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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江必新 戢太雷 *

内容提要：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重要理论涵
盖了法治社会建设的理据论、 价值论、 本体论、 推进方略论和保障论等内容。 习近平法治
社会建设理论具有诚挚的人民情怀、 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和谐有序的内在特质， 为推进
社会治理法治化、 科学化、 专业化、 智能化， 建成法治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社会 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２.001

*江必新，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戢太雷， 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党政合设、 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基本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18ZDA14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张文显： 《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89年第 2期。
譺訛 姜明安： 《论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载 《法学杂志》 2013年第 6期。

引言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 论证深刻、 逻辑严密的宏大体系， 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法治社
会建设理论。 习近平同志在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时， 深刻阐释了法治社会建设的工作布
局、 体制机制、 重点任务和保障等重要问题， 系统地回答了 “为什么要建设法治社会、 建设什么样
的法治社会以及如何建设法治社会” 等重要命题。 习近平同志的相关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
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 以往， 我们的法治国家建设一直以法治政府为重心， 法治社会基础培育
则相对比较薄弱。 因此， 系统研究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发展演进脉络、 基本价值、 核心
要义、 推进方略、 实施保障等重要内容， 必将有助于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 有助于达成建成法
治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演进脉络

在中国， “法治社会” 一词虽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广泛提及，譹訛 但是对法治社会的内涵、
外延， 一直存有争议。譺訛 法治社会通常是指法律在整个社会被普遍公认和遵守的社会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发展提升到了越来越重要
的位置， 持续推进社会建设。 2004 年 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首次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2006 年， 十六届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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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 《福建日报》 2001年 4月 10日第 A1版。
譼訛 习近平： 《之江新语》，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04页。
譽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6页。
譾訛 2013年 2月 23日，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 提出 “要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2014年 10月 23日，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 提出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必须统筹兼顾、 把握重点、 整体谋划， 在共同推进上着力，
在一体建设上用劲”。

譿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539页。

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总要求是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7 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并明确了 “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的具体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领导依法治县、 依法治市、 依法治省、 依法治国的丰富实践中， 不断升华了对县
域、 市域、 省域、 国域治理的感悟和认识， 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 在福建工作期间， 他就创
新提出了 “法治社会” 理念。譻訛 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
会”譼訛 这一重要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 新观点。

2012 年 12 月 4 日， 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 提出 “坚
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譽訛 这
是习近平同志首次正式提出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此后， 习近平同志又多
次强调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譾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正式将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
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确定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推进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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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治社会建设做了重要部署。 十八届五
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 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党的十九大提
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基本建成法治社会， 这充分表明， 中
国共产党对法治社会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同志精辟地分析了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
治社会的重要关联，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 相辅相成， 法治国家是法治
建设的目标， 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譿訛 在这次重要会
议上， 习近平同志将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七项重点工作之一， 提出了加快社
会治理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依法治网等要求， 并部署了抓紧
制定法治社会建设纲要等工作。 2019 年 1 月，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还提出了 “社会
治理为了人民” “打造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等重要论断。 2020 年 2 月， 在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习近平同志对法治社会建设再次提出了要求， 对全民普法、 增
强全民法治观念等工作再次作出了部署。 2020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 （以下简称 《实施纲要》）， 要求建设一个信仰法治、 公平正义、 保障权利、 守法诚
信、 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总之， 习近平同志历来高度重视法治社会建设， 在每一个重要时期、 每一次重要会议上都对法
治社会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和精心安排。 习近平同志对法治社会的认识和思考是不断深入、 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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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习近平：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 载 《人民日报》 2017 年 5 月 4 日
第 1版。

讁訛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539页。
輥輮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82页。
輥輯訛 参见江必新：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七大矛盾》， 载 《人民政协报》 2014年 12月 24日。
輥輰訛 江必新、 王红霞：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第 1期。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03-104页。

的， 既契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 又不断与时俱进， 赋予法治社会建设以全新的内涵。

二、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的理据论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的理据论科学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法治社会的问题。
（一） 直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

产生的时代条件
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讀訛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 “当前，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荡。”讁訛 我国正处于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各种风险相
互传导， 各种矛盾不断混合、 重叠和放大。 习近平同志提出： “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 既包括国内
的经济、 政治、 意识形态、 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 也包括国际经济、 政治、 军事风险等
等”。輥輮訛 掌握社会发展和治理规律，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建设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是为了应对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信息现代化，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防范处置各种重大风险， 使中华
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迫切要求。

（二） 解决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是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 重要战略发展期和改革攻坚期叠加的历史阶段， 利益分化明显，
人民群众诉求日趋复杂， 社会矛盾多发频发， 社会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弱项。 土地征用、 房屋拆迁、
劳资纠纷、 治安管理、 环境污染、 医患纠纷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特别是出现矛盾
纠纷后， 部分群众不愿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越级上访、 聚众上访甚至缠访闹访现象时有发生， 成为
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难题。輥輯訛 因此， 建设法治社会， 让法治成为转型中国 “社会团结” 的重要
机制， 成为弥合社会碎片化与重塑信任的核心抓手， 能够担当迈向和谐社会的路径保障之责任。輥輰訛

坚持从问题出发，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一直是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习近平法治
社会建设理论始终和我国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同频共振， 为满足人民新时代需求提供了 “良方”。 习
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把党和国家工作
纳入法治化轨道，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
为， 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輥輱訛 他
强调用法治手段、 法治之力来解决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迫切问题。

（三）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是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产生的内在要求

建设法治社会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应以人民利益为
坐标， 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 建设法治社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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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王利明： 《法治具有目的性》，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6期。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47页。
輥輴訛 习近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载 《求是》 2012年第 1期。
輥輵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48页。
輥輶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49页。
輥輷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载 《人民日报》 2013年 11月 16日第 1版。
輦輮訛 江必新、 李沫： 《论社会治理创新》，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 2期。
輦輯訛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载 《求是》 2015年第 1期。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幸福的生活包括人们的衣食保障和安
定、 有序、 公正的社会秩序。”輥輲訛 因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 “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 ……让群众的
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 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力度， 让天
更蓝、 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 食品更安全、 交通更顺畅、 社会更和谐有序。”輥輳訛

第二， 建设法治社会是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然选择。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 法治
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法治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激发社会活力， 维护社会和谐有序。 所
以，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们要继续加强社会建设， 切实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輥輴訛

和谐社会还应该是平安的社会。 习近平同志指出：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輥輵訛 要
“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輥輶訛

三、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的价值论

习近平同志从法治社会的根本价值、 核心价值、 重要价值三方面阐明了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
取向。

（一） 根本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

法治社会的底色是 “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的鲜明特点正是人民性， 即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因此， 不管是 《实施纲要》， 抑或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关于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 还是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
见》， 都无一例外地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作为基本原则。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 要在各个方面体
现 “以人民为中心” 的要求： 一是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 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 2014 年 3 月， 习
近平同志在全国 “两会” 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深刻地指明：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关键在
体制创新， 核心是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指出， “创新社会治理， 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
设， 维护国家安全，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輥輷訛二是坚持社会治理依靠人民， 发挥人民
的智慧。 社会活力的源泉在于人民。輦輮訛 法治社会建设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 健全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调动人民参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 能动性、 创造性， 法治社会方能蓬勃发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 “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
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使尊法、 信法、 守法、 用法、 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
追求”。輦輯訛 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 切实维护人民权益。 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人民权益的最
佳路径。 首先， 要依法维护人民群众正当合法的诉求。 习近平同志强调： “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
益诉求解决好， 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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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48页。
輦輱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29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59页。
輦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2页。
輦輴訛 黄文艺、 李奕：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年第 2期。
輦輵訛 习近平：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2页。

位， 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 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輦輰訛 其次， 要加大对人权的救济力
度。 “有权利必有救济” 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要切实有效保护人身权、 人格权、 财产权， 促进公
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全面发展。 《实施纲要》 还特别突出了在行政执法和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

（二） 核心价值： 公平正义

法治内含公平正义之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既追求形式正义， 又追求实质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
始终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 也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一个基本价值。

第一， 将公平正义作为崇高价值追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 必须紧紧围绕保障
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 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 保护人民权益、 伸张正义。”輦輱訛 习近平同志将公正司法作为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点， 将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
民权利” 凝练总结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第二， 完善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加大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
关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司法力度。 他在 2019 年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
案件办理、 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輦輲訛 在司法领域， 习总书记强调： “公正司法是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谓公正司法， 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 违
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輦輳訛

（三） 重要价值： 和谐有序

和谐是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大决策和总体部署， 强调基层基础工作是构建
和谐社会之基， 并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法治社会应当是和谐的社会， 社会和谐是社会主
义社会的基本属性， 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状态。輦輴訛 习近平同志对社会和谐有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
一是指出了社会和谐的重点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没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就没有整个社会的
和谐。 二是提出了社会和谐的表现形式。 在法治社会中， 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不断减少并能得到及
时化解， 社会趋向和谐， 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和美， 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法治社会中， 所有社会矛盾
断之于法。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輦輵訛“依法、 找法、 用法、 靠法” 这是法治社会
的应有表现形式。 三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基层基础。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就指出， 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在基层。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方能夯实社会和谐的基础。

四、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的本体论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的本体论系统、 深刻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社会的重大命题， 其关于
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观点、 论断等体现在历次重要会议、 《实施纲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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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陈柏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理论研究》， 载 《法学》 2021年第 4期。
輦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9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江必新、 王红霞文。
輧輯訛 张文显： 《一体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 载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年第 8期。
輧輰訛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载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4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3-24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习近平文。

（一） 法治社会建设之前提： 健全社会制度规范

健全社会领域的制度规范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 完备的社会规范体系是法治社会的重要
支撑， 只有制度健全、 规范完善才能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制度基础。

第一， 完善社会领域立法。 社会领域的法律规范， 解决的是 “社会生活有法可依” “社会主体
可以依法治理社会事务” 等问题， 其重点是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规范多元主体， 做到有效
治理社会事务。輦輶訛 习近平同志重点强调要加快完善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体系和包括市民公
约、 乡规民约、 行业规章、 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 习近平同志提出， 立法要与时俱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 保护生态环境， 都会对立法提出新的要求”。輦輷訛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和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的领域立法， 《实施纲要》 也突出了要完善教育、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 食
品药品、 安全生产、 道路交通、 扶贫、 慈善、 社会救助等领域重点民生领域的立法。

第二， 促进社会规范建设。 社会规范一般包括了居民公约、 村规民约、 行业规章、 社会组织章
程等。 法治社会之法， 是回应性的国家法和与之融贯的自治规则等构成的多元规则体系。輧輮訛 建设法
治社会， 必须结合不同社会关系的特点， 制定不同的规则。 社会规范在法治社会中作用不可或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发挥各种社会规范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毋庸讳言， 社会规
范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的缺位、 混乱无序等问题。 为此， 《实施纲要》 也加强了对
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约束。

第三，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基层社会德治建设的核心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和实践。輧輯訛 习近平同志强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寄托着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 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 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輧輰訛

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 良好风尚的维护者， 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二） 法治社会建设之基础： 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基所在。 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发展了全民守法， 具体包括： 一是
深化了全民守法之内涵。 “全民守法， 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任
何公民、 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 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 履
行义务或职责。”輧輱訛 全民守法， 无法外之人， 无法外之地。 二是明确了全民守法之地位。 习近平同志
指出， 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 是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輧輲訛 全民守法的实现，
非一日之功，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全民守法：

第一，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一是强调普法的基础性地位。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 “法治的
根基在人民。 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完善公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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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76页。
輧輴訛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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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11月 18日第 1版。
輧輵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15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15页。
輧輷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199 页。
輨輮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721页。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 第 722页。
輨輰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34页。

律服务体系， 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輧輳訛二是强调普法效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 “普法工作要在针对
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 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 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輧輴訛

《实施纲要》 特别强调了要落实普法责任制， “谁普法谁负责”， 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 引导报社、
电台、 电视台、 网站、 融媒体中心等媒体自觉履行普法责任等。 这些都是对其普法要求的具体落实。

第二， 维护宪法权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 习
近平同志在维护宪法权威上， 提出了很多要求： 一是加强宪法宣传， 弘扬宪法精神。 他深刻地指
出： “要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
法意识和法制观念，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让宪法家喻户晓， 在全
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
威。”輧輵訛 此外， 习近平同志还强调要对党员干部重点进行宪法教育。 二是加强宪法实施。 宪法的生命
和权威在于实施。 习近平同志强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
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都必须予以追究。”輧輶訛

第三，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首要步骤。 亚里士
多德对于法治的解释包含有两重含义，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律要得普遍的遵守。輧輷訛 法律要得到
公民的服从和执行有赖于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提升。 我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 人治
观念根深蒂固。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 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 上下级、 亲戚
朋友、 老战友、 老同事、 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 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 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
权力领域， 就会带来问题， 甚至带来严重问题。”輨輮訛 所以，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
坚定法治信仰， “引导群众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 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
的现象。 当然， 这需要一个过程， 关键是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 法不阿贵， 只要是
合理合法的诉求， 就能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輨輯訛

（三） 法治社会建设之关键： 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只有全面提升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社会建设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基本理念， 把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 十八届四中全
会、 十九大报告、 十九届五中全会都提出 “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的要求。 习近平同志创新提
出社会治理法治化， 并对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提出了许多要求， 比如 “要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法治
化， 依法防范风险、 化解矛盾、 维护权益， 营造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輨輰訛 习近平同志关
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论述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包含治理理念、 治理制度、 治理体制、 治理机制、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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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张文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 制度和实践创新》， 载 《法商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125-126页。
輨輳訛 习近平：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载 《人民日报》 2016年 4月 27日第 9 版。
輨輴訛 参见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24页。
輨輵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9页。
輨輶訛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9页。
輨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82页。

理技术等。輨輱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 “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紧密联系、 缺一不可。

第二，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习近平同志指出：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 管得太死， 一潭死水不
行； 管得太松， 波涛汹涌也不行。 要讲究辩证法， 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 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
势， 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輨輲訛“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 依法治理、 源头治理”， 这是处理活力和秩序的十六字方针。 十六字方针中， 重点是依
法治理。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 依法化解矛盾，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极为重要。 要坚
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依靠法治解决各种
社会矛盾和问题。”輨輳訛

第三， 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突出特征就是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 矛
盾纠纷依法解决。

一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2013 年 10 月， 习近平同志就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作
出重要指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 ‘枫桥经验’ 的重大意义， 发扬优良作风， 适应时代要
求， 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把
‘枫桥经验’ 坚持好、 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贯彻好”。 习近平同志多次进行提炼， 总结
形成特色鲜明的基层治理的新时代 “枫桥经验”。輨輴訛 弘扬新时代 “枫桥经验” 是建设法治社会、 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二是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 “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 化解社会矛盾中
的权威地位， 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 依法维护权益， 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輨輵訛 在完善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中， 要特别注意优化信访制度， 畅通信访渠道， 实现依法
信访。

三是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首先， 要将矛盾纠纷尽量化解在基层。 基础不牢， 地动
山摇。 习近平同志指出： “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 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 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輨輶訛 其次， 统筹各方力量， 形成矛盾化解的合力。 民间性纠纷
解决，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完善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
系。 行政机关在防范化解民事纠纷、 行政纠纷上要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行政调解、 行政复议和行政
裁决工作， 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纠纷中的 “分流阀” 作用。

第四， 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 都需要依法治理。 习近平网络空
间治理理论主要观点是： 一是阐明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 他深刻地指出：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
地， ……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輨輷訛 二是指出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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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輮訛 徐汉明、 张新平： 《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模式》，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第 2期。
輩輯訛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03页。
輩輰訛 江必新、 黄明慧： 《习近平法治思想基本特征刍议》， 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輩輱訛 习近平：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载 《求是》 2019年第 4期。
輩輲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52页。
輩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44页。
輩輴訛 张文显： 《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7年第 4期。

理网络空间的具体路径。 其一， 强化网络立法规划， 完善网络立法。 网络法律制度是以 《宪法》 关
于互联网治理原则规定为基础， 以网络空间治理专门法律制度规范为主干， 以与网络空间治理相关
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相协调相配套的管网、 办网、 用网、 护网的法律
制度体系。輩輮訛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 重点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依法治理互联网。 其二， 强化依法管网、 办网、 上网。 惩治网络违法
犯罪行为， 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三是强调保障公民依法安全用网。 习近平同志深刻
地指出：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需要政府、 企
业、 社会组织、 广大网民共同参与，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輩輯訛

五、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的推进方略论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指明了实现法治社会的根本方略、 基本方略和重要方略。

（一） 根本方略：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三位一体建设”

习近平同志以系统的观念和系统方法， 高屋建瓴地谋划法治中国建设， 创新提出 “坚持依法治
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推进”， 强调要在共同推
进上着力， 在一体建设上用劲。輩輰訛

第一， 深刻阐明了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联。 习近平同志指出： “法治国家、 法
治政府、 法治社会各有侧重、 相辅相成， 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 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
主体，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輩輱訛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各有侧重、 密切关联、
相辅相成。 具体而言， 三者关系如下：

一是法治政府居于主体工程地位。 习近平同志强调： “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 对法治国家、
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輩輲訛 所以， 习近平同志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
强调要率先突破。

二是法治国家是法治社会的引领和保障。 2015 年， 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
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 “不全面依法治国， 国家生活和社
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进行， 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輩輳訛

三是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重要基础。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是互为依存、 相辅
相成的， 法治国家引领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为法治国家构筑坚实的社会基础。輩輴訛 法治社会在法治国
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 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
国家、 法治政府建设具有一体性。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
础， 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将成为无根之树。

第二， 指出了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要一体推进。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
者同属于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侧重不同， 但本质相同， 密切相连， 不可或缺。 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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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輵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22-223页。
輩輶訛 江必新：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载 《法学杂志》 2020年第 5期。
輩輷訛 徐汉明：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载 《法学杂志》 2017年第 10期。
輪輮訛 参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1991年 2月 19日）。
輪輯訛 参见江必新： 《推进社会依法治理， 建设现代法治社会》， 载 《社会治理》 2015年第 1期。
輪輰訛 参见陈一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1月 22日第 9版。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
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 党的十九大将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明确为国家
法治发展的中期战略，輩輵訛 并对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在一体建设的关系基础上又增加了相
互促进， 突出了三者间的相互联动性和动态实施性。 三者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阶段发展目标， 是有
机联系的整体， 必须同步推进、 一体建设。 三者一体建设， 也可以避免畸轻畸重、 顾此失彼的现象。輩輶訛

（二） 基本方略： 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 “四个治理统筹推进”

系统治理在 “四个治理” 中居于全局性地位。 系统治理的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 党委领导、 政
府主导、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协同治理， 实现政府治理、 社会治理、 居民治理的良性、 和谐发
展。 系统治理 “将社会治理置于预期的治理系统之中， 并使其逐步呈现出良好的社会局面”。輩輷訛 依法
治理是 “四个治理” 的核心。 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和根本要求， 是实现对社会的依法治理与社会依
法自治的有机统一。 综合治理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 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 各部门协调一致， 齐抓共管，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运用政治的、 经济的、 行政的、 法律的、 文
化的、 教育的等多种手段， 整治社会治安， 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 保障社会稳定， 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輪輮訛 建设 “平安中国” 是习近平同志对
社会治理的又一重要定位。 习近平同志在 2013 年 1 月 8 日、 2015 年 9 月 24 日对 “平安中国” 建设
作出的批示中， 多次强调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是 “四个治理” 的基础， 也是党领导
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的总结。 “枫桥经验” 的实质就在于坚持群众路线， 抓源头， 抓苗头， 防范于未
然，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四种治理方式各有侧重， 但是不可或缺。 法治社会
建设需要四者并进、 形成合力， 才能奏响法治社会的和谐之音。 具体而言， 就是以法治理念和法治
思维为指引， 积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与氛围， 坚持采用以法治方式为基础的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等多种治理形式， 努力提高依法治理的能力， 建设现代化法治社会。輪輯訛

