国家赔偿法》 第三章刑事赔偿第一节赔偿范围的规定，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规定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并未规定兜底条款， 而第十九条规定国家不承担责任的情况除了明确列举， 还有一个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作为兜底。

輦輵訛 学者提出人的尊严应该成为法学的基本范畴， 建议 “确认人的尊严为基本的法律范畴”。 参见前引輥輱訛， 胡玉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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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essence�of�category�thinking�is�abstraction,�generalization�and�classification.�The�
introduction�of�category�in�the�field�of�law�may�have�the “disadvantage” of�being�too�subdivid-
ed.�The�importance�of�concepts�to�law�determines�that�the�emergence�and�dissemination�of�new�
concepts�need�to�be�examined,�such�as�the�scientific�nature�and�rigor�of�the�concept�of “emerging�
rights”,�which�has�exerted�some�influence�in�academic�circles.�To�analyze�the�concept�of “emerg-
ing�rights”,�it�is�necessary�to�trace�the�origin�of�the�research,�the�genesis�of�concepts�and�the�prin-
ciples�of�concepts,�naturally�to�the�theory�of�concepts�and�categories,�and�to�make�a�neutral�evalu-
ation�and�analysis�of� the�category�and�its� legal� introduction.� In� the�field�of� law,� the�connotation�
and�definition�of�category�have�not�formed�a�fully�mature�theory.�The�study�of “emerging�rights”
has�formed�a�certain�upsurge�in�recent�years,�which�is�the�imitation�and�continuation�of�category�
thinking�and�is�worthy�of�calm�reflection.�Emerging�right�is�a�subset�of�rights,�which�lies�between�
category�and “general�concept”.�The�theory�of�emerging�rights�includes�concept�innovation�and�
rights�methodology�innovation,�which�is�of�positive�significance,�but�the “concept” has�its�limi-
tations,�and�its�connotation�and�denotation�need�to�be�refined�and�clarified.�In�addition,�there�is�a�
new�type�of�rights�called “buried�rights”： rights�that�originally�exist�but�have�not�been�discovered�
and�valued.�The�personal�dignity�of�victims�of�unjust�crimes�is�such�a “new�right”,�which�needs�
to�be�valued�and�recognized.

Key Words: Concept； Category； Emerging�Rights； Limitation； Innovation

具体权利问题， 也是新兴权利的分类的创新与补充。 我们对权利的认识有个过程， 对于已存在却未
被重视的 “埋藏式权利”， 希望本文是冤案中人格尊严权利的发轫。 这也是人格尊严 （人的尊严）
研究的实践场域。 人的尊严是法学基本范畴， 甚至是人文社科的基本范畴。 不论是行政、 立法、 司
法等环节及其细节处， 一旦处处贯彻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理念， 法治则会上升许多个档次、 更加健
全。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 是关于人的行为、 人的权利、 人的尊严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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