（三） 重要方略： 政治引领、 法治保障、 德治辅佐、 自治筑基、 智治支撑 “五治共同发力”

法治社会建设， 需要综合运用政治、 法治、 德治、 自治、 智治等多种方式， 实现 “多元共治”。
第一， 发挥政治的引领作用。 坚持政治引领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中国道路的特色标

志， 是我们党领导社会治理工作的宝贵经验， 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輪輰訛 政治对法治社会建
设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方向引领。 科学的政治理论引领社会治理的方向， 夯实社
会治理的基层基础， 确保社会治理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二是方法引领。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
明确了社会治理的格局、 推进战略、 重点任务，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方向。 三
是工作引领。 通过党委带头守法， 引领全社会守法； 通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建设和谐社会、
平安中国； 通过调动各方投入社会治理， 打造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的共同体。

第二， 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法治对社会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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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輱訛 习近平：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载 《求是》 2020年第 22期。
輪輲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第 184页。
輪輳訛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297页。
輪輴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65页。
輪輵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65页。
輪輶訛 参见前引輨輴訛， 习近平书， 第 260页。
輪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66页。
輫輮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习近平文。
輫輯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66页。
輫輰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载 《人民日报》 2016年 12月 11日第 1版。
輫輱訛 参见前引輪輰訛， 陈一新文。

一是法治对社会的保障作用。 法治具有连续性、 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
着固根本、 稳预期、 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要发挥法治的引领、 规范、 保障作用。”輪輱訛 法治作为 “规则之治”， 突
出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权威性， 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法治作为 “良法
之治”， 强调以良法促进社会发展、 增强社会活力、 实现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

二是法治对人民的保障作用。 法治追根溯源是符合最广大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治国理政方式，
“法律应当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也就是说， 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
创立。”輪輲訛 社会主义法治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比如， 我国宪法就是人民享有广泛权利的法
律保障。 因而， 宪法的实施目的必然包含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内容。

第三， 发挥道德的辅佐作用。 道德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具有
支撑秩序、 治心化性的功能优势。輪輳訛 道德和法律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都具有 “规范社
会行为、 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輪輴訛 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 道德
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輪輵訛 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特色就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习近平同志深
刻地指出： “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 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 推动礼仪之邦、 优秀传统文化
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輪輶訛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 要将道德和法治有机融合， 充分发挥道德润物无
声的教化作用， 从而夯实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一是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道德起教化作用， 能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
良好人文环境。”輪輷訛 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 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 “再多再好的法律， 必
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 ‘不知耻者， 无所不为。’ 没有道德滋养， 法治文化
就缺乏源头活水， 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輫輮訛

二是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 只有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 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 习近
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他指出： “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 较为成熟、
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 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輫輯訛

三是依法惩处失德失范的违法行为。 规范失德行为， 加大对败德违法者的惩戒是德法共治的重
要方面。 习近平同志强调： “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 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又要
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 使人不敢失信、 不能失信。 对见利忘义、 制假售假的
违法行为， 要加大执法力度， 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 付出代价。”輫輰訛

第四， 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 自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輫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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輫輲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191页。
輫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48页。
輫輴訛 付鉴宇： 《论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支撑功能及其实现》， 载 《广西社会科学》 2021年第 6期。
輫輵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12月 19日第 1版。
輫輶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41-142页。
輫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33页。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基层自治， 强调社会、 公民的自治对法治的补充作用。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
点， 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所在。 习近平同志指出：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輫輲訛 基层群众自治具有广泛性、 直接性、 有效性， 是伴随着新中国发展
而形成的民主实践。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第四节对健全基层群
众制度作出专门规定。 自治和法治相结合， 更能发挥基层的桥头堡功能， 彰显基层强基的作用。

第五， 有效发挥智治的支撑作用。 “智治” 即智慧治理。 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
科技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社会和我们的生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 “科技支撑” 的
重要命题，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了信息化建设。 他指出： “要加快推进立体化、 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輫輳訛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社会治理四化 （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 为新
时代社会治理明确了方向， 也指明了智治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智治是体现新科技革命的标志， 是建立在信息化智能化基础之上的治理方式， 对社会治理起着
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是智治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治理方式和方法。 互联网信息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科技
已经使我们所处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
式。 通过信息化科技可以优化治理手段， 拓展普法渠道、 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建立科学的治理
评估体系， 助力法治社会建设。

二是智治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率。 从宏观角度看， 科技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支撑功能主要
包括信息支撑、 心理支撑和方法支撑三个方面。輫輴訛 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 让信息传递更加快捷， 人
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降低， 社会治理的技术参数和智能含量大幅提升。 这些都为社会治理体系架
构、 运行机制、 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奠定了基础。

六、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的保障论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法治社会建设的保障。 其相关论述主要如下。

（一） 强调加强党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领导， 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 也是建设法治社会
最根本的保证。 实践已经多次证明， “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
靠， 在重大历史关头， 重大考验面前， 党中央的判断力、 决策力、 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輫輵訛 在法
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 更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领导。

党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领导， 主要体现在：
第一， 明确了第一责任。 习近平同志强调： “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 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保证。”輫輶訛 他提出要 “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的约束机制”。輫輷訛 习近平同志还明确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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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肩负起促一方发展、 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可见， 习近平同
志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社会建设的职责， 既有长远部署， 又明确了具体要求。

第二， 提出了考核评价标准。 早在浙江调研期间， 习近平同志就深刻指出： “社会建设要以共
建共享为基本原则， 在体制机制、 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 坚持群众想什
么、 我们就干什么”。輬輮訛“群众想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基本的评价标准， 那
就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急最盼最忧的事情为标尺。 《实施纲要》 提出的 “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法
治社会建设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正是对这一评价标准的具体落实。

（二） 强调突出重点， 形成合力

习近平同志在部署法治社会建设中， 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坚持抓住主要矛盾。
第一， 要抓住政府这个关键。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 政府

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能否尊法、 守法直接关系到法治社会的成败。
政府带头守法， 在很大程度上能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树立典范， 发挥引领作用。

第二， 要夯实全民守法这个基础。 法治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要求， 不仅要求政府守法， 也要
求全民守法。 法治中国建设， 落脚点在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新的十
六字方针， 即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其中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
础。 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每个公民责无旁贷。 所以， 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
“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 厉行法治， 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
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輬輯訛 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使尊法、 信法、
守法、 用法、 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輬輰訛

第三， 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法治社会应当是共融共治社会。 在当下中国， “寓国家于社会
中”， 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共治尤为重要。 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法治社会的鲜明特点。 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群体组织、 企事业单位、 人
民团体、 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 要充分采取多种形式调动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
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充分发挥公民、 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等的协同作用， 汇聚起建设
法治社会的强大合力。

（三） 强调抓住关键少数

“关键少数” 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守法在全民守法中具有重要的引领、 示范作用。
第一， 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是全民守法的关键。 一是领导干部是 “关键人”。 习近平同志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 道路、 进度。 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 主要是通过
各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体现、 来实现。 高级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是实现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輬輱訛 二是领导干部是 “第一责任人”。 党政主要负责人有推

輬輮訛 《习近平在浙江调研时强调：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 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载 《人民日报》 2015年 5月 28日第 1版。
輬輯訛 参见前引輪輱訛， 习近平文。
輬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习近平文。
輬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35页。

13·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2期

輬輲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142页。
輬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习近平书， 第 25页。

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要统筹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面守法”，輬輲訛 具体
落实全面守法等工作。

第二， 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促进全民守法。 我们有民 “以吏为师” 的传统， 领导干部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 人民群众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并且会加以效仿。 习近平同志指出： “各级领导
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 带头遵守法律， ……如果领导干部都不遵守法律， 怎么叫群众遵守法律？ 上
行下效嘛！”輬輳訛 所以， 领导干部作为 “关键少数”， 带头自觉守法是实现全民守法， 建设法治中国的关
键所在。 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现实来看， 某些社会成员不遵守法律、 不信任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与
公权力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严格守法、 不严格遵循法律是密切相关的。

结语

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精准练达的辩证思维、 统筹推进的系统思
维、 守正创新的理论思维， 体现出诚挚的人民情怀、 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和谐有序的内在特点。
这一理论承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与社会理论， 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有关社会建设的理念、 观点， 提炼了党在社会治理实践领域的经验。 习近
平法治建设理论是在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从统筹推进 “五位
一体” 总体布局高度， 科学系统回答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 其主要观点、 论述
已经部分在 《实施纲要》 等得以体现。 这也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强大的理论指导力
和磅礴的实践生命力。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Xi�Jinping’s�theory�of�building�a�society�under�the�rule�of�law�is�an�important�part�of�Xi�
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law.�This�important�theory�covers�the�theory�of�rationale,�axiology,�
ontology,�promotion�strategy� theory�and�guarantee� theory�of�building�a�society� ruled�by� law.�Xi�
Jinping’s�theory�of�building�a�society�under�the�rule�of�law�has�the�sincere�feelings�of�the�people,�
the�value�pursuit�of�fairness�and�justice,�and�the�inherent�characteristics�of�harmony�and�order.�It�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follow-up� and� action� guide� for�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and� intelligent� soci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Social�
Governance;�Grassroots�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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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钟南山 曾益康 陈伟伟 *

内容提要： 无论是现阶段的疫情防控， 抑或更为广泛层面的公共卫生治理， 均需坚持法治
原则。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科学、 有序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处理好
“常态” 与 “非常态” 的有序治理， 是我国当下战胜疫情的不二选择。 从长远看， 我国需
要进一步构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 通过完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提效公共卫生执法体系、
稳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来进一步巩固公共卫生安全， 供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并强化
国家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主导力量， 发挥各公共卫生治理机构的职能， 发展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 形成治理合力， 有效促进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 依法防控 公共卫生治理 法治保障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2.002

* 钟南山，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益康， 广州医科大学
卫生法治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 陈伟伟，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法治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譹訛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3月 1日第 1版。

新冠病毒几经变异， 德尔塔的余波尚未平息， 奥密克戎又引发新一轮疫情， 不断对当下全球抗
疫提出新的挑战。 目前， 国际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多国开始收紧入境和防疫政策， 日本、 以色
列等国家更是直接宣布停止外国人入境。 面对奥密克戎的汹汹来袭， 我国疫情防控依旧丝毫不能放
松。 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 要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要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 依法治理能力”， 并要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① 因此，
进一步架起公共卫生与法治之间的桥梁， 以国家法治力量来保障公共卫生治理， 构筑公共卫生法治
防线， 既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内在要求， 亦是当下我国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疫情形势的最佳
选择。

一、 疫情防控需要坚持法治原则

法治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 在无数古今中外先贤的论断中， 法治被
视为社会发展、 国家治理的最佳方式。 而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因为涉及公众安全， 对其防
治更需要遵循法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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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坚持依法防控， 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依法防控， 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依法抗疫的基础与保障。 首先，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抗疫是 “生命至上” 的抗疫。 疫情防控中 “最紧要的就是生命、 最高的人权就是
人的生命， 健康的生命。 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理念不同， 对待 COVID-19 的指导思想是 ‘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我们不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的长者死亡”，② 而要在疫情中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 最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以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来维护人民群
众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健康权。 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发生， 短时间内确诊人数激增，
抗疫物资短缺， 医疗系统难负重荷。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迅速行动， 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统揽全局、 亲自部署， 全国集中资源和力量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各地区和军队的大批
医务人员火速到达， “火神山” “雷神山” 医院拔地而起， 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控制蔓延势头， 用两
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在个位数以内， 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
卫战的胜利。③ 这一切， 无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度的领导力和调配力， 彰显着“集中力量办大
事” 的制度优势。 一如习总书记所说：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
有的显著优势， 是抵御风险挑战、 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
组织动员能力、 统筹协调能力、 贯彻执行能力， 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 办难事、 办急事的
独特优势， 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④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
对公民基本权利———生命健康权利的维护。

其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抗疫是 “人民至上” 的抗疫， 即以人民至上为原则， 确立人民
的主体地位。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 “人民至上” 的执政理念， 体
现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与挚爱之情。 人民至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达， 都是对人民主
体地位的尊重、 维系与保障。 以人民福祉为宗旨， 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以人民为中心， 就要通过
法治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以人民关切为导向， 回应人
民的利益期待。 党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出发点， 在于 “为人民服务”， 在法治中即表现为“要把体
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 维护人民权益、 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⑤

疫情之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 “人民生命健康” 作为根本出发点， 不惜一切为社会按
下暂停键。 在指挥疫情防控上， 习总书记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全力
以赴救治患者，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 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⑥ 对于治疗新冠肺炎产生的费用更是全
部由国家承担， 减少人民的负担， 尽最大努力提高救治率， 降低死亡率。 以上种种， 均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人民性； 也正是党的人民性， 决定了党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正当性与正确性。 一如习总
书记所言， “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 维护好、

譺訛 钟南山： 《谈香港疫情： 加强团结协作， 争取动态清零》， 载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a/shipin/cns/2022/02-
22/news917544.shtml， 2022年 2月 22日访问。

譻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载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07/content_5517737.htm， 2021 年 12 月
7日访问。

譼訛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9月 8日第 2版。
譽訛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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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11月 18日第 1版。
譾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载 《人民日报》 2020 年 1 月 26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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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⑦

最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抗疫是 “举国同心、 命运与共” 的全民抗疫， 是具有 “民族凝
聚力” 的依法抗疫。 “正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强正确领导下， 全体人民还有无数的家庭的牺牲和
付出， 才换回来我们来之不易的抗疫之胜。”⑧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在理想、 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
的基础上， 其成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和力、 向心力和聚合力。 传染病防治不仅要依靠党， 依靠科
学， 更要依靠群众。 而党 “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 决定了人民愿意听党话， 跟党走， 以超强的
民族凝聚力拥护党的决定， 践行党的指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全国人民上下一心， 听从党和
国家的号召， 度过了历史上第一个 “无人春节”， 每个人也在自己的岗位上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营
造出全社会守法光荣， 一致防疫的良好氛围， 从而为战胜疫情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二） 坚持依法防控， 需处理好科学与法治之关系

传染病治理本身具有特殊性， 尤其在如非典、 新冠肺炎等新发传染病上， 由于早期病毒来源、
致病机理以及危害程度的不确定性， 科学探知的滞后性与法治干预的紧迫性之间形成了信息鸿沟，
必然也对法治该如何有效干预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因此， 面对新发传染病， 处理好科学与法治之关
系， 是依法防疫的重中之重。⑨

坚持依法防控， 应当处理好科学在传染病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条规
定了传染病治理 “依靠科学” 的原则。 对于 “依靠科学” 的理解， 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等到科学对传
染病有清晰、 明了的认知和论断之后才进行相应的治理， 而是应当将 “科学认知的局限性” 作为
“科学认知” 的一部分纳入传染病防治决策之中， 构建以 “科学不确定性” 为核心的传染病预警与
应对机制。⑩ 习近平总书记自疫情发生伊始便十分重视预警制度。 他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强调： “必须加快形成从下到上早发现、 早预警、 早应对的体系， 努力把疫情控制在萌芽状态。 要
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中之重。”輥輯訛 由于传染病本身具备传染性、 潜伏
性， 一旦疏于防范， 将可能在人群中快速传播， 对不特定的对象造成生命健康威胁。 因此， 在一定
的信息外部表征下， 虽然尚不足以在科学上形成 “发生传染病疫情” 之论断， 但为了防范更大的后
果损害， 有关主管部门或传染病防治机构仍应对 “疑似疫情” 作出判断， 以 “存疑从有” 之原则及
时发布预警信号和防控建议。輥輰訛 但也正是因为 “科学的不确定性”， 传染病预警机制的建议也必然存
在 “错误预警” 的可能， 此时法治更应当保持对 “错误预警” 的谦抑性， 在有 “表面证据” 的外部
特征下， 免除对 “错误预警” 的追责。

另一方面， 坚持依法防控， 也应当发挥法治对科学成果的转化和保障机制。 一方面， 行政机关
决策者应当尊重和信任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与建议， 及时、 有效地将科学建议和科学结论转化为法
律对策， 同时， 也要保证专家学者在提供科学建议或科学论证的过程中， 能够充分保持其专业性和
独立性， 不受其他因素左右， 从而形成 “科学以事实为依据， 法治以科学为依托” 的共生关系， 以

譿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37页。
讀訛 钟南山： 《让健康成为新时代的家风》， 载 《健康中国观察》 2022年 2月 10日， 第 39页。
讁訛 参见陈云良： 《新发传染病单独归类规制研究》， 载 《法律科学》 2021年第 6期。
輥輮訛 参见解志勇： 《公共卫生预警原则和机制建构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5期。
輥輯訛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载 《求是》 2020年第 11期。
輥輰訛 参见王岳： 《论我国传染病疫情防控法律原则之完善》， 载 《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5 期； 李广德： 《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对象

的理论逻辑及其规制调适》， 载 《政法论坛》 202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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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钟南山： 《依靠科学与协作 战胜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载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3年第 6期。
輥輲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12月 19日第 1版。
輥輳訛 参见谢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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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法治社会》 2021 年第

2期； 赵轩毅：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民知情权———以 〈传染病防治法〉 中的信息传导机制为视角》， 载 《法治社会》
2021年第 3期。

輥輴訛 程东海、 钟南山： 《从 SARS事件看政府危机管理》， 载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9年第 9期。
輥輵訛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2月 6日第 1版。

科学促进良法善治， 依靠科学与协作来战胜疫情；輥輱訛 另一方面， 则要求法律对科学研究予以充分的
支持与保障， 加强国家对科研的投入， 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支持和信息保障， 及时为疫苗、 特效药
等的研发、 审批、 上市等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 如疫苗的附条件上市程序、 特效药的应急审评审批
等。 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疫苗、 特效药的研发具备紧迫性和竞争性， 其已不仅仅是一
项纯粹的科学活动， 而是事关全体人类共同命运与福祉， 其研发速度与成败决定着全球抗疫的走
向。 而目前，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科研优势占据着更多的疫苗资源， 却不顾及发展中国家、 贫穷国
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问题， 致使全球免疫落差正在不断形成。 在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下， 我国
更需要以法治来为科学研究铺平道路， 发挥法治对科学成果的转化与保障功能。 一如习总书记所
言， “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只要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就一
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只要秉持科学精
神、 把握科学规律、 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就一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 更为可靠的基础
之上”。輥輲訛

（三） 坚持依法防控， 需实现从 “非常态” 到 “常态” 的有序治理

从 2020 年初的 “武汉封城”， 到复工复产阶段以及现如今的 “常态化防控”， 我国疫情防控亦
历经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的转变， 并且在不时发生的零星疫情中实现了 “非常态” 模
式与 “常态” 模式的有效衔接， 使得我国能够持续维持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的高敏锐度状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不可否认的是， “非常态” （应急性超常规防控状态） 最初是一种不稳定的治理状态， 它与 “常
态” 下通过具体法律规则来指导社会运行的法治实践有显著之差异。 非常态是政治、 法律、 科技与
事实的失衡点， 它意味着 “客观情由尚未被内化和主体化”， 科学的认知无法通过制度或其他机制
来预期并有效应对。輥輳訛 但非常状态并非排除法治的 “无法之地”， 相反， 这一状态下的客观无序更迫
切需要法治的介入来实现主观的有序， 要求政府重视和构建一整套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机
制。輥輴訛 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 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在法治轨
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輥輵訛 为此， 我国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 《传
染病防治法》 所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之中， 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实现了新冠肺炎治理
的 “有法可依”， 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建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设立疫情防
控、 医疗救治、 科研攻关等工作组， 通过开展分工协作， 形成防控疫情的有效合力； 同时， 坚决查
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 打击各类造谣传谣， 瞒报谎报有关信息妨害传染
病防治的行为， 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基本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 让法治 “活起来”。

而在非常态下为快速实现或恢复法治下的有序， 防范风险损害后果的扩大化， 国家的行政权力
亦会得到相应的扩张， 公民的部分权利会受到克减， 或者产生新的公民义务。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中， 对确诊患者、 疑似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等群体会采取不同程度的隔离 （治疗） 措施，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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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入部分公共场所时， 需履行佩戴口罩、 出示健康码、 接受体温检测等
义务。 由此也就产生国家权力的扩张与公民权利的克减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调和更需要得到平
衡： 一方面， 需要尽量通过已有立法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来尽量避免突发事件下出
现立法真空状态。 虽然事先立法不可能穷尽所有未知风险， 但是却可以不断地压缩出现 “无法可
依” 的概率， 并通过明确行政权力扩张的程序与条件， 避免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輥輶訛 另一方面， 也
需要明确公民基本权利克减的底线。 即使在出现立法真空的状态下， 公民基本权利亦有不得克减的
部分， 如最低限度维系自然生存而必需之生命权， 且在克减其他权利时， 也应当控制在合理限度，
注重损益得当， 从而实现 “非常态” 与 “常态” 下的有序治理。

二、 建立系统、 完备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依法防控的重要性， 更让我们意识到， 一个国家建立起系统、
完备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是公共卫生治理实现现代化、 科学化治理的必备要素之一。 公共卫生法治
体系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 还涉及公共健康的各个方面， 包括传染病治理、 非传染病治理、 特殊人
群健康保障、 生物安全治理， 等等。 对此， 以新冠疫情为契机， 全面系统地审视我国现有公共卫生
法律体系， 促进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系统化、 完善化， 更好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亦是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 完善现有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的构建， 是法治得以实施的前提。 目前， 我国已构建了以 《宪法》 为统筹， 《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为核心，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疫苗管理法》
《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为具体内容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但是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静态结果， 而是需要在与社会实践和社会需求的不断互动中实现自我完善。

在此次疫情中， 习近平总书记也洞悉了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若干不足之处。 他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便强调， “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 加强配
套制度建设……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輥輷訛 随后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习总书记再次提出：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 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輦輮訛 5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更是指出， “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加大改革力度， 抓紧补短
板、 堵漏洞、 强弱项……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 健
全权责明确、 程序规范、 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 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
规， 提高全民知法、 懂法、 守法、 护法、 用法意识和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意识”。輦輯訛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制定了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 其中涉及 30 余部法律。輦輰訛 基于 “系统考虑、 统筹安排” 的原则， 近

輥輶訛 彭 ： 《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 内涵、 证立与展开》，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6期。
輥輷訛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载 《求是》 2020年第 5期。
輦輮訛 习近平：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2月 15日第 1版。
輦輯訛 《习近平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 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载中国文明网， http://

www.wenming.cn/ldhd/xjp/zyjh/202005/t20200524_5607258.shtml， 2021年 12月 20日访问。
輦輰訛 《人大常委会首次制定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 载 《光明日报》 2020年 4月 28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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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要制定修改确定名称的法律有 17 部， 拟适时修改的有 13 部， 主要是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的立法项目， 涉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药品管理法、 疫苗管理法、 渔业法、 食品安
全法、 红十字会法、 慈善法等法律。 在此基础上， 人大法工委还将进一步根据公共卫生领域深化改
革、 健全制度体系的需要， 制定新的法律、 修改现有法律， 并按照将 “健康入万策” 精神， 在制定
修改生态环境、 社会管理、 行政处罚、 国家安全等方面有关法律时， 将公共卫生治理规则融入各项
法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完善工作大致呈现三大趋势： 一是完善和修订以
《传染病防治法》 为核心的突发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 并对传染病病种科学分类、 信息报
告制度、 强制隔离、 疾控中心功能定位、 应急医疗体系、 常态化的应急决策指挥机制等问题从法律
上予以明确， 落实和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 “有法可依”； 二是在 《生物安全法》 的基础上，
完善 《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构建、 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法治体系， 为从源头上预防由生物
安全风险引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是增强公共卫生领域法律之间的整体协调
性， 包括完善 《药品管理法》 《食品安全法》 《动物防疫法》 《疫苗管理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 《母
婴保健法》 等公共卫生领域法律之间的衔接， 避免各个法律之间出现立法上的冲突， 从而保障公共
卫生治理更具有可操作性。 此外， 笔者认为， 在健康促进领域， 仍缺乏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定， 虽然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提出了 “健康促进” 这一概念， 但是关于健康教育制度、 全民健身
制度、 健康监测制度等具体制度的细化目前仍仅在部门规章这一层面。 健康教育是防治疾病的重要
环节，輦輱訛 笔者建议我国可通过制定 “公众健康法” 进一步具体化健康促进的各项制度。輦輲訛 同时， 在条
件成熟时， 可开启公共卫生法典化的立法工作。 如法国早于 1953 年便着手编署 《公共卫生法典》，
这一方式亦能够增强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规范化、 逻辑化。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完善公共卫生法律
体系， 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立法技术层面的问题， 而且是全局性系统性的工作。 作为社会公共卫生治
理实践的经验总结， 公共卫生法律必然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才能发挥引领和推动
社会进步的作用。 对此， 既需要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完善在公共卫生治理顶层设计上的
重要性， 也需要明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完善的渐进性和循环性， 才能不断为国家公共卫生治理提供
良好的法律保障。

（二） 建立高效运转的公共卫生执法体系

疫情初期， 高效有力的疫情防控领导指挥体系和广泛深入的组织社会动员， 展现了空前强大的
民族凝聚力和执行力， 为疫情阶段性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与此同时， 也存在 “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进退失措， 出台的一些防控措施朝令夕改，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妨碍疫情防控
的违法犯罪行为”，輦輳訛 这也暴露出一些地方的公共卫生执法水平不高、 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执法
力度把握失当等问题， 对此须重申公共卫生执法的重要性。 建立起一个权责明确、 程序规范、 执行
有力的公共卫生执法体系， 是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得以发挥实效的重要路径。 习总书记亦强调：
“‘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 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 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 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輦輴訛

輦輱訛 钟南山： 《健康教育是防治疾病的重要环节》， 载 《中国医院院长》 2009年第 6期。
輦輲訛 黄建始、 钟南山： 《我国应尽早制定公众健康法》， 载 《中华医学杂志》 2011年第 44期。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习近平文。
輦輴訛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载 《求是》 201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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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共卫生执法， 当确立预防为主、 科技联动、 压实责任的执法思路。 首先， 公共卫生执法
应当确立预防为主的执法理念。 “预防优于治疗” 是公共卫生的一大理念， 在公共卫生执法上， 无
论是疫情防控下的应急性超常规防控执法， 还是作为日常状态的卫生监督执法， 都应强调 “预防为
主” 的执法理念。 通过经常性、 常态性的监督， 促使被监督者 （如食品药品经营者、 公共场所经营
者、 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 在应急性超常规防控状态下甚至包括全体人民群众） 自觉履行相关的卫
生法律、 政策、 标准和措施， 对于出现异常情况的， 能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 防止风险的扩大
化。 其次， 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公共卫生执法的联动功能。 在防控疫情上， 由于传染病病毒的隐秘
性、 传播途径的多样性、 临床症状的非典型性以及变异性状的不确定性， 对于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
乃至时空伴随者的确定， 需要依靠信息科学的分析， 最大程度地发现上述人员并及时进行干预， 尽
最大努力将病毒传播风险限制在最小程度。 在日常卫生监督执法上， 也需要依靠科学的卫生标准和
卫生监测指标， 以便于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能够发现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 及时将潜在的违
法行为扼制在摇篮之中。 可见无论在应急管理抑或日常监督中， 科学技术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最后， 公共卫生执法应当压实责任机制。 习总书记强调， “推进严格执法， 重点是解决执法
不规范、 不严格、 不透明、 不文明以及不作为、 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輦輵訛 因此， 针对公共卫生执法中
出现的上述问题， 也应当通过压实责任机制来推动文明执法、 依法执法、 公正执法， 并可通过完善
执法监督、 反馈机制， 让执法活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透明、 公开地进行， 更可通过将执法职责履
行情况、 工作效率质量、 被执法人的整体评价等指标将执法情况纳入对执法人员的考评之中， 从而
完善执法活动的开展。

（三） 构建坚实稳固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是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基础性支柱， 包括理论支撑、 人才配备、 经费保
障、 物资供给、 技术支持、 群众参与等多个方面，輦輶訛 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科学、 社会等
多个领域， 是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体系。

首先， 公共卫生法治体系需要理论支撑。 公共卫生法治理论是指导公共卫生法治实践的重要依
托， 目前我国对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研究成果尚不多， 且与公共卫生法治内在规律契合度不高、 研究
的前瞻性不足， 对于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理论研究大多也是被动回应疫情防控之现实需要， 因此更
应当调动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鼓励广大学者对公共卫生法治开展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 为
公共卫生法治实践提供重要指引。 其次， 落实公共卫生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囿于当下理论
的不完善及学科定位和发展的受限而供给不足， 亦使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人才严重缺乏， 尤其是在公
共卫生行政执法人才方面。輦輷訛 公共卫生行政执法是一项需要兼顾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与法律的执法活
动， 需要打造一支兼具公共卫生、 临床医学、 药学、 卫生法学等综合知识的高素质的执法专业人才
队伍。 而现有执法队伍中既懂法又懂医的复合型人才极其缺乏， 笔者建议国家卫健委与教育部共同
商议复合型公共卫生执法人才培养方案， 完善公共卫生执法人才培养机制。 再次， 构建坚实稳固的
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费保障。 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习近平文。
輦輶訛 参见陈云良： 《促进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向公共卫生法治体系转化》， 载 《法学》 2021年第 9期； 李广德：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

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輦輷訛 郭为禄： 《探寻公共卫生法学教育之道》， 载 《法学》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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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的公共产品， 私人不愿意且没有能力长期持续稳定地供给， 只能由政府提供。輧輮訛 公共卫生服务
具体包括疫苗接种、 疾病预防与检测、 基本药物供给、 母婴保健等， 无一例外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
支出， 财政支出的多寡取决于财政收入。 政府亦可以凭借其政治权能对公共卫生产业进行灵活稳健
的宏观调控， 一方面可以对有益的公共健康产业通过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 贷款利率优惠等措施进
行鼓励， 另一方面可以对不利于公共健康的产业和商业行为诸如烟草、 高热量食品等征收较高比例
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限制贷款， 从而加以限制。 概言之，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是税收
手段， 能够对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发挥得天独厚的工具优势， 要进一步通过税收法定主义明晰政
府对税收的权能授予与职能结构设计。 最后， 构建坚实稳固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亦需要在文化
层面发起爱国卫生运动和实施健康教育。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的
成功实践， 其内在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如习总书记所言， 要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 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的小环境筑牢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社会大防线”。輧輯訛

三、 发挥国家对公共卫生治理的主导力量

公共卫生的治理， 离不开国家主导。 而国家则通过设置不同的政府机构， 分配不同的行政职能
来对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实施相应的治理， 因此， 强化国家对公共卫生治理的主导力量， 重要的一
点在于理顺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在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充当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能， 及时解决各主体之
间的冲突和壁垒， 发挥各主体的治理合力， 才能更好承担国家所赋予的职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安全。

（一） 强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职能目前大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 承担。 国家卫
健委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治理最主要的行政机关。 不仅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 “基本法” 《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中明确规定了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工作”， 在许多专门性法律中， 也一再强调国家卫健委的主导职能， 如 《传染病防治法》 第六条
规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强化国家卫健委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疏通其职能的实现路
径。 在横向维度， 首当厘清国家卫健委与其他国家行政部门职能之间的协同作用。 目前， 在 2018
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中， 详尽地罗列了国
家卫健委的 13 项卫生健康治理职能， 其中包括 “拟订国民健康政策” “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 “制定并组织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 国家免疫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
干预措施” “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 “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 放射卫
生、 环境卫生、 学校卫生、 公共场所卫生、 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 等一系列公共健康
护卫职能。 而这些职能又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行政部门之间存在关联和交叉， 如卫健委 “负责计
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职能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制定生育政策” 的职能之间、 卫健委 “传
染病防治” 职能与海关总署 “口岸卫生检疫” 职能之间、 卫健委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职能与

輧輮訛 陈云良： 《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研究》， 载 《法律科学》 2014年第 2期。
輧輯訛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9月 9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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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安全管理” 职能之间均相互交涉。 除此之外， 卫健委与国家民政部
（养老服务）、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保政策）、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制度） 之间亦有密切的职
能交叉与职能关联， 这也决定了虽然国家卫健委集众多公共卫生治理职能于一身， 但许多职能往往
无法独自实现， 而是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理。 而由于职能的相互交叉， 有时容易出现部门之间的权力
责任界限不清， 从而导致执法效率不高， 甚至出现重复执法或相互推诿的现象。 因此， 要发挥国家
卫健委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首先需要在横向层面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形成治理合力。
其次， 除了部门之间， 卫健委内设机构亦承担着更为细化的卫生健康治理职责， 国家卫健委也应不
断对下属机构的职能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整合， 使之能够更好应对国家公共卫生治理实践。 在这一层
面， 2021 年 5 月成立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是整合了国家卫健委原有的应急办、 疾控局等职能，
使之不仅能够更加及时地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处理， 而且更能形成有效监督和指导， 尽可
能避免误判、 延误的发生。

在纵向维度上， 则是要疏通国家与地方的相互支持作用， 既要发挥国家卫健委对各级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的指挥和领导功能， 也要注重地方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与互补功
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出现信息披露不及时、 信息公开不透明等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卫
健委与地方卫健委主体职责规定不协调有关。 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对预警信息发布主体的行政层
级设置较高， 如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第三款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都
只允许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开信息， 限制了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专业决
策权力。 而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往往是最快接收信息的主体， 根据法律规定逐级上报后， 则大大降低
了信息的及时性， 不利于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这也提醒着， 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不仅要处理好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关系， 亦应当处理好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 形成动态互
补的职责框架， 以保障治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輧輰訛

（二） 发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专业性职能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要指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国家卫健委主
管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 在公共卫生法领域， 已
有众多的法律规范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进行了相应规定。 如在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 第一百零七条中， 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位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并于第三十五条规定：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主要提供传染病、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职业病、 地方病等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
教育、 妇幼保健、 精神卫生、 院前急救、 采供血、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出生缺陷防治等公共卫
生服务。” 《传染病防治法》 也于第七条规定：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 预测、 流
行病学调查、 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 控制工作” 并于第十八条列举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
预防控制中的八大职责。 从上述法律赋予的职责来看，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承担与疾病预防
与控制相关的公共卫生技术研究、 监测、 技术鉴定与指导的专业职责， 充当着国家卫健委在公共卫
生治理中的智囊团和协助者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专业性职能。 具
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 授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适度的行政权力。 目前，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法律规定中仅仅只是一个信息收集的技术机构， 但其却是最早掌握疾病信息并进行研判、 预测的

輧輰訛 陈云良、 陈煜鹏： 《论传染病防治决策的法治化和科学化》，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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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而早期的科学防控往往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 授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必要情况下向社会发
出警告的行政权力， 往往可以更好地为疫情防控争取时间窗，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輧輱訛

第二， 加大经费投入。 目前， 由于投入经费不足导致疾控体系的基础设施和硬件建设普遍滞后， 对
日常任务完成和疫情应急处置产生了严重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 “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
业投入机制， 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輧輲訛 因此， 保障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经费投入， 是做好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保障。 第三， 加强疾控机构人才队伍的建设。 “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也是习总书记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重要指示。輧輳訛 目前， 我国疾
控机构人才队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存在严重紧缺， 人才流失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我们不仅要在公共
卫生教育上下功夫， 为疾控机构供给人才活力， 把人才 “引进来”， 也要优化疾控人才晋升的职业
发展机制， 完善疾控体系人员的薪酬制度， 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健全准入、 考核和激励制度， 让
人才 “留下来”。

（三） 完善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无论是发挥国家卫健委的主导地位， 还是发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业职能， 其最终目的， 都
是形成治理合力， 寻求更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 而其中，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亦是历来
国务院应对特殊突发事件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机制， 早于非典防治、 汶川地震和大气污染等突发事件
中便有运用。 在此次疫情中， 国务院同样启动了联防联控机制， 由国家卫健委牵头， 成员单位共有
32个部门。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设疫情防控、 医疗救治、 科研攻关、 宣传、 外事、 后勤保障、 前方
工作等工作组， 分别由相关部委负责同志任组长， 职责明确， 分工协作， 形成防控疫情的有效合
力。輧輴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管理中，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有效运行是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的重要经验之一， 已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輧輵訛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 我们也能切身体会到国务院各部门间的高效合作带来的成效。 比如，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快对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审批， 使得我国新冠疫苗研发处于国际先进行列； 公安部
对故意隐瞒旅居史、 暴露史、 接触史， 造成疫情传播风险， 故意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等各类违法犯罪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科技部在病区管理、 流行性病学调查、 药物研发、 社区防
控、 交通出行、 在线办公等方面运用了大数据、 云服务、 人工智能、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 文旅
部对跨省团队旅游做出一定的限制， 以减少人员流动。 可以看到， 联防联控机制渗透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的方方面面， 总体上提高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水平。 实践证明， 要想实现良好的公共卫生
治理， 仅仅依赖卫生行政部门的运作是远远不够的。 联防联控机制符合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现实需
要， 也是与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相契合的一项工作机制。 因此， 要发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的优势， 可以进一步将联防联控机制吸纳到突发事件应对法律体系之中， 给予该机制法律层面的明

輧輱訛 参见 《专家： 应赋予疾控中心更多信息发布话语权》， 载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n1/2020/0302/c32306-31612528.
html， 2022 年 2 月 19 日访问。 对专家角色与国家权力在传染病防治上的作用及其平衡的理论探讨， 可参见李广德： 《传染
病防治法调整对象的理论逻辑及其规制调适》， 载 《政法论坛》 2022年第 2期。

輧輲訛 习近平：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载 《求是》 2020年第 18期。
輧輳訛 《习近平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载 《人民日报》 2020 年

6月 3日第 1版。
輧輴訛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联防联控 全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载国务院卫生应急办公室网， http://

www.nhc.gov.cn/yjb/s7860/202001/d9570f3a52614113ae0093df51509684.shtml， 2021年 12月 17日访问。
輧輵訛 张海波、 陶志刚：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 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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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the�COVID-19�prevention�and�control�at�the�current�stage�and�the�public�health�
governance�at�a�broader�level�need�to�adhere�to�the�principle�of�the�rule�of�law.�Under�the�unified�
leadership�of� the�CPC,� it� is� the� only� choice� for�China� to� overcome� the� pandemic� at� present� to�
persist�in�carrying�out�the�pan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work�scientifically�and�orderly�on�the�
track�of�the�rule�of�law,�and�to�handle�the “normal” and“abnormal” orderly�governance.�From�
the�long�perspective,�China�needs�to�further�establish�a�public�health�legal�system.�China�also�ha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provide�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enhance� the�
leading�force�of�the�nation�in�public�health�governance,�give�full�play�to�the�functions�of�variou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ing�
mechanisms� by� improving� the� public� health� legal� systems,� accelerat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health�law�enforcement�systems�and�steadying�the�public�health�legal�protection�systems�to�
form�the�joint�governance�power,�and�to�effectively�promote�the�modernization�of�national�public�
health�governance�capabilities.

Key Words: Law-based�Prevention�and�Control;�Public�Health�Governance;�Legal�Guarantee

确定位和规定， 通过法律明晰各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以保障联防联控机制发展的科学性、 稳定
性、 规范性。輧輶訛

輧輶訛 陶鹏： 《论突发事件联防联控制度多元建构的理论基础》，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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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人权理论创新

王晨光 张 怡 *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着全球公众的生命健康， 也是对各国人权保障的严
峻考验。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形成了不同的抗疫模式，
但取得的抗疫成效却大相径庭。 这既有制度实践的问题， 也有制度背后深层次的理论问
题。 而人权观念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 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因素。 因此， 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所反应出的中西方人权观的差异， 值得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
人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推动人权理论的拓展与创新。
关键词： 疫情防控 健康权 人权保障 权利克减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2.003

*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和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怡，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本文系国家社科
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 “我国卫生法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 20STA044） 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全球卫
生治理困境与中国卫生法律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20CFX018）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 [英] 詹姆斯·C.霍尔特： 《大宪章》 （第二版）， 毕竞悦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 是近百年来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
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严重威胁着全球公众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
全。 为了有效应对疫情， 各国政府都以人权理念为指引， 推动本国的疫情防控。 然而， 实践中各国
的抗疫效果却大相径庭。 为何中国能够经受住疫情的考验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抗疫成效， 而一些发达
国家却在疫情的冲击下摇摆不定、 损失惨重？ 这需要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人权理论及其
现实应用， 结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 推动人权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中的创新与发展。

一、 人权理论的兴起及其内在张力

自二战结束尤其是 《世界人权宣言》 颁布以来， 人权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学术界的显
学， 而且从宣言式的 “软法” 到一系列公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 “硬法”， 逐渐发展为国际法体系的
一个重要分支———国际人权法， 成为建构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之一。 同时， 人权理论也对战后各国
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权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各国的宪法和国内法， 成为具
有操作性的实体和程序法律规范体系。

（一） 人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在欧洲封建社会衰败和新兴市民阶层兴起的新老交替时期， 人权的概念和理论逐步成型。 1215
年， 英国 《自由大宪章》 首次提出了 “人权保障” 的概念。譹訛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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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1776. https://uscode.house.gov/download/annualhistoricalarchives/pdf/OrganicLaws2006/decind.
pdf. accessed 25 Feb 2022.

譻訛 See Declaration of Human and Civic Rights of 26 August 1789. https://www.conseil -constitutionnel.fr/sites/default/files/as/root/
bank_mm/anglais/cst2.pdf. accessed 25 Feb 2022.

譼訛 参见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根本法） （1918 年）》 载明德公法网， http://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
3119， 2022年 2月 22日访问。

譽訛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Reich / August 11, 1919 / Translation of Document 2050-PS / Office of U.S. Chief of Counsel. <
https://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nur01840> accessed 22 Feb 2022.

譾訛 参见姜峰： 《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 载 《清华法学》 2010年第 5期； 聂鑫： 《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
限制问题 以中国近代制宪史为中心》， 载 《中外法学》 2007 年第 1 期； 李广德： 《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及其出路》，
载 《法律科学》 2022年第 2期。

譿訛 参见李广德： 《健康作为权利的法理展开》，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年第 3期。
讀訛 See Franklin Roosevelt, ‘The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6 January 1941）. http://avalon.law.yale. edu/20th_century/decade01.

asp. accessed 25 Feb 2022.
讁訛 参见龚刃韧： 《〈联合国宪章〉 人权条款的产生及其意义》， 载 《人权研究》 2020年第 1期。
輥輮訛 参见 [美] 玛丽·安·葛兰顿： 《美丽新世界： 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 刘轶圣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40 页；

[美] 凯斯·桑斯坦： 《罗斯福宪法： 第二权利法案的历史与未来》， 毕竞悦、 高瞰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76-77页。

更是把 “天赋人权” 作为其政治宣言。 美国 《独立宣言》 （1789 年） 明确规定： “人人生而平等， 造
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譺訛 法国 《人权与
公民权利宣言》 （1789 年） 开宗明义地指出： “在权利方面， 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每个政治联盟的目标都是保护人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 财产权、
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譻訛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 思想家和革命家们对于生命权、 自由
权、 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主张， 奠定了西方人权理论发展的基调。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权利的确立。 十月革命胜利后， 由
列宁起草的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被载入 1918 年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
法》， 明确了劳动者所享有的信仰、 言论、 集会、 结社和免费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譼訛 1919 年的德国
《魏玛宪法》 第二编 “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 不仅全面详尽地规范了公民权， 还纳入了
受教育权、 健康权等大量经济社会权利。譽訛 遗憾地是， 由于未能处理好传统的公民权与新兴的社会
权之间的关系， 《魏玛宪法》 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魏玛政府的倒台。譾訛 社会权利尤其是健康权
被认为起源于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对健康权等社会权利的理论探索，譿訛 并成
为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中的重要追求。

1941 年 1 月 6 日， 带领美国逐步从经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罗斯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 提出了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免于贫困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的 “四个自由” 理念。讀訛 其中， 言论自
由和信仰自由属于传统的权利法案的内容， 而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则属于新兴的经济社会权
利， 为罗斯福总统推行的 “第二权利法案” 奠定了基础。讁訛 尽管他未能在任期内将这些权利纳入美
国宪法， 但是其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二战后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时， 进一步将 “四大
自由” 所代表的 “第二权利法案” 纳入了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 的序言之中， 更是奠定了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类型和相关国际公约的产生。輥輮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法西斯实行的侵略战争促使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 纽伦堡和东京审
判揭示了关注人自身权利的自然法理论在法学界复兴。 与自然法理论复兴同步， 或者说作为其中主
要部分之一的人权法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发展。 1946 年， 联合国在起草 《世界人权宣言》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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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王晨光： 《健康权———当代卫生法的基石》，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9年第 2期。
輥輰訛 参见王晨光： 《健康权理论与实践的拓展》， 载 《人权》 2021年第 4期。
輥輱訛 参加钱继磊： 《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入》，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5期。
輥輲訛 参见蒋银华： 《新时代发展权救济的法理审思》，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5期。

由于各国代表在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 经济水平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差异甚至对立， 各国
就哪些权利构成基本人权展开了激烈而又冗长的争论。 值得庆幸的是， 1948 年 12月 10 日， 联合国
大会正式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 不仅把生命权和自由权等传统权利列为基本人权， 也把受教育权、
健康权等一系列新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纳入其中。輥輯訛 随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 《经社文权利公
约》） 以及一系列区域性人权公约相继出台， 国际刑事法院、 特别战犯法庭 （前南、 柬埔寨）、 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 欧洲人权法院等国际和区域性机构陆续成立。 尽管人权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理论争
议， 其法律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但这些国际人权文件的出台和国际人权机构的成立， 标志着人
权理论以及相应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和制度正在逐渐形成。

（二） 人权理论的内在张力

人权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即人权究竟包含哪些权利？ 如前所述， 由于各国在
政治、 经济、 文化、 意识形态的差异， 《世界人权宣言》 起草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权利导向，《公民
政治权利公约》 和 《经社文权利公约》 就是不同权利导向的产物。 围绕人权的具体划分， 中西方学
术界展开了激烈论争。

1. 不同权利导致人权理论内在的张力
人权是一个集合概念， 人包含众多具体的权利， 例如自由权、 财产权以及健康权。 根据不同的

标准， 人权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 首先， 根据人权的内容是否会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而变化， 可以
将人权分为 “永久性人权” 和 “阶段性人权”， 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永恒不变的人权， 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则受到社会、 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阶段性的人权。 其次， 根据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
论”， 又可以把人权划分为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民主性人权” 和基于东方发展中国家
集体主义的 “庇护性人权”。 再次， 根据是否需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为标准， 又可以将人权划分为
“消极人权” 和 “积极人权”。 消极人权是指不被政府干预、 限制和妨碍的人权， 而积极人权则是指
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的人权。 传统西方人权理论认为， 无需政府干预即可实现的消极人权才
是真的人权； 那些需要政府、 社会和其他人帮助， 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的人权， 不符合传统
自由主义理论和纯粹自由市场理论。 因此，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健康权等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实现的积
极人权不是真正的人权， 而是政府公权力的扩张。輥輰訛

此外， 西方学者还提出了代际人权的概念。輥輱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
克， 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 是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相对
应的概念， 确立的是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第二代人权则形成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 这一时
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确立了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而第三代人权则源于二战后亚非拉兴起的反
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代人权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集体权利为核心， 具体包括发展权、 民
族自决权等。輥輲訛

2. 当代学者的反思及批判
人权的二元划分在西方社会长期存在。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批判人权二元划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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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参见张翔： 《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载 《清华法学》 2012年第 4期。
輥輴訛 数据来源： https://covid19.who.int/， 2022年 2月 23日访问。
輥輵訛 数据来源：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wpro/country/cn， 2022年 2月 23日访问。
輥輶訛 数据来源：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amro/country/us， 2022年 2月 23日访问。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 王晨光文。

在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 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论证的， 即便是传统西方人权理论所认为的消极人
权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 例如， 政府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和机制， 提供配套的资源和服务， 并
通过公权力来进行规范和处罚， 以确保人格权、 人身权、 选举权等消极人权的实现。輥輳訛 因此， 消极
人权和积极人权不是绝然分割或绝对对立的。 正如在 1993 年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达成的
共识， 一切人权都是普遍的、 不可分割、 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 国际社会必须用同样重视的眼
光， 以公平、 平等的态度全面地对待人权。 因此， 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 要与传统的自由权一
样， 能够获得司法救济。

当前， 那些把消极人权与积极人权完全对立， 甚至否定积极人权真实性和重要性的观点在国际
人权学界已经式微， 但是在各国人权保障实践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影响， 有时甚至成为不同团
体和族群对立的因素。 这种现象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也可见一斑， 值得人权理论界
和法学界深思。

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人权保障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 年初发生以来， 严重威胁着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为有效应对
疫情， 各国政府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人权理念为指引， 推动本国的疫情防控。 然而， 实践中各国的
抗疫措施则五花八门， 效果也大相径庭。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显示， 截止 2022 年 2 月 23 日， 全
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逾 4.24 亿例， 死亡病例达 589 万例，輥輴訛 其中中国确诊病例约 27 万例， 死亡
6066 例。輥輵訛 相比之下， 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冠确诊和死亡人数却高居不下。 以美国为例， 截止 2 月 23
日，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约 7773 万例， 死亡病例高达 92.6 万例， 百倍于中国的确诊和死亡病例， 约
占全球确诊和死亡总数的六分之一。輥輶訛 为何中国能够经受住疫情的考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抗疫成
效， 而某些自喻为人权卫士、 以健全的人权保障体系著称的发达国家却在疫情的冲击下政策反复不
定， 应对不力致使人员伤亡惨重？ 这不得不使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人权理论及其现实意
义。 从这一角度讲，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每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考验， 也是对各国人权保
障体系的严峻考验。

（一） 中国防疫中的人权保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 立即启动国家应急响应， 成立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部署，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 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价值理念，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首要考虑的
战略地位， 由财政兜底对新冠肺炎患者施行免费救治， 坚决做到 “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由医保
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实现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 这不仅是党和国家明确提出的政策指引， 更是贯
彻了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规定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健康服务” 和 “尊重、 保护
公民的健康权” 的核心理念， 以及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的方针。輥輷訛 经过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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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参见秦刚： 《抗疫斗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载 《求是》 2020年第 12期。
輦輯訛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联合考察报告》， 2020年 2月 29日。
輦輰訛 《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 http://www.scio.gov.cn/37234/Document/1720965/1720965.htm， 2022 年

3月 17日访问。
輦輱訛 中国人权研究会：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 “ 美式人权” 危机》， 载 《人权》 2020年第 4期。
輦輲訛 White House. Proclamation on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Concern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declaring-national-emergency-concerning-novel-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outbreak/. accessed 16 March 2022.

輦輳訛 US CDC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Declined a Year and Half in 2020. https://www.cdc.gov/
nchs/pressroom/nchs_press_releases/2021/202107.htm. accessed 16 March 2022.

共同参与和全民的共同努力， 我国疫情防控成效斐然， 再次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輦輮訛

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考察认为， “中国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全社会防控措施成功避免或者至少预
防了全国范围内数十万病例的发生。”輦輯訛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不难看出，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保
障公众生命健康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健康； 也只有充分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健康权，
才能实现对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 因此， 不应割裂地看待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 甚
至将两者对立。 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对人权的
最大化保障。

另一方面， 中国积极履行了国际合作与援助的国际法义务， 尽己所能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提供帮助。 目前， 中国已累计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 20 亿剂新冠疫苗， 确保
了新冠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履行了习近平总书记 “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 的承诺， 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为全球团结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 西方防疫中的人权困境

为应对新冠疫情， 世界各国也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例如， 作为欧洲第一个面临新冠疫情
蔓延的国家， 意大利在全境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紧急管控措施； 此外， 意大利还积极借鉴中国抗
疫经验， 搭建方舱医院以更好地收治新冠患者， 缓解当地紧张的医疗资源， 防止出现医疗挤兑的情
况。 然而， 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把维持其执政地位放在首位， 首先保证的是如何使其大选不受干扰；
还有的国家首先考虑地是如何确保经济发展不受疫情影响； 有些国家则担心疫情冲垮其医疗卫生体
制， 结果导致 “该收不收”； 还有些国家不愿意把更多资源投入防疫， 甚至采取群体免疫的消极策
略。 从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来看， 这些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同时， 也反映了这些国家没有履
行国际人权公约和本国法律所规定的保障生命权、 健康权的积极义务。

以美国为例， 尽管在新冠疫情初期， 特朗普政府从武汉高调撤侨并关闭了美国驻武汉总领馆，
但却一直未在美国本土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輦輰訛 事实上， 早在 2020 年 1 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
预警了新冠疫情在美国大流行的风险，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卫生官员和医学专家也多次发出警告，
但特朗普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 反而为了谋求连任而发布虚假疫情信息， 误导美国民众。輦輱訛 直到
2020 年 3 月， 特朗普政府才宣布美国因进入紧急状态，輦輲訛 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窗口期。 最终， 以
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最完备的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体系著称的美国， 新冠确诊人数和死
亡人数高居各国之首。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因新冠疫情， 2020 年美国人均期望寿命
较 2019 年减少 1.5 岁， 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大降幅。輦輳訛 这一结果显然是特朗普政府漠视美国人民的
生命和健康权益而造成的。

此外， 一些西方国家坚持 “本国优先” 原则， 奉行 “疫苗民族主义”， 大量囤积疫苗， 导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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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聂晓阳： 《联合国秘书长： 纵容疫苗民族主义就是罔顾人权》， 载新华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408237432395023&wfr=
spider&for=pc， 2022年 3月 16日访问。

輦輵訛 和音： 《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7月 13日第 3 版。
輦輶訛 参见易军： 《生命权： 藉论证而型塑》，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 1期。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王晨光文。
輧輮訛 See Lorie Charlesworth. Welfare’s Forgotten Past: A Socio-Legal History of the Poor Law. Routledge-Cavendish, 2009.
輧輯訛 The Constitution of 5 February 1917.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Mexico_2007.pdf.accessed 22 Feb 2022.
輧輰訛 Se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Reich / August 11, 1919 / Translation of Document 2050-PS / Office of U.S. Chief of Counsel.

https://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nur01840.accessed 22 Feb 2022.
輧輱訛 参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 （1936 年）》， 载明德公法网， 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

4102， 2022年 2月 22日访问。
輧輲訛 承认健康权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1965 年） 第 5 条； 《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公约》

（1979年） 第 11条、 第 12条和第 14条； 《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 第 12条； 《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6 年） 第 25 条。 承
认健康权的区域性人权文书包括： 《欧洲社会宪章》 （1956年） 第 11条；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1981年） 第 16条。

球疫苗分配严重不均，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免疫鸿沟” 不断扩大， 极大地阻碍了全球抗疫进
程。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就此问题发出警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次会
议上敦促国际社会公平分配新冠疫苗。 他还特别强调， “维护疫苗公平就是维护人权， 而纵容疫苗
民族主义就是罔顾人权”。輦輴訛

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生命权和健康权的理论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坚持生命至上、 促进团结抗疫是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健康权的应有之
义。 生命健康权是基本人权， 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輦輵訛 但在理论上， 健康权与生命权之
间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 生命权一项不证自明的基于人之本性的天赋权利，輦輶訛 对于生命权的研究在
理论上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 争议的焦点恰恰在于健康权本身的权利品质， 因此， 有必要对健康权
的来龙去脉展开必要的说明。

（一） 健康权的由来与发展

1. 健康权的历史发展
健康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才出现的现代权利。 二战前， 与健康

相关的权利通常被归为社会权在个别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得以体现， 但并未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出
现。輦輷訛 例如， 英国为应对圈地运动造成的贫困等社会问题而颁布的 《济贫法》 （1601 年）， 为底层人
民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提供了基本保障。輧輮訛 墨西哥 《宪法》 （1917 年） 明确了政府保障公共卫生的
责任。輧輯訛 德国 《魏玛宪法》 第 161 条规定了有关公共卫生和健康保险的社会经济权利。輧輰訛 1936 年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则对公民健康权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 该法第 120 条明确，
“苏联公民在年老、 患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 有享受物质保证的权利。 这种权利的保证是：
广泛发展由国家出资为工人和职员举办的社会保险事业； 实行劳动者免费医疗。”輧輱訛

如前所述， 二战后人类社会对大规模种族灭绝以及毫无人性的活体试验等战争暴行进行了深刻
反思， 健康权被纳入 《世界人权宣言》 《经社文权利公约》 和其他一系列国际和区域性人权公约中。輧輲訛

至此， “健康权” 作为区别于 “生命权” 的新型人权， 在国际人权法中得以确立。 另一方面， 在多
数国家的推动下， 联合国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 并逐步建立起了以国际人权公约和 《世界卫生组织
宪章》 （The Chart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为基础的健康权国际法律体系。 在人权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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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关于健康权实证化的模式总结与梳理， 参见李广德： 《健康权规范实证化的类型展开》， 载 《人权》 2021年第 4期。
輧輴訛 OHCHR. Status of Ratification Interactive Dashboard. https://indicators.ohchr.org/. accessed 22 Feb 2022.
輧輵訛 See Eleanor D. Kinney.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to Health: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Our Nation and World” , 34 Indiana

Law Review, Issue 4 2001, p.1457, 1458.
輧輶訛 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 Fact Sheet No. 31, The Right to Health, June 2008, No. 31.
輧輷訛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第 14号一般性意见： 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 （《公约》 第十二条）， 载于 E/C.

12/2000/4号文件。
輨輮訛 对我国宪法中的健康权规范的梳理与建构， 其代表性的文献和分析， 参见陈云良： 《健康权的规范构造》， 载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5 期； 焦洪昌： 《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1 期； 高秦伟： 《论作为社会权
的健康照护权》， 载 《江汉论坛》 2015 年第 8 期； 李广德： 《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 载 《云南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6期， 等等。

示范和指引下，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健康权纳入本国宪法和法律之中。 即使没有把健康权纳入本国法
律的这些国家， 在制定卫生政策的时候， 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健康权的影响。輧輳訛 目前， 全世界共有 171
个国家批准了 《经社文权利公约》；輧輴訛 109 个国家在其宪法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健康权。輧輵訛

2. 健康权的主要内容
《经社文权利公约》 第 12 条被视为健康权的核心条款。 该条文第 1 款明确了健康权的定义， 即

“各缔约国承认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权利。” 第 12 条第 2 款列举了各缔
约国为实现健康权应当采取的若干步骤， 其中包括 “预防、 治疗和控制传染病、 地方病、 职业病以
及其他的疾病” 以及 “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輧輶訛 也即是说， 在新冠肺炎疫
情下， 《经社文权利公约》 各缔约国有义务尽其可提供的最大资源以充分实现健康权， 包括传染病
防控和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2000 年， 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 《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
No.14）， 对 《经社文权利公约》 第 12 条进行了权威阐释， 清晰且完整的健康权概念逐渐在国际人
权法层面上形成。輧輷訛 针对预防、 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 《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 明确， 在突发事故、
传染病和其他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况下， 公民有获得治疗的权利。 各缔约国有义务建立一套医
疗卫生应急制度， 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 各缔约国还应独自或者通过共
同努力来控制疾病， 包括提供相关技术， 执行和加强免疫计划以及其他传染病的控制计划等。 经
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特别指出， 采取措施预防、 治疗和控制传染病以及对社区出现的主要
传染病进行免疫接种是各缔约国应当优先履行的义务。

3. 健康权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的发展
虽然我国宪法没有明确采用 “健康权” 三个字， 但如果对宪法进行体系性解读， 不难发现一系

列保障人权、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条款， 为健康权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和规范内涵。輨輮訛 首先，
我国 《宪法》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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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根据 《宪法》 第
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国家应当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体育事业， 保护生活和生态环境， 从
而增强人民体质、 保护人民健康。

2019 年 12 月 28 日通过并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首次
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健康权， 彰显了国家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决心。 该法第四条规定： “国家和社
会尊重、 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这一条款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保障公民健康权实践的法律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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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参见王晨光、 张怡：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的功能与主要内容》， 载 《中国卫生法制》 2020年第 2期。
輨輰訛 习近平： 《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9页。
輨輱訛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CCPR General Comment No. 14: Article 6 （Right to Life）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Right to Life, 9

November 1984.
輨輲訛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6: Article 6 （Right to Life）, 3 September 2019, CCPR/C/GC/35.
輨輳訛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Statement on Derogations from the Covena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 Human

Rights Committee, 30 April 2020, CCPR/C/128/2.

和理论总结， 也是对宪法中健康权保障相关内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规定的健康权主要包括： 公平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 获得紧急医疗救助权、 个人健康信息权、
健康教育权、 医疗服务知情同意权、 特殊群体健康保障权、 健康损害赔偿权等权利。輨輯訛 值得注意的
是，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六十九条特别规定， 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公民应
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利和利益， 不得损害他人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 生命权与健康权在疫情防控中的价值优位

不同的疫情防控措施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中西方不同的人权价值观和人权保障的侧重点。 人权是
一个集合概念， 人权概念下包含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健康权等各种具体的人权。 从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不难看出， 面临全球大流行病等应急情况， 全社会尤其是决策者如何看待生命权
和健康权以及它们与其他权利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 尽管各国都高举人权旗帜， 大多数国
家的宪法都规定了保障人权， 但由于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宣扬所谓的消极人权， 否认积极人权的重要
性， 加上某些伪科学的误导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导致一些国家和民众在此次疫情防控进
程中把自由权、 集会权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为最主要的人权； 而生命权和健康权则有意无意地
被置于对立的位置， 使得防疫措施无法完全落地， 从而导致疫情反复无常， 出现大量死亡病例的可
悲局面。 与之相比， 中国始终将生命权和健康权置于优先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 “人的生
命是最宝贵的， 生命只有一次， 失去不会再来。 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
价， 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輨輰訛 为此， 中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中国的 “动态清零” 防疫策略虽然暂时限制了个人的出行自由权、 隐私权等基本权
利， 但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公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第 6 条明确规定， “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不得
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 1984 年通过的 《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 中进
一步指出， 生命权是所有人权的基础， 是在社会紧急状态下也绝不允许减损的最重要的权利。輨輱訛 随
后， 该委员会在其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 （2019 年） 再次强调， 生命权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至关重
要。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生命权得到有效保护是个人享有其他人权的先决条件。輨輲訛 换句话说， 没有
生命， 自由权等其他人权也就失去了实际承受的主体。 另一方面， 生命的最佳状态有赖于健康， 没
有健康的生命是脆弱的生命或毫无质量的生命。 没有健康， 个人就无法充分享有其他各项权利， 甚
至会丧失其他权利。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新冠病毒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 如果不采取积极措
施， 极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因此， 在疫情等紧急状态下， 生命权与健康权紧密相连， 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 生命健康权在众多人权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即生命健康权处于权利体系的首位。 联合国人权
事务委员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发布声明， 要求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各缔约国 “采取有效措
施， 保护境内所有个人及受其管辖的所有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即使这些措施可能对享有公约所
保障的其他个人权利造成限制。輨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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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情防控中的人权冲突及其平衡原则

当发生全球大流行病等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突发事件时， 生命健康权不可
避免地会与其他基本权利产生冲突。 例如，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而对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实施隔离治
疗， 从而对其人身自由权构成一定限制。 生命健康权的价值优位意味着， 在紧急状态下， 政府可以
基于公共卫生或其他公共利益的目的， 对自由权、 经济权等个人权利进行限制， 以便优先保障公众
的生命健康权。

国际人权公约为生命权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健康权在人权体系中的价值优位提供了正当性依
据。 事实上，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 起草委员会在公约起草过程中就认识到了不同人权之间可能存
在的冲突， 因此特别设置了权利克减 （derogation） 条款。輨輴訛 该公约第 4 条第 1 款明确， “如经当局正
式宣布紧急状态， 危及国本， 本盟约缔约国得在此种危急情势绝对必要之限度内， 采取措施， 减免
履行其依本盟约所负之义务， 但此种措施不得只触其依国际法所负之其他义务， 亦不得引起纯粹以
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或社会阶级为根据之歧视。” 简而言之， 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等威胁国家安全的紧急状态 （public emergency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the nation） 下， 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减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但是， 根据公约第 4 条第 2 款规定， 某些基本权利即使在危机国家
安全的紧急状态下仍不得克减。 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 不受酷刑的权利、 不受奴役的权利、 非
因不履行法定义务不受监禁、 罪刑法定、 人格尊严以及思想、 信念及宗教自由。 《欧洲人权公约》
和 《美洲人权公约》 也包含了类似的权利克减条款。輨輵訛 实践中， 已有近 30 个国家通报联合国人权事
务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和美洲国家组织， 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相关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自由迁徙权、 集会权等人权的减损。輨輶訛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任意扩张行政权， 无限制地减损其他权利。 为了防
止政府滥用权利克减和限制条款，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 1984 年通过了 《关于 〈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限制和克减条款的锡拉库萨原则》， 明确了限制和减损人权应当遵循的程序和
一系列原则， 包括合法性、 严格必要性和比例原则等。輨輷訛

结合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 本文认为， 当政府在紧急 （应急） 状态下为保障生命健康权
而限制其他权利时， 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 法治原则
首先， 政府必须坚持法治原则， 严格依法启动和解除紧急 （应急） 状态， 采取行政应急措施控

制和消除突发事件。 法治原则又进一步分为： 合法性原则、 比例原则和高效原则。 合法性原则要求
严格依法行使行政权； 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 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
国家法律予以限制； 防止粗暴执法和乱执法。 比例原则要求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必须强度适当， 并
且采取该措施可获得的利益应当大于可预见的风险和损失。 高效原则强调高强度和超常规的机制运
行， 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为标准。

輨輴訛 See Laurence R. Helfer. Rethinking Derogations from Human Rights Trea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1） 2021
（1）: 20-40.

輨輵訛 参见刘小冰：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的逻辑证成》， 载 《法学》 2021年第 7期。
輨輶訛 See Laurence R. Helfer. Rethinking Derogations from Human Rights Trea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1） 2021

（1）: 20-40.
輨輷訛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e 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8 September 1984, E/CN.4/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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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健康权优先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也明确了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基本理念和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的方
针。 因此， 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优位原则应当成为所有应急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等因素相比较， 人民的生命健康应被置于第一位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得到贯
彻， 即落实法律规定的 “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

3. 以科学为基础的原则
政府所采取的所有应急措施都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 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依靠

科学，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在此基础上采取最恰当的应急防控措施。
除了要坚持上述基本原则以外。 还应当统筹推进防疫与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疫情变化和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生命权和健康权与其
他人权的区别， 另一方面也要高度关注生命权和健康权与其他人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关系。 强调生
命权和健康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首要地位， 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隐私权、 劳动权、 自由
权等其他人权的保障， 而是意味着要正确理解各种人权之间相辅相成、 不可决然分割的相互依存的
关系。 强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一定情况下一段时期内的首要地位， 也并不意味着不考虑经济社会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如果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遭遇到风险， 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障也就无
法得以落实。 因此， 我国在防疫过程中提出的防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既突出了在疫情防控
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首要地位， 也强调了其与其他人权之间的协调关系， 与社会经济发展及满足人
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 这一政策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果， 也
对人权理论中出现的新问题， 即如何协调各种人权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动态调整各种人权的轻重排
序， 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实践经验。

Abstract: The�COVID-19�pandemic�not�only�seriously�threatens�the�life�and�health�of�the��public,�
but� also� is� a� severe� tes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ll� countries� have� taken� a� serie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ming�different�anti-pandemic�models,�but� the�anti-pandemic�effects�are�quite�different.�There�
are� both� problems� in�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deep-seated� theoretical� problems� behind� the�
system.� As� the� basis� of� system� design,�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s� undoubtedly�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factor.��Theref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Chinese� and�western� views� on�
human� rights� reflected� by� the� global� practice� of�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serve� us� to� re-examine� the� human� rights� theor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a� deeper�
perspective,�and�promote�the�expansion�and�innovation�of�human�rights�theory.

Key Words: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ight� to� Health;�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Derogation�of�Human�Rights

（责任编辑： 陇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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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的伦理审查

王 岳 吴焱斌 *

内容提要： 中国基因治疗市场具有数亿人民币的规模， 并且保持着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复合
增长率。 资本和基因治疗技术的结合， 无疑在助推技术风险的扩大化， 使得科学家异化为
科学家商人。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有关单位将其界定为追逐商业利益的犯罪行为。 目前，
中国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并无相应的法定伦理审查。 笔者分析认为， 在基因治疗研究的
投资阶段， 现有的自治性风险评估存在资本利益绝对优先和缺乏外力约束等问题。 并且，
临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的局限性在资本扩张面前更加凸显。 道德投资理论为基因治
疗研究投资行为的伦理审查奠定了学理基础， 中国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的法定伦理审查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因而， 笔者提出机构内置的伦理审查应当前置于基因治疗研究的投
资阶段。
关键词： 基因治疗 风险规制 伦理审查 道德投资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2.004

* 王岳，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吴焱斌，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年资助项目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重难点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FZS2018-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J.M. Rainsbury “Biotechnology on the RAC-FDA/NIH Regulation of Human Gene Therapy”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vol.55, no.
4, 2000.

譺訛 Allied Market Research. Genome Editing Market by Application: Global Opportunity Analysis and Industry Forecast, 2021–2030.
https://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genome-editing-market-A12445, 2022 年 2月 1日访问。

譻訛 2021-2027 年中国基因治疗行业市场研究分析及发展规模预测报告， 载产业信息网， 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109/
973682.html， 2022年 2月 8日访问。

引言

基因治疗 （Gene Therapy） 是指将外源正常基因插入靶细胞以替换有缺陷的或异常的致病基因，
也包括将外源基因插入患者的靶细胞从而借外源基因制造的产物来治疗疾病。① 基因治疗分为体细
胞基因治疗和生殖系基因治疗。 随着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的出现， 基因治疗拥有更加便
捷、 高效的工具， 一批欧美基因治疗生物科技公司相继上市。 据市场研究机构 Allied Market
Research 分析和预测， 全球基因编辑市场将从 2020年度的 48.1亿美元增长到 2030 年的 360. 6 亿美
元，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2.3%； 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基因编辑和医学遗传学投入资金增加， 该机构报
告中预测亚太地区的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 25.2%。②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 《2021—2027 年中国基因
治疗行业市场研究分析及发展规模预测报告》 显示， 2020年中国基因治疗市场规模为 2380 万美元，
2016—2020 年的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 12.2%。③ 近年来国内 CGT 临床试验的大量开展、 基因治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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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陆续获批上市及相关产业政策支持， 智研咨询预计中国基因治疗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
中国对 CRISPR 技术的研究位于国际前列， 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④ 中国于

2015 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报告了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工程；⑤ 2018 年 11 月 26 日， 中新网上发布了
题目为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的报道，⑥ 贺建奎生殖系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轰动科技界。 针对贺建奎事件的恶劣行为， 中国法院最终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贺建奎有期徒刑三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 万元。⑦ 中国的这两次基因编辑事件均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和批评，
我国的基因治疗规制体系也饱受诟病， 尽管贺建奎事件后， 中国政府进行了系列针对性的立法行
动， 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以下简称 《生物安全法》） 专章规定 “生物技术研
究、 开发与应用” 安全和 《刑法修正案 （十一）》 （2020 年） 增加刑罚打击非法基因编辑类犯罪， 试
图规制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及应用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 中国基因治疗的规制措施仍有不少问题，⑧ 在
资本的强势扩张下， 现有的伦理审查和风险规制措施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 如何在资本投入阶段启
动法定的伦理审查从而及时叫停违反伦理道德的基因治疗研发项目， 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

一、 基因治疗投资阶段的伦理规制困境

（一） 法定的伦理审查并不管辖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

基因治疗技术研究以治病救人为目的， 其属于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现卫生健康委员会） 于 2016 年颁行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以下简称
《伦理审查办法》）， 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属于 《伦理审查办法》 所规定的伦理审查对象吗？ 根据
笔者以下的分析可知， 《伦理审查办法》 中规定的法定伦理审查并不管辖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
《伦理审查办法》 的第一条明确了立法目的———运用法治来维护人的尊严、 尊重和保护受试者的合
法权益以及规范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⑨ 《伦理审查办法》 的第七条规定： “从事涉
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并应当
设立伦理委员会”， 同时该办法具体规定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设置、 审查程序、 知情同意保护、 对
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行政性管理和委员会的违法责任。 也即由机构内审查委员会 （Institute Review
Boards） 负责保护受试者权益和保障人群整体的尊严。 具体而言， 伦理委员会负责对受理的申报项
目开展伦理审查和提供审查意见。 其中， 《伦理审查办法》 的第十九条规定， 伦理审查申请人在申
请伦理审查时需要向机构内的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项目方案和受试者知情同意书。 与之相应， 《伦
理审查办法》 的第二十条规定， 伦理委员会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重点审查研究项目的科学性和受试
者的权益保障情况。 综合可知， 依据 《伦理审查办法》 的规定， 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的 “申报项

譼訛 See supra note 譺訛.
譽訛 Liang P, Xu Y, Zhang X, et al. “CRISPR/Cas9-mediated gene editing in human tripronuclear zygotes.” Protein Cell, vol. 6, no. 363,

2015.
譾訛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载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jk/2018/11-26/8685635.shtml，

2022年 2月 8日访问。
譿訛 《“基因编辑婴儿” 案一审宣判， 贺建奎等三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载人民日报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54333 219580716977&wfr=spider&for=pc， 2022年 2月 8日访问。
讀訛 Li J R, Walker S, Nie J B, et al. “Experiments that led to the first gene-edited babies: the ethical failings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better governanc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B, vol. 20, no. 1,2019.
讁訛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7年第 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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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是指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且受试者已确定的项目， 并且重点在于保障研究项目中已确定的受试者
的生命健康、 人格尊严、 隐私等合法权益从而维护人类整体的尊严。 基因治疗研究的投资行为在时
间顺序上先于临床试验， 两者属于具有时间先后差序且属性不同的行为， 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的
“申报项目” 并不包括资金来源、 资金多寡和资金能否投入等投资属性的问题。 因而， 《伦理审查办
法》 中规定的法定伦理审查并不管辖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

（二） 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的自治性风险评估

1. 资本逐利要求投资人进行风险评估
现行法中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克以基因治疗研发机构在投资阶段恪守伦理审查的法定义务，

这里的伦理审查主要包括技术的安全和伦理争议等方面。⑩ 尽管基因治疗的投资人并无法定的伦理审
查义务， 但是投资人是否有包括伦理风险评估在内的法定风险评估义务呢？ 依据 《生物安全法》 的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从事高风险、 中风险生物技术研究、 开发活动， 应当进行风险评估， 制定
风险防控计划和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降低研究、 开发活动实施的风险。 基因治疗新技术的研究
目前属于中高风险的生物技术研究。 但是， 从文意解释和体系解释来理解， 该条款规定的风险评估
并非是遏制资本流入 “非法的” 基因治疗技术的研发， 而是对合法的基因治疗技术研发风险的管
控。 既然没有外部的强制性法律义务要求基因治疗研发机构必须开展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 是否意
味着投资人无需进行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呢？ 实则不然， 资本具有 “趋利避害” 的本质， 资本运营遵
循着资本逐利规律。輥輯訛 依据企业财会理论， 投资阶段的风险—收益分析已然是组织投资行为的惯例。輥輰訛

基因治疗产业作为以生物医学新技术为第一驱动力的产业， 属于技术驱动、 资金密集和风险密
集型的生物制药产业， 并且具有产品开发周期长和成功率低的行业特征。輥輱訛 基因治疗作为风险密集
型产业， 其资本融入属于风险投资， 并且实现投资增值的根本在于项目潜在收益的挖掘和风险 （包
括伦理风险） 的规避。輥輲訛 因而， 笔者认为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是基于资本逐利规律下的必然行动，
亦是除科学家自由心证和学术共同体科学文化约束之外的风险规制路径上的第一道关卡。 中国著名
医学伦理学家丛亚丽教授在就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中， 将投资环节的项目
评审作为高风险基因编辑技术实施路途上的制约要素，輥輳訛 和笔者的观点一致。 概言之， 资本逐利要
求投资人在资本投入阶段进行包括伦理风险在内的风险评估。

2. 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具有私人自治的品性
基因治疗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主体是投资方本人。 资本自身为了逐利， 对拟投资的技术研发项

目进行私人自治性的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的私人自治是指， 投资方本人为了保障其金钱资本成功转
化为技术资本， 投资方进行自由最大化诫命。輥輴訛 私有化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民商法上的私人自治行
为， 私人主体进行投资前的收益评估、 投资与否的抉择以及投资数额的确定等均是私人自治事项，
遵循私法自治原则。輥輵訛 私法自治原则具体到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的风险评估事项， 其展开意义是，

輥輮訛 王康： 《人类基因编辑多维风险的法律规制》， 载 《求索》 2017年第 11期。
輥輯訛 王红建、 张丽敏、 曹瑜强、 李茫茫： 《持股金融机构、 资本逐利规律与实体企业竞争力———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框架的实证研

究》， 载 《财经研究》 2020年第 10期。
輥輰訛 朱新财： 《生物技术研发不确定性与投资研究》， 载 《管理评论》 2013年第 1期。
輥輱訛 彭朝晖： 《基因治疗产业现状》， 载 《生物产业技术》 2009年第 3期。
輥輲訛 俞颖： 《我国风险投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于高新技术项目产业化过程的分析》， 载 《经济问题》 2008年第 4期。
輥輳訛 丛亚丽：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制度层面的反思》， 载 《医学与哲学》 2019年第 2期。
輥輴訛 易军： 《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 载 《法学研究》 2012年第 3期。
輥輵訛 王觊： 《国家干预公司自治的限度》， 吉林大学 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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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郑志刚： 《利益相关者主义 V.S.股东至上主义———对当前公司治理领域两种思潮的评析》， 载 《金融评论》 2020年第 1期。

基因治疗技术的投资人在风险评估中有绝对的决定权来对风险点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风险评估的主
要风险点包括安全风险、 合规风险、 知识产权风险、 伦理风险或不公正风险等， 这一揽子选项的决
定权完全属于投资人所有。 并且， 不同的风险排序将直接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决策。 比如， A 项基因
治疗技术研发方案， 在 10 分制度量衡下， 安全风险数为 6， 知识产权风险数为 1， 法律风险数为 7，
伦理风险数为 6， 不公正风险数为 5。 B 项基因治疗技术研发方案， 在 10 分制度量衡下， 安全风险
数为 3， 知识产权风险数为 6， 法律风险数为 3， 伦理风险数为 3， 不公正风险数为 2。 投资人在综
合考量各项风险点的重要性及其风险数值后， 如果其将知识产权安全性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那么该
投资人将会尽可能地选择知识产权风险数更小的 A 方案。 投资人如此这般的风险点偏好选择的范
式， 导致了其他风险点被选择性地忽视。

3. 投资人资本收益最大化是投资阶段风险评估的唯一标准
资本逐利驱动投资人自治性地开展基因治疗技术研发的风险评估， 得到风险评估数值之后， 投

资人将各项风险的金钱成本总合和基因治疗技术给投资人所产生的预期金钱利益进行比较。 如果资
本的金钱收益大于各项风险的金钱成本总和， 投资人在此项基因治疗技术研发方案中就有利可图，
从而作出支持投资的决策。輥輶訛 在投资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技术安全风险、 法律合规风险、
知识产权风险、 伦理风险等被折算为运营成本。 比如， 技术安全风险被换算为民法上消费者的侵权
损害赔偿额以及行政法上的处罚额， 伦理风险被换算为企业运营上的公关费用和宣传费用， 等等。
另外， 在投资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基因治疗技术所具有的各种风险数值也仅以投资人的损失作
为唯一衡量指标， 而未将投资人以外的其他主体的权利克减纳入其中。 具体而言， 基因治疗技术的
受试者或消费者的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等人身权利在 “成本—收益” 核算中被降格为投资人的
成本支出， 也即临床实验的受试者或治疗技术的消费者的人身权利因投资人的财产利益而遭到了降
格和克减。 另外， 公序良俗等社会伦理同样因投资人的财产利益而被降格。 概言之， 在投资人利益
最大化的过程中， 受试者或消费者的人身权利和社会的伦理价值等被降格为企业的运营成本， 人身
权利和社会伦理价值等高阶利益降格为给投资人利益让路的低阶利益。

二、 临床试验阶段伦理审查的基本界定

投资人在基因治疗投资阶段并无法定的伦理审查义务， 投资人在资本逐利和对资本增值负责的
道义下开展包括伦理风险评估在内的自治性风险评估。 投资人在投资阶段进行的风险评估是一种简
化为成本—收益的评估， 伦理风险被折算为企业运营成本， 人格权和社会伦理价值被降格和忽视。
临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能否被前移至投资阶段？ 假设将法定伦理审查前移到投资阶段， 在制
度设计上又该如何处理投资阶段伦理审查和后续阶段伦理审查的关系？ 要解答上述两个问题， 前提
是厘清临床试验阶段的伦理审查的特征。

（一） 临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

1. 机构内伦理委员会是三级监管体系中的实质审查主体
《伦理审查办法》 指出： “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全国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监督

管理， 成立国家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成立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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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监督管理。” 《伦
理审查办法》 第七条规定： “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
任主体， 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 依据 《伦理审查办法》， 我国形成了 “国家—省级—机构内置” 伦
理审查的三级监管体系。 其中， 国家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的重大伦
理问题进行研究， 提供政策咨询意见。 省级的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通过指导、 检查、 评估机构内审
查委员会的工作来保障伦理审查的规范化， 并且对伦理委员会提供培训和咨询等， 其中评估工作的
内容包括机构内审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规章及程序的规范性、 过程的独立性、 结果的可靠性和管
理的有效性等。

概括而言， 我国现有的事关伦理判断的委员会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咨询性质的委员会， 国家
和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属于咨询性质的委员会； 另一种是实质审查性质的委员会， 医院、 企业
等机构内审查委员会属于实质审查性质的委员会。 但由于目前具有实质审查性质的委员会本身并非
由官方筹建， 而是民间的医疗机构、 高校等科研机构和民营科技企业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 可以将
现有的伦理审查称为民间伦理审查， 不是公权力介入下的官方伦理审查。輥輷訛 《伦理审查办法》 要求机
构内置的伦理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必须引入机构外的专家， 避免机构内置伦理委员为沦为受机构操
控的摆设。 尽管引入机构外成员的伦理委员会开展伦理审查从而维护科研活动的善与正当， 但问题
在于这种审查的独立性很难被保证， 同时极容易被其所在机构本身操纵。輦輮訛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
件中， 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否认进行过伦理审查， 更让社会对伦理审查制度的信任蒙上一层阴影，
后经查明该伦理审查书确系贺建奎团队伪造。輦輯訛 可见， 我国官方建立的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在对机
构内审查委员会的监管权上存在监管真空和制度性不足。

2. 受试者生命健康权、 隐私权和社会公序良俗是伦理审查的保护对象
《伦理审查办法》 第十八条指出， “生物医学研究应当首先将受试者人身安全、 健康权益放在优

先地位， 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利益； 研究的风险与受益比例应当合理， 力求尽可能地避免伤害受试
者”。 由此可知， 该立法精神主要是避免和杜绝生物医学研究为了获得企业资本利益、 科学价值和
社会利益而牺牲受试者的生命健康权、 隐私权以及公序良俗等社会价值观。 《伦理审查办法》 设立
了 “知情同意原则” “风险控制原则” “ 免费和补偿原则” “隐私保护原则” “依法赔偿原则” 和 “弱
势群体特殊保护原则” 来落实受试者生命健康权、 隐私权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保护工作。輦輰訛 因而， 临
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小风险评估中 “投资人利益最大化” 造成 “受试者
和社会伦理价值缄默” 的危险。 与此同时， 机构内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包含生物医学领域和伦理
学、 法学、 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 由于自然学科专家和人文社会学科专家在价值立场有较大差异，
前者思考 “什么是科学家可做到” 和 “什么是有利于科学进步”， 后者考量 “什么是社会允许做”
和 “什么是有利于公平正义、 公序良俗等社会核心价值观”，輦輱訛 因而， 伦理委员会汇集自然学科和人
文社会专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多方面和全视角地保障受试者和社会伦理价值。

輥輷訛 满洪杰： 《我国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组织立法的检讨与重构》，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21年第 2期。
輦輮訛 谭波： 《“深圳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中伦理审查的法治考问》， 载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2期。
輦輯訛 广东初步查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载新华社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3252989819686423&wfr=spider&for=pc，

2022年 2月 10日访问。
輦輰訛 关于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的解读， 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 http:/ /www.nhfpc.gov.cn/zwgk/jdjd/

201611/e83d2ecb1e6645999437506a4e060a27.shtml， 2022年 2月 10日访问。
輦輱訛 Liam W. Harri. “Recognizing and Legitimizing the Transnational Scientific Governance of Human Gene Editing.” McGill Journal of

Law and Health， vol. 11, no.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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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设监管存在基础薄弱问题
机构内置伦理委员会负责的伦理审查具有较强的机构内部视角， 很难保障其独立性。 因而， 代

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机构需要以外部规制力介入其中。 在外部规制力量中， 一方面是官方伦理委员会
对机构内伦理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管。 具体而言， 依据 《伦理审查办法》 的有关规定， 省级医学伦理
专家委员会应当对医疗卫生机构内置的伦理委员会进行检查和评估，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或
者建议。 与此同时， 国家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对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 检查和
评估， 并且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的重大伦理问题进行研究， 提供代表官方的政策咨询意见。
另外， 《伦理审查办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 对风险较大或者比较特殊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
审查项目， 伦理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申请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协助提供咨询意见。 立法用语使
用 “可以” 而不是 “应当”， 表明研究项目的风险大小如何、 伦理争议特殊与否以及申请省级医学
伦理委员会提供咨询与否等均属于机构内伦理委员自主决定的事项。 综合而言， 官方伦理委员会对
机构内伦理委员会的指导是一种无强制力的咨询性指导， 对机构内伦理委员会的监管是一种事后性
的监管模式， 官方力量并不介入机构内伦理委员会对 “申报项目” 的伦理审查和决策过程。

外部规制的另一方面是， 科研主管单位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研发的监管以及医疗主管单位对生物
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的监管。 《生物安全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从事高风险、 中风险生物技术研究、
开发活动， 应当依法取得批准或者进行备案。 人体基因治疗技术研发活动目前属于中高风险的生物
技术研发， 其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向法定监管机构申请许可或进行备案后方可实施。 依照
《立法法》 的规定， 《生物安全法》 经由全国人大立法， 属于 “法律”， “法律” 规定了 “中高风险生
物技术研发应当 ‘依法’ 许可审批或备案”， 国务院的部委作为执行 “法律” 的主体， 其应当在部
门权限范围制定部门 “规章” 来执行法律规定的事项。 科技部作为指导生物新技术研究的主管单
位， 其应当针对中高风险的生物技术研究的审批或备案事项制定实施细则， 从而为中高风险的生物
技术研究的审批或备案事项的落地提供技术性法律依据。 另外， 国家卫健委作为指导生物新技术临
床应用的主管单位， 其应当针对中高风险的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审批或备案事项制定实施细则， 从
而为中高风险的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审批或备案事项的落地提供技术性法律依据。

从国家科技部于 2017 年颁布的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18 年颁布的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的立法内容来看， 上述两部委的规章内容比较粗糙，
并未明确界定哪些生物技术研发活动属于中、 高风险， 更没有界定中、 高风险生物技术研发活动中
哪些研发活动属于需要实行许可审批制以及哪些活动又属于需要实行备案制。 从目前的立法来看，
基因治疗技术研发与临床应用是否得许可审批或备案并无法律依据可循， 属于监管的真空状态。 因
而， 基因治疗技术研发与临床应用的外设监管存在基础薄弱问题， 公权力外部规制在我国发挥着一
种模糊性的指引作用， 并不能够实质性地发挥风险规制的功能。 我国基因治疗风险规制的真正主体
是机构内伦理委员会， 是一种内生性自我监管， 而非外在公权力主体的介入性监管。

（二） 临床试验阶段医方的附带性审查

《生物安全法》 的第四十条规定， 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应当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
构内进行， 其中进行人体临床研究操作的， 应当由符合相应条件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行。 依据此
规定， 我国确立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科—医合作” 模式， 并且将医方引入生物医学新技术
临床研究的专家群体， 使其成为临床试验受试者利益保护的监管者和利益保护的责任人。 《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1998 年）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2021 年） 均确立医务人员守卫患
者健康的神圣职责。 基因治疗中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本质是研发新的医学技术来守卫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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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健康， 其技术研发和技术临床应用二分为两类专家群体———科研群体和医务人员。 科研群
体在进行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时， 其关注点在于追求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学科的进步； 医务人员
在进行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时， 其关注点在于治病救人。 另外， 科研群体在日常科研活动中，
其更多的是通过开展动物实验来验证其科学方案的安全和有效性。 科研群体对以人为科研对象的诊
疗活动并无相应所需的专业知识， 并且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还涉及人体受试者的临床并发症等
复杂医学实践问题， 单纯的科研群体并无必备的医学知识和行医能力予以解决。 当然， 当代中国的
三级甲等医疗机构中很多医务人员具备医生和科学家双重角色， 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基础科研的
学术群体和临床医务人员角色二分带来的科研活动风险。 因而， 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人体临床研究操
作由合格的医务人员执行， 此种立法行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然而， 从实践中来看， 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作为临床工作者并不一定对生物医学新技术本身有足够的认知， 其从临床角度为受试者的权
益保障和技术伦理争议监管提供的帮助有限。 因而， 临床试验阶段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医疗
职业性审查仅仅是一种附带性审查， 并不能成为技术风险规制的主力军。

三、 伦理审查前置于基因治疗投资阶段的价值秩序

（一） 突破基因治疗投资阶段自治性风险评估的窠臼

1. 风险评估异化为成本—金钱收益分析
投资人之所以对基因治疗研究项目投入资金支持， 其最核心的目的在于追求尽可能多的盈利。

由投资人主导的风险评估容易异化为成本—金钱收益分析。 成本-金钱收益分析的万能公式将丰富
多彩的风险转化为单一的企业运营成本。 具体而言， 患者的人身安全被转化为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补
偿金以及行政处罚中的罚金； 技术的伦理争议被转化为 “花钱堵人口舌” 的公关费用； 等等。 概言
之， 在成本—金钱收益分析过程中， 患者、 社会大众等其他人的权益均可被换算为企业成本， 并且
是以企业资本的盈利做为换算的唯一度量衡。 相比较而言， 法定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汇集自然学
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专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多方面和全视角地保障受试者利益和社会利益， 保
障消费者人身安全、 社会稳定、 公序良俗价值和公平公正价值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

2. 风险评估是私人自治而缺乏外力约束
目前， 基因治疗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人是投资方本人， 投资方本人负责对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

估和决策。 投资方在投资阶段的风险规制中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 在投资环节， 投资人经过利
益—风险评估之后， 如果有利可图， 投资人就自行决定对特定的基因治疗研发项目进行投资， 从而
让该项目带着资本往下推进。 在投资阶段的风险规制整个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外部主体对投资人的
评估行为进行外力约束或检视。 如此这般， 最终是对投资人最有利益的基因治疗技术方案得以启
动， 至于该方案是否对患者和社会有害， 或者有何种程度的损害， 这些要素均在投资人自主斟酌的
黑匣子中被暗箱操作掉了。 与之相反， 伦理委员会的设置依据 《伦理审查办法》 要求， 其组成人员
必须包含机构外人员， 这些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作为负责人公民的代表对科研项目进行外力约束。
因而， 确有必要将外部约束力引入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环节。

（二） 预防临床试验阶段法定伦理审查的病变

1. 扼制资本对临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的侵蚀
依据边际成本理论， 企业运营行为越往后发展， 其运营的成本越大。 因而， 企业为了避免前期

的投资沦落为无效的沉默成本， 企业突破法律和伦理规制的动力随着科研项目的推进而进一步加
大。 我国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是机构内置的自主审查， 其独立性本身就受到一定程度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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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当控制资本的管理层已经做好投资决策部署后， 作为机构组成部分的机构内审查委员会更容易
被组织规训为科研投资项目落地的服务者， 而不是科研项目向前推进的绊脚石。 如此这般， 已经获
得管理决策层审批的科研方案带着为投资人谋利的使命启动， 依附于机构资金供给的机构内审查委
员会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公正的伦理审查， 这是一件引人质疑的事情。 当机构内部风险规制核心
力量———法定伦理审查失效之后， 将希望寄于最后开展临床操作的医务人员， 无疑是远水难救近
火。 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基因治疗市场规模有 2380 万美元， 并且在以 12.2%以上的年复合增长
率增长， 如此庞大的利益市场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突破现有规制措施的囚牢。 现实世界中， 贺建奎事
件正是上述流程的最佳印证。 据天眼查显示， 贺建奎是 7 家公司的股东、 6 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并且是其中 5 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这 7 家公司的总注册资本为 1.51 亿元。輦輲訛 贺建奎进行生殖系基
因编辑具有极强的利益驱动，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贺建奎等 3 名被告人非法行医一案进行公开
宣判中， 法院将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行为认定为 “追名逐利”。輦輳訛 正是投资的多米诺效应导致贺等人伪
造伦理审查材料， 并致使伦理审查和患者知情同意程序形同虚设。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
水来。” 因而， 加强源头活水的治理和对投资阶段进行伦理审查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

2. 弥补临床试验阶段的伦理审查对社会伦理争议的忽视
《伦理审查办法》 的主要内容是在构建保护受试者合法权益的体系。 从该法第二十条所列举的

12 条伦理审查的重点内容来看， 仅有第十一条是要求审查社会舆论风险， 其余 9 条均是直接以受试
者合法权益保障为主题。 生物医学技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受试者作为技术操作的直接受体， 其理
应成为伦理审查中保护的重点对象。 然而， 当伦理审查者将视域主要聚焦于受试者个体时， 容易忽
视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的伦理价值， 因为受试者的个体利益不一定总是和社会公共的伦理价值相一
致。 个人的自由主义和公共善的社会责任之间的紧密关系始终是国家治理经验中的一部分。輦輴訛 以人
类生殖系基因增强技术为例， 人类中有不少个体痴迷于追求自身和后代完美的冲动， 个体通过技术
进步实现塑造完美自身的愿望和人类整个社会的传统智慧———反对化人为神———具有不可协调的内
在矛盾。輦輵訛 生物医学技术的临床应用对受试者本人而言是利大于弊且完全符合受试者的心之所求，
但是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传统价值而言可能具有某种损害。 在这种可能的情形下， 伦理审查委员会
如果将视域主要聚焦于受试者个体， 那么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伦理价值将成为受试者个人利益的牺
牲品。 因而， 当临床试验阶段由于其自身属性而天然聚焦于受试者的利益保护时， 确有必要在临床
试验前的投资阶段针对技术的社会伦理争议开展更为专业的伦理审查。 前后阶段各有侧重并形成互
补合力， 从而保障社会伦理价值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共同实现。

四、 伦理审查前置于基因治疗投资阶段的基本路径

依据上文的分析可知， 法定的伦理审查并不管辖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 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
为的现有伦理审查属于自治性风险评估。 投资阶段自治性风险评估的问题有： （1） 投资人利益最大
化驱动风险评估异化为成本—金钱收益分析； （2） 成本—金钱收益分析过程中， 患者人身安全、 隐

輦輲訛 陈冰： 《贺建奎的 “生意”》， 载 《新民周刊》 2018年第 46期。
輦輳訛 参见前引譿訛。
輦輴訛 张康之：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载 《行政论坛》 2000年第 4期。
輦輵訛 [美] 迈克尔·桑德尔： 《反对完美： 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黄慧慧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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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安全、 社会公序良俗和公平公正价值自身的重要性被忽视； （3） 投资阶段的风险评估出现了裁判
员和运动员同为一体的情形， 从而缺乏外力约束。 与此同时， 临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在资本
扩张面前大打折扣， 并且一旦 “坏” 资本支持的带病项目启动， 后续阶段的伦理审查对项目进行阻
止的难度增大。 另外， 临床试验的法定伦理审查聚焦受试者保护而并未足够重视技术的社会伦理争
议， 需要在投资阶段针对技术的社会伦理争议开展更为专业的伦理审查。 综合诸多原因， 基因治疗
研究投资行为的法定伦理审查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 需要进一步分析， 是否有成熟的理论依据能够
支持将法定伦理审查前置于基因治疗的投资阶段， 以及前置的法定伦理审查是机构内置还是官方外
设更为合适。

（一） 道德投资奠定了理论基础

道德投资是金融领域内发展最快的模块之一， 其在 “社会责任投资”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简称为 SRI） 这个别称下， 逐步成为金融投资市场的主流趋势。輦輶訛 道德投资或社会责任
投资兴起于英国 《养老金法》 （Pensions Act） 改革的实践。 在英国， 学术界将道德投资定义为负责
任的和可持续的投资， 用来描述投资者在向组织和企业投入资金时， 社会、 环境和道德准则对投资
行为产生的影响。輦輷訛 自 2000 年 7 月 3 日起， 所有英国私营部门养老基金在法律上都必须考虑社会责
任投资和股东社会责任投票权作为其整体投资政策的一部分。 其改革的基础是 1995 年 《养老金法》
第 35 节中的条款， 该条款规定所有养老基金的受托机构都得履行投资原则声明 （Statement of
Investment Principles， 简称为 SIP） 的法定义务。 声明中必须涵盖投资类型以及投资、 风险、 回报和
变现之间的平衡。 2007年的新法规要求所有基金受托机构在其基金的 SIP 中增加以下考虑： 受托人
在选择、 保留和实现投资时考虑社会、 环境或道德因素的程度。輧輮訛 道德投资或 SRI 发展到当下， 在
全球投资基金中的主流化已经将最初 “做好事” 的目标转变为对盈利能力的追求。輧輯訛

我国学者关于道德投资或 SRI的研究起步的较晚， 最早以道德投资为主题的学术文章是李敏岚輧輰訛

等于 2002 年发表的 《责任性投资———国外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刘波等在总结国内外关于道德
投资或 SRI 的研究后， 综合性给出道德投资或 SRI 的定义： “通过投资获取金钱回报， 同时满足投
资者道德要求， 实现环境、 社会或公司治理的改善， 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投资方式。”輧輱訛 在中
国企业的投资实践中，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价值取向主要或基本是集中于 “环境保护” “社区
回馈” 和 “劳资关系” 三个领域，輧輲訛 尚未深入到 “科技风险禁区” 领域的讨论。 另外， 随着 《民法
典》 将绿色原则确认为中国民法的基本法律原则， 环境保护已然成为民事投资行为的法定要求。 道
德投资或 SRI 除了涵盖 “环境保护” “社区回馈” 和 “劳资关系” 问题， 其在国外起源时就包括对
投资行为和 “反战争” “控烟” 和 “控酒精” 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輧輳訛 因而， 科技风险作为一个非常
重要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基因治疗技术作为当下极具伦理争议的话题， 其理应成为道德投资或 SRI

輦輶訛 Sparkes R. “Ethical investment: whose ethics, which investment?”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vol.10, no. 3， 2010.
輦輷訛 Ward S.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London: Directory of Social Change, 1986.
輧輮訛 See supra note 輦輶訛.
輧輯訛 Revelli C.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 From mainstream to margin?”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vol.

39, no. 1， 2017.
輧輰訛 李敏岚、 何捷： 《责任性投资———国外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载 《软科学》 2002年第 6期。
輧輱訛 刘波、 郭文娜： 《社会责任投资:观念的演化及界定》， 载 《软科学》 2009年第 12期。
輧輲訛 唐鹏程、 杨树旺；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模式研究： 基于价值的判断标准》， 载 《中国工业经济》 2016年第 7期。
輧輳訛 Winnett A, Lewis A. “ You’d have to be green to invest in this: Popular economic models, financial journalism, and ethical

invest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21, no. 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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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内的关切对象， 以及道德投资理论也理应成为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的伦理审查的理论基础。
也即， 依据道德投资理论， 社会的道德准则应当对投资基因治疗行为产生约束性规范， 对投资基因
治疗行为开展法定的伦理审查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二） 美国基因重组的伦理审查提供了域外借鉴

在有关基因治疗风险规制的域外立法实践中， 美国实行伦理审查前置于投资阶段的制度。 在美
国， 任何一项重组或合成核酸技术研究项目若想从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获得资助， 其必须接受
专业咨询委员会的审查， 如果是高风险或新兴的重组或合成核酸技术研究， 还需通过国立卫生研究
院院长的审批。 国立卫生研究院针对生物技术研究项目开展的审查包括伦理争议问题的考量， 符合
安全、 伦理等要求的方可获得资金支持。輧輴訛 有学者认为， 美国的做法具有局限性， 而我国将所有涉
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全部纳入伦理审查管辖范围之中， 不存在法规范上的漏洞。輧輵訛 与之相反， 笔者
认为， 在注意到美国以受联邦资助为伦理审查前提的缺陷时， 不能忽视其做法中包含的有益之处。
虽然美国政府将资助和伦理审查绑定， 从而导致自筹资金的基因重组研究不受监管， 但是， 资助和
伦理审查绑定使接受伦理审查成为科研机构获得政府资金投入的前提要件。 因此， 通过此种制度设
计， 美国将基因治疗研发的伦理审查提前至投资阶段。 另外， 美国立法规定， 任何基因重组技术的
产品想要获得 FDA 注册批准上市， 其必须接受 IRB （机构内审查委员会） 的伦理审查， 而不论该基
因编辑技术产品研发是否受政府资助。輧輶訛 从而， 美国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将资助和伦理审查绑定
带来的局限性。 美国从源头上将政府资金和危险的基因编辑技术分割， 较好地避免了资本自我扩张
力对伦理审查制度的破坏。 综合而言， 中国可借鉴美国将伦理审查前置于投资阶段的做法， 依据道
德投资的相关理论， 将存有伦理问题的基因治疗研发项目尽早地叫停在投资阶段。

（三） 临床试验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提供了参照模型

据上文分析可知， 我国生物医学技术研发的伦理审查中， 实际发挥直接效用的是机构内置的伦
理审查， 这是一种内生的自主性监管， 而非外在公权力的介入性监管。 与此同时， 《伦理审查办法》
关于机构内伦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规章制度、 审查程序、 监督检查及违法责任等均做了详细的制
度设计。 笔者认为， 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可以在结合自身需求的情形下参照机构内伦理委员会的制
度设计， 而无需针对基因治疗研究投资行为重新设计一套由官方组织的且外设于研究机构之外的伦
理审查体系。 另外， 机构内置的伦理审查比官方外设的更具优势。 目前， 域外国家中， 以美国为代
表的基因重组研究的伦理审查机构是内置于机构内的，輧輷訛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基因重组研究的伦
理审查机构是独立于机构外运行的。輨輮訛 享誉全球的科技政策和科学社会学专家贾萨诺夫教授
（Jasanoff） 在其论文 《第五部门—当科学顾问成为政策制定者》 （THE FIFTH BRANCH—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 中指出， 专家群体的同行评议成为生命科学、 核物理、 转基因农作物、 环

輧輴訛 Paradise J. “U.S.Regulatory challenges for gene editing.” The SciTech Lawyer， vol. 13, no. 1， 2016.
輧輵訛 陆麒、 姜柏生： 《谈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的修订对我国伦理审查工作的影响》， 载 《医学与哲学 （A）》

2017年第 11期。
輧輶訛 Grant E. “FDA Regulation of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CRISPR-CAS Gene-Editing Technology.”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vol.

71, no. 4， 2016.
輧輷訛 Eileen M. Kane. “Human Genome Editing: An Evolving Regulatory Climate.” JURMETRICS, vol. 57, no. 1， 2017.
輨輮訛 满洪宇： 《人体试验法律问题研究———以受试者权利保护为核心》， 复旦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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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等领域的必备要件， 科学家在其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高技术含量决策的首要裁决者。輨輯訛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属于高技术含量的学术研究， 相较于官僚政府机构的公务人员， 技术专家共
同体对技术本身更具有评议的资格。 依据 《伦理审查办法》 的规定， 机构内置的伦理委员会成员均
由包括科技专家、 伦理专家和法律专家等技术专家构成， 其并不包含外部的官方公务人员。 另外，
由上文分析可知， 我国伦理审查的外设监管存在基础薄弱问题。 因而， 结合中国实际， 在投资阶段
参照已有的机构内置的伦理委员会比重新设计一套官方组织的且外设于机构之外的伦理审查体系更
具优势。

（四） 基因治疗投资阶段的法定伦理审查路径

关于重组 DNA 技术研发， 以美国为例， 其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不同于临床试验阶段的伦理审
查， 两者各有审查内容的侧重点。 其中， 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并不涉及具体受试者
权益保护的问题， 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需要直接应对社会公众的伦理焦虑和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理
念。 在美国， 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由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和 NIH 内设的新兴和卓越生命技术研
究咨询委员会 （NExTRAC） 共同负责， 两者对申请资金支持的生命技术研究新项目进行伦理议题的
审查， 包括判断新兴生命技术对社会价值观和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影响。 具体到我国而言， 我国应
当加快建立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内设的伦理审查机制， 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定位为公费科研中伦
理把关的第一人。 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在对生命技术研究新项目判断资助与否的同时需要考量新技
术研究的伦理议题， 对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共同价值观的新技术研究应当不予资金支持。

在科研资金自费的情形下， 自费的投资人应当作为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负责人和申请人， 由其
负责组建临时伦理委员会， 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临时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投资人未
设立伦理委员会的， 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的投资行为。 投资人在投资阶段设立的伦理委员会
具有临时性特征， 投资行为结束， 该伦理委员会随之解散， 但是相关活动材料应当予以封存并转交
负责开展该研究的机构的常设伦理委员会。 临时伦理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参照 《伦理审查办法》 规定
的机构常设伦理委员会的构成规则。 投资人向临时伦理委员会提交的材料时， 不同于常设伦理委员
会的运行规则， 投资人需要提交基因治疗技术方案的社会伦理研究报告， 从而保障该研究方案充分
考虑了新技术研究对社会价值观和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影响。 在其他方面， 临时伦理委员会的工作
参照机构常设伦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即可。

结语

本文建议， 通过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的修订， 将 “机构内伦理审查前置于
基因治疗投资阶段” 的制度设立为基因治疗投资人的法定义务。 具体而言， 建议在 《伦理审查办
法》 中新增设以下四个条文。 新增第一条： 涉及人的基因治疗研究项目的投资人作为投资阶段的伦
理审查负责人和申请人， 其负责组建临时伦理委员会， 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临时伦理委员会独立开
展伦理审查工作。 投资人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 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的投资行为。 投资结
束， 临时伦理委员会解散。 新增第二条： 临时伦理委员的人员构成参照本法第九条。 新增第三条：
投资人在申请投资阶段的伦理审查时应当向临时伦理委员会提交下列材料： （1） 伦理审查申请表；
（2） 研究项目投资人信息和研究项目经费来源说明； （3） 研究项目方案、 相关资料， 包括文献综

輨輯訛 S. Jasonoff, “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11, no. 3，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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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陇 西）

Abstract: China’s�gene�therapy�market�has�a�scale�of�hundreds�of�millions�RMB�and�maintains�a�
compound�growth�rate�of�more�than�10%�every�year.�The�combination�of�capital�and�gene�therapy�
technology� undoubtedl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technical� risks� and� alienates� scientists� into�
scientists�and�businessmen.�The�gene�editing�baby�incident�was�defined�by�relevant�organizations�
as�a�criminal�act� in�pursuit�of�commercial� interests.�At�present,� there� is�no�corresponding� legal�
ethical�review�on�the�investment�behavior�of�gene�therapy�research�in�China.�The�author�believes�
that�in�the�investment�stage�of�gene�therapy�research,�the�existing�autonomous�risk�assessment�has�
the�problems�of�absolute�priority�of�capital� interests�and� lack�of�external�constraints.�Moreover,�
the� limitations�of� legal�ethical� review� in� the�clinical� trial� stage�are�more�obvious� in� the� face�of�
capital�expansion.�Moral� investment� lays�a� theoretical� foundation�for� the�ethical� review�of�gene�
therapy� research� investment� behavior.� The� ethical� review� of� gene� therapy� research� investment�
behavior�in�China�is�necessary�and�feasible.�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at�the�built-in�ethical�
review�of�institutions�should�be�preceded�by�the�investment�stage�of�gene�therapy�research.

Key Words: Gene�Therapy;�Risk�Regulation;�Ethical�Review;�Moral�Investment

述、 临床前研究和动物实验数据等资料； （4） 基因治疗技术方案的社会伦理研究报告。 新增第四
条： 临时伦理委员会的其他伦理审查工作参照机构常设伦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上述立法
安排， 将 “机构内伦理审查前置于基因治疗投资阶段” 的制度设计落地为具体行动， 保障基因治疗
研究投资行为的伦理审查发挥预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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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政法的公共卫生法

[美] 爱德华·P.理查兹 著 李广德 译 *

内容提要： 公共卫生法是更人性化的行政法， 它能够将学生们更好地引进州和地方的行政
法世界。 公共卫生法曾是美国第一行政法， 早在美国殖民地时间就有着公共卫生行政法律
规制的实践， 可谓历史悠久。 在美国， 作为行政法的公共卫生法， 其议题包括州际贸易条
款、 司法审查标准、 正当程序、 行政搜查、 强制接种疫苗以及个人限制等。 然而， 在近几
十年里， 公共卫生法主要集中在健康保障中的个人自由问题， 且通常集中在艾滋病流行方
面， 这也导致美国法学院公共卫生法学议题和话题的极度收缩。
关键词： 公共卫生法 公共卫生法治 公共卫生法学 行政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2.005

* 爱德华·P·理查兹 （Edward P. Richards），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法律中心讲席教授； 李广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法学博士。 原文发表于美国 《健康保障法律与政策杂志》 （Journal of Health Care Law & Policy） 2007 年第 1
期， 第 61-88页。 本译文的提要和关键词由译者所加， 且对原文脚注略有删除， 并保留了原文注释体例和规范， 特此说明。

譹訛 See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1996). （回顾了美国 19 世纪公
共卫生和安全方面的州法规， 以及一般经济法规。）

譺訛 沙特克报告 （The Shattuck Report） 发现， 1840 年至 1845 年间， 波士顿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21.43 岁。 Lemuel Shattuck et al.,
Report of the Sanitary Commission of Massachusetts 1850, at 104 (Harvard Univ. Press 1948) (1850). 联邦卫生统计数据显示，
2004 年的预期寿命为 77.8 岁。 Nat’l Ct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ealth, United States, 2006 With Chartbook on Trends in the
Health of Ams. 176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cdc.gov/nchs/hus.htm.

过去五十年里， 法律实践最大的变化是从占主导地位、 规制私主体 （private parties） 之间关系
的私法向公法的转变。 公法能够规制私主体、 针对政府政策提起诉讼的当事人 （包括官方的和私人
的） 以及机构自身的运转。 行政法是公法法律学的核心 （jurisprudential core）， 它规范了法院、 政
府机构以及行政当事人 （ regulated parties） 之间的关系。 政府机构对民权革命 （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的重要性不亚于它们对环境法的重要性， 无论好与坏， 政府对现代医疗保健系统的发展
也同样重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很少有法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修行政法课程， 并且在许多学校，
学生的毕业成绩单上可能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公法课程。

公共卫生法曾是第一行政法。 殖民地曾遭受霍乱、 黄热病和天花等传染病的蹂躏。 早期州政
府往往会采取雷霆手段 （Draconian measures） 来控制这些疾病。 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 州 （state）
对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监管， 包括公共卫生和安全的核心领域。譹訛 1850 年至 2004 年，
对食品和水、 卫生和住房条件的规制， 加上强制性疫苗接种法律 （mandatory vaccination laws） 和隔
离传染病携带者等传染病控制措施， 使波士顿等城市的预期寿命提高了 50 岁以上。譺訛 而现代环境
法———即许多行政性法律文本的核心———是传统公共卫生法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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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五年里， 正如法学院所讲授的那样， 公共卫生法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实践中非常狭
窄的部分： 健康保障中的个人自由问题， 且通常集中在艾滋病流行方面。 选修这些课程的学生只看
到了公共卫生实践的一小部分， 忽视了联邦和州一级的公共卫生法和环境法之间的密切联系， 而且
几乎忽略了塑造大多数公共卫生实践的所有州和地方政府法律。 学生们将公共卫生法视为个人自由
法， 主要体现在制定法律以防止公共卫生权力机关在查明和跟踪艾滋病毒感染病例并采取疾病控制
措施以限制其传播 （方面的权力滥用）。譻訛 他们对这些政策的公共卫生后果了解甚少 （如果有的话），
例如助长艾滋病毒在男性感染者的女性伴侣中的传播， 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社区。譼訛 更重要的是， 这些
课程的学生将公共卫生部门视为社会福利机构， 认为公共卫生部门应该注重提供社会服务， 而不应
干涉个人自由。 这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解决诸如肥胖、 私下场合的吸烟以及许多环境规制法中必须
平衡的经济权利等问题的全面的公共卫生法模型。

公共卫生法被当作行政法来讲授， 该做法实际上将其纳入了一个广泛和易于理解的法律框架之
下。 这使学生对公共卫生法学有更广阔的视野， 并能更好地理解公共卫生法律及其实践的全面性。
对于学习行政法课程的学生来说， 公共卫生法提供的问题更容易理解， 也比州际商务委员会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和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的
案例更有说服力， 而这些案例是许多行政法学生的烦恼所在。 公共卫生法是更人性化 （human
scale） 的行政法， 它能够将学生们更好地引进州和地方的行政法世界。

一、 历史背景与最初意图

从殖民年代到十九世纪中期， 各州都被传染病所困扰和折磨。 现代世界， 我们已失去了对瘟疫
最原始的恐惧， 所以提醒学生们这些恐惧的力量和历史上传染病对社会造成的威胁是很重要的。譽訛

这一背景有助于学生理解为什么法院赋予立法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广泛的权力， 以及为什么公共卫
生法和国家安全法有共同的根源。

大多数殖民城市都建在水路或海岸线上， 因为贸易是通过水路进行的。 这些沿海地区往往被沼
泽和湿地所包围， 使这些殖民地遭受蚊子传播的疾病———黄热病和疟疾， 以及饮水传播的疾病———
伤寒和霍乱———所肆虐， 这些疾病都是因为糟糕的饮用水卫生所造成的。譾訛 天花和其他流行病在殖民
地城市经常出现， 肺结核 (肺病) 也经常出现。 经典著作 《老鼠、 虱子和历史》 (Rats, Lice and
History)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角：

在早期， 瘟疫是一种神秘的降临， 是高级力量愤怒的表现， 它从黑暗的地方冒出来， 无情、 可

譻訛 Stephen C. Joseph, Dragon within the Gates: the Once and Future Aids Epidemic 101 (1992) （“对流行病最初的公共政策的回应
设计， 似乎最重要的标准是保护公民自由免受公共卫生行动的滥用。 因此， 艾滋病政策中的传统智慧并没有寻求与保护个
人权利相一致的最有力的疾病预防战略， 而是变成了相反的一种淡化版： 一种用以衡量公共卫生行动的公民权利战略”） see
also City of New York v. New St. Mark’s Baths, 497 N.Y.S.2d 979, 982-83 (N.Y. Sup. Ct. 1986). （发现艾滋病造成的高死亡率是
因为在澡堂的危险性行为， 这表明 “令人信服的州利益” 侵犯个人结社自由权利和隐私权。）

譼訛 See Ct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CDC HIV/AIDS Fact Sheet: HIV/AIDS Among Women 3-4 (2006) , http://www.cdc.gov/
hiv/topics/women/resources/factsheets/pdf/women.pdf. （提供少数民族女性中艾滋病发病率较高的统计证据）。

譽訛 对 9· 11 事件之后炭疽信件歇斯底里的反应， 以及最近对禽流感的担忧， 都是由同样的原始恐惧驱动的， See Barry
DeCoster, Avian Influenza and the Failure of Public Rationing Discussions, 34 J.L. Med. & Ethics 620, 620 (2006) （过去一年， 公
众一直关注可能出现的禽流感大流行）； Barry Kellman, “Biological Terrorism: Legal Measures for Preventing Catastrophe”,
HARV. J.L. & PUB. POL'Y, 2001 (24) , pp. 417, 419. （生物恐怖主义确实是一个可鄙的主题， 引发了原始恐惧的噩梦。）

譾訛 See Alex Kreit & Aaron Marcus Raich,“Health Care and the Commerce Clause”, Wm. Mitchell L. Rev., 2005 (31) pp.957, 983.该文
献记载了诸如天花、 黄热病、 伤寒和疟疾等流行病在 19世纪早期席卷了美国东海岸的情况。

作为行政法的公共卫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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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而且不可逃避。 由于恐惧和无知， 人们做了一些增加死亡率和加重灾难的事情……恐慌滋生了
社会和道德的混乱； 农场被遗弃、 食物短缺； 饥荒导致了……内战， 在某些情况下， 也导致那些深
刻影响了精神革命和政治变革的狂热宗教运动。譿訛

第一份关于疾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沙特克报告 （The Shattuck Report）， 是 19 世纪 40 年代
末在马萨诸塞州完成的。讀訛 这项研究表明， 波士顿的预期寿命约为 21.5岁， 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
预期寿命有所下降。讁訛 该研究报告的第二部分———“家庭卫生运动”， 提供了关于殖民地传染病的详细
而可怕的观点 （view）。 此外， 《瘟疫与人民》 （Plagues and Peoples） 是一部关于传染病影响社会秩
序的政治史， 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传染病对国家构成的真实和可感知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
疾病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健康的威胁。輥輮訛

疾病威胁是传统公共卫生法的起源 （genesis） ———减轻危害、 传染病检疫、 管理食品和饮料的
销售———也是殖民时期政府的主要职能。 诸如波士顿和纽约等城市， 管理公共卫生事务的时间比它
们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时间还要长。輥輯訛 在美国宪法批准前后， 各城市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遏
制疾病的暴发， 特别是黄热病———它曾在一年夏秋两季内就杀死了费城 10%的人口。輥輰訛 史密斯诉特纳
案（Smith v. Turner） 讨论了海军检疫医院的经费问题， 尤其注意到了律师有关 1798 年费城黄热病流
行的论点。輥輱訛 这一案例表明， 宪法起草者对公共卫生措施了如指掌。 当起草者将警察权力保留给各州
时， 公共卫生行动是他们考虑的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輥輲訛 法院之所以接受这种权力， 是因为流行病对国
家的威胁与战争一样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尽管宪法历史上很少有证据支持行政法的原始意图基
础， 但这一历史背景为公共卫生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原始意图论据。

二、 贸易条款和国会对州警察权力的限制

公共卫生权是宪法赋予各州的核心权力之一， 公共卫生案例是现代贸易条款法学 （Commerce
Clause jurisprudence） 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阅读公共卫生案例， 学生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州的监管
权和联邦政府通过特定法规或休眠贸易条款 （ the Dormant Commerce Clause） 而享有的优先权
（federal preemption） 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行政法案例， 因为它们通常是在宪法
而不是行政法中教授的， 但它们对于理解作为公共卫生实践基础的国家和地方行政法至关重要。 从

譿訛 Hans Zinsser, Rats, Lice and History 129 (spec. ed., Classics of Med. Library 1997) (1935).
讀訛 Shattuck Et Al.
讁訛 Ibid. p.104. 该文献提到， 波士顿人的预期寿命在 1810 年至 1820 年间为 27.85 岁， 在 1840 年至 1845 年间降至 21.43 岁。

Edward L. Glaeser, Reinventing Boston: 1640-2003, p.13, 47 fig.1 (Harv. Inst. of Econ. Research , Discussion Paper No.2017,
2003)， 指出这些预期寿命的变化发生在波士顿人口越来越多的时期。

輥輮訛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98) .
輥輯訛 Esther Forbes, Paul Revere & the World He Lived in 76-78 (Sentry ed., Houghton Mifflin Co. 1969)， 描述了波士顿社区选出的

“行政委员会” （Selectman） 的角色， 他们在 1764 年控制了天花的暴发和流行。 Paul Revere served on the Boston Board of
Health. City of Boston, Boston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 (2007), http://www.ci.boston.ma.us/publichealth/(last visited Mar.17, 2007).

輥輰訛 J.H. Powell,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Great Plague of Yellow Fever in Philadelphia in 1793, at vi, 242-47, 282 (1949). 1783 年，
费城 55000 名居民中有 5000 人死于黄热病。 这迫使助理委员会 （the Assistant Committee） 采取严厉措施加强 “抗灾”，
Smith v. Turner, 48 U.S. (7 How.) 283, 341 (1849).

輥輱訛 48 U.S. (7 How.) pp. 299-300， 认为在费城和纽约等城市暴发的黄热病推动了检疫法的制定。
輥輲訛 Edward P. Richards, “The Jurisprudence of Prevention: The Right of Societal Self-Defense Against Dangerous Persons”, Hast. Const.

L.Q., 1989 (16), pp.329, 334 (1989); see Novak, supra note 1, p.194， “公共卫生是法律和政治革命的中心， 这场革命最终导致了
现代宪法和积极的行政国家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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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See Jonathan S. Goldman, “Take That Tobacco Settlement and Super-Size It! : The Deep-Frying of the Fast Food Industry” ,
TEMP. POL. & Civ. RTS. L. REv., 2003 (13) , pp.113, 129 n. 113.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有能力根据贸易条款对快餐连锁店进行监
管， 而通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联邦法律， 阻止各州和地方市政当局通过有关食品内容和安全的立法。 N.Y. City
Dep’t of Health & Mental Hygiene, Bd. of Health, Notice of Adoption of an Amendment (§81.08) to Article 81 of the New York City
Health Code (2006) , http://www.nyc.govlhtml/doh/downloads/pdf/public/notice-adoption-hc-art8I08.pdf.

輥輴訛 22 U.S. (9 Wheat.) 1, 1-2 (1824).
輥輵訛 Joseph C. Sweeney, “Limitation of Shipowner Liability: Its American Roots and Some Problems Particular to Collision”, J. MAR. L.

& CoM., 2001 (32), pp.241, 247. 蒸汽船的时代也是蒸汽锅炉发生巨大爆炸的时代， 造成许多人死亡、 受伤和大量货物损坏。
輥輶訛 Gibbons, 22 U.S. (9 Wheat.) at 3-33.
輥輷訛 Id. at 186-222， 确立国会有全权管理通航水域上的州际贸易。
輦輮訛 48 U.S. (7 How.) 283, 298-300 (1849).
輦輯訛 95 U.S. 465,468-69 (1877).
輦輰訛 437 U.S. 617, 621-24 (1978).

这些案例中产生的学说 （doctrines） 尚未取得共识； 然而， 随着新的争议———例如， 为了改善公众
健康而制定的反式脂肪 （trans fats） 市政法规的出现———他们提出了强有力的 “休眠贸易条款” 问题。輥輳訛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 （Gibbons v. Ogden） 涉及联邦政府对可航行水道上蒸汽船的管制与纽约有关
蒸汽船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輥輴訛 纽约的法律既涉及商业也涉及公共卫生和安全， 因为除其他原因外，
那个时期的蒸汽机锅炉容易爆炸。輥輵訛 这个案子经过了充分的辩论， 辩论论点随意见一起发表， 包括丹
尼尔·韦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的论证。輥輶訛 美国最高法院分析了贸易条款中保留给各州的权力与隐
含的国会权力之间的冲突， 并在此过程产生了贸易条款的法理 （jurisprudence）。輥輷訛 对于公共卫生专业
的学生来说， 吉本斯案有很多关于州与联邦权力的争论， 比如州是否可以控制温室气体以保护公民
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

史密斯诉特纳案 （Smith v. Turner） 早期还被有关涉及纽约州对入境美国的乘客征税的案子所援
引， 因为它描述了美国黄热病的历史。輦輮訛 国家征税是为了支付国家在港口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费用。 法
院详细讨论了利用国家警察权力保护公众健康的问题。 然而， 国会也在这一领域立法， 建立检疫医
院， 这是早期联邦直接开展公共卫生行动的罕见例子。 特纳案审视了该州行使公共卫生权力与联邦
政府处理国际贸易和迁徙权力之间的冲突。 虽然最高法院承认州法律在检疫和传染病控制方面的重
要性， 但它发现， 联邦政府管理国际贸易的权力超过了州对外国旅行者征税的权力， 即使这种税收
是用来支持公共卫生措施。

在铁路公司诉胡森案 （Railroad Co. v. Husen） 中， 法院审查了密苏里州的一项法令， 法令的立
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因在该州运输牲畜 （cattle） 而引起疾病的传播。輦輯訛 密苏里州辩称， 该法令是对其警
察权力的正当行使， 因为它规定了一项例外， 即允许在不卸货的情况下通过该州运输牲畜。 原告辩
称， 这项法律过于宽泛， 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假设， 即只要在运输途中发现了任何染病的牲畜， 则装
载过牲畜的运输公司就要对此负责。 原告声称， 这实际上禁止了每年从 3 月到 10 月通过密苏里州
的所有牲畜的运输， 因此违反了州际贸易条款。 最高法院认为， 尽管州政府在实施检疫和管理危险
货物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 但如果此类法律妨碍州际贸易， 则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调整， 以减少其对
商业的影响。 在胡森案中， 最高法院引用了许多在其他情况下支持州运输法规的相关案例。 例如，
在费城市诉新泽西案 (City of Philadelphia v. New Jersey) 中， 最高法院依据与胡森案中提到的相同
原则， 废止了新泽西州的一项法律， 该法律禁止其他州将固体或液体废弃物运往新泽西州的废物处
理场。輦輰訛

牛奶案加重了 （addressed） 正当性的卫生法规和打着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幌子通过的歧视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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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之间的引人关注的监管压力。 牛奶是美国人的主食， 但与此同时， 它也带来了严峻的食品卫生
问题。 牛奶容易变质； 它将布氏菌病 （brucellosis） 和肺结核 （tuberculosis） 等常见的牲畜类疾病
（cattle diseases） 传播给人类； 而且它很容易被能够给人类带来疾病的细菌所污染， 比如李氏杆菌病
（listeriosis）。輦輱訛 然而， 牛奶是当地重要的农产品。輦輲訛 在早期的 “休眠贸易条款” 案件米勒诉威廉姆斯
（Miller v. Williams） 案中， 马里兰州法院审查了巴尔的摩的一部公共卫生法规， 该法规禁止在巴尔
的摩生产的冰淇淋中使用距离该市 50 英里以上的奶油。輦輳訛 法院发现， 尽管巴尔的摩市有权监管奶油
的使用， 但它必须以不歧视巴尔的摩以外地区的奶油供应商的方式来进行。 两个州最高法院的案件
最终探讨了州牛奶法规的适当范围： 詹姆斯诉托德案 （James v. Todd） 支持了一项阿拉巴马州的规
定，輦輴訛 而奥托牛奶公司诉罗斯案 （Otto Milk Co. v. Rose） 否决了一部匹兹堡的规定。輦輵訛 公共卫生法专
业的学生应该比较和对比这些案例， 以确定这类规制是否有一个可接受的标准。 最近， 各州面临涉
及新鲜菠菜等受污染食品的案件时， 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輦輶訛

在马萨诸塞州诉海耶斯案 （Massachusetts v. Hayes） 中， 法院通过适用一项基于贸易条款的法律，
审查了联邦直接优先处理州健康和安全法规的问题。輦輷訛 1976年的医疗器械修正案 （The Medical Device
Amendments， MDA） 赋予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管理医疗器械的权力。 MDA 规定， 各州不
得通过在实施标准上与 FDA 监管的设备不同或相冲突的法律。 海耶斯案挑战了马萨诸塞州消费者
保护法， 该法规范了助听器的销售和安装， 并规定了比 FDA 要求更严格的医疗检查指南。 法院发
现， 通过 FDA 的规定， 州的规定被优先了。 海耶斯案的出现是州和国会之间争夺烟草管制权的一
个关键先例。

烟草标识法 （The Tobacco Labeling Act） 的案例有两种类型： 禁止与烟草标识法相冲突的侵权
法索赔的案例， 以及禁止有关烟草广告的州和地方法规的案例。 在美国， 烟草使用是最重要的可预
防的公共健康问题。 烟草一度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国内农作物和国际出口物， 因此， 除了征收烟草
税的法律之外， 对烟草的使用几乎没有规定。 然而，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美国国会通过了
《香烟标识和广告法》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 该法案要求在香烟上贴有警告标签的
同时， 限制了各州管理烟草销售和广告的权利 （rights）。輧輮訛 希波隆诉利格特集团公司案 （Cipollone
v. Liggett Group, Inc.） 代表了烟草标识法案件中的侵权行为优先购买权 （the tort preemption line）。輧輯訛

希波隆案对这部法案及其修正案的立法历史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希波隆案阐明了这部法案是如何通

輦輱訛 Linda Bren, Got Milk? Make Sure It’s Pasteurized, 38 FDA CONSUMER 29, 30 (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fdac/
features/2004/504-milk.html.

輦輲訛 Econ. Research Serv., U.S. Dep’t of Agric., Dairy, http://www.ers.usda.gov/Briefing/Dairy (last visited Oct. 14, 2006) （在畜牧业中，
牛奶的农场产值仅次于牛肉， 与玉米不相上下。）

輦輳訛 12 F. Supp. 236, 237 (D. Md. 1935).
輦輴訛 103 So. 2d 19, 27 (Ala. 1957).
輦輵訛 99 A.2d 467, 472-73 (Pa. 1953).
輦輶訛 See, e.g., Stacy Finz & Erin Allday, Spinach Growers Were Warned About Produce Safety: State, Federal Officials Concerned by 20

Reports of Tainted Greens, S.F. CHRON., Sept. 19, 2006, at A1; Ct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Ongoing Multistate
Outbreak of Escherichia coli Serotype 0157:H7 Infections Associated with Consumption of Fresh Spinach -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06,55 MORBIDITY & MORTALITY WKLY. REP. 1, 1-2 (2006).

輦輷訛 691 F.2d 57, 59 (lstCir. 1982).
輧輮訛 Federal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 Pub. L. No. 89-92, 79 Stat. 282 (codified as amended at 15 U.S.C. §§ 1331-1340

(1965)).
輧輯訛 505 U.S. 50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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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 该法案表面上要求烟草公司警告吸烟者关于吸烟的风险， 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烟草公司。 罗瑞
拉德烟草公司诉赖利案 （Lorillard Tobacco Company v. Reilly） 代表了烟草标识法案例的主线， 即旨
在限制州和地方有关烟草广告的规定。輧輰訛 在罗瑞拉德案中， 最高法院推翻了马萨诸塞州一部限制烟草
广告的法律。 最高法院讨论了联邦政府在烟草监管方面的不作为与各州助力监管烟草销售与使用之
间的紧张关系。 与布兰代斯大法官 （Justice Brandeis） 的观点相呼应的是， 烟草监管是一个能很好
地说明各州应该被允许成为社会政策创新实验室的例子。輧輱訛

三、 公共卫生法司法审查标准的演变

行政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如果法院重新 （de novo） 审查所有机
构的决定， 重新对专家证人进行听证， 并用法院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机构的决定， 政府就失去了各
机构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和灵活性的价值。 然而， 如果法院不审查机构的行为， 这种不作为将破坏权
力分立。 这是行政法中的核心问题， 最高法院尽量限制自己对机构的决策施加额外的司法要求，輧輲訛

并在某些行动上对机构保持高度尊重，輧輳訛 但当这种尊重有限的情况下， 就会建立规则。輧輴訛 在行政法上
确定司法审查的适当标准是有争议的， 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尊重阻止了公共行为的反对者对这些行
动提出异议。

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 （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法和行政法案例，輧輵訛

值得注意的是其司法审查的法理和个人与社会权利的平衡， 这将在本文后面讨论。 在雅各布森案中，
最高法院审查了一项州法律， 该法律赋予卫生部门在确定社区受到天花威胁时可以要求所有成年公
民接种天花疫苗的权力， 并规定对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处以罚款。 牧师雅各布森抵制接种疫苗的命
令，輧輶訛 并希望提供疫苗接种风险的证据， 这在当时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輧輷訛 雅各布森案中争论的焦点在
于： 雅各布森牧师是否会被允许提出证据反对强制性接种疫苗法律的科学依据， 并要求法院审查该
机构对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风险和利益的平衡。輨輮訛 虽然法院的讨论集中在立法机关的权力上， 但这
项权力实际上是授权给州卫生局 （Board of Health） 并由其行使， 而不是一项自动执行的法令。輨輯訛 法
院认为天花疫苗接种法是立法机关的合法政策选择， 被告不能间接攻击立法机关的结论或者卫生部

輧輰訛 533 U.S. 525 (2001).
輧輱訛 See New State Ice Co. v. Liebmann, 285 U.S. 262, 311 (1932) 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少数意见.
輧輲訛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 v. Natural Res. Def. Council, Inc., 435 U.S. 519, 555 (1978) ， “法院在审查机构对环境因素

考虑的充分性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既受决定作出时的限制， 也受规定审查的法令的限制”。
輧輳訛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 Def. Council, Inc., 467 U.S. 837, 844 (1984) ， “我们早就认识到， 应当给予行政部门相当大

的重视， 使其建立一个受托管理的法定计划……”
輧輴訛 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533 U.S. 218, 228 (2001). （对管理其自身规约的机构的尊重的公平衡量已被理解为随情况而变

化， 法院已考虑到该机构的关注程度、 一致性、 正式性和相对专业性， 以及该机构立场的说服力。）
輧輵訛 197 U.S. 11 (1905).
輧輶訛 Wendy E. Parmet et al., Individual Rights Versus the Public’s Health - 100 Years After 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352 NEW ENG.

J. MED. 652, 652 (2005).
輧輷訛 Jacobson, 197 U.S. at 23. 即使是目前的天花疫苗也很危险， 这是 2003 年天花疫苗接种运动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See

Edward P. Richards et al., The Smallpox Vaccination Campaign of 2003: Why Did It Fail and What Are the Lessons for Bioterrorism
Preparedness?, 64 LA. L. REV. 851, 865-69 (2004).

輨輮訛 Jacobson, 197 U.S. at 23-24.
輨輯訛 Ibid. p.27. 修正后的联邦法律 c. 75, § 137 规定： 市或镇卫生局认为公共卫生或安全有必要时， 应要求并强制所有居民接种

疫苗和重新接种疫苗， 并向他们提供免费接种疫苗的手段。 凡年满二十一岁且未受监护者， 拒绝或不遵守该规定者， 将被
罚款五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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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根据其应该适用的法律做出来的决定。 雅各布森案所确立的标准后来在威廉姆斯诉巴尔的摩市长
案 （Williams v. Mayor of Baltimore） 中得到了阐述：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要寻求某种理想秩序的立法表达 （expression in legislation）， 也正因此， 法院
无能力评价这些公共政策构想的优劣。 换句话说， 当我们发现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并非空想和虚
妄、 并非一种幻象般的伪饰时， 也便一同宣告了司法作为 （实现公共政策目的之） 手段的羸弱。 这
意味着， 在容许理性主体合理分歧的公共领域， 立法机构必然大有可为。輨輰訛

虽然威廉姆斯案不是一个传统的公共卫生案件， 但它经常被引用为最高法院在公共卫生法律案
件中评估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标准。

氟化案例 （The fluoridation cases） 使雅各布森案的讨论得以扩展到比天花还要严重得多的疾病
预防措施上。 在饮用水中添加少量的氟化钠 （sodium fluoride） 可以大大减少儿童的蛀牙， 特别是在
那些供水中没有足够的天然氟化物的地区。輨輱訛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将水的氟化确定为二十世纪公共卫生方面的主要成就之一。 然而， 加
氟过去一直是且将持续是最具争议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 大约 56%的美国人的饮用水里都被添加了
足够的氟化钠以减少蛀牙。輨輲訛 这是天然氟化物与在饮用水处理过程中添加的氟化物之结合。 而对氟
化物的抵制有科学和政治两重根源。 如果摄入的量大于水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微量， 氟化钠就会变
成一种致命的毒药。輨輳訛 即使在一些饮用水和含氟饮用水中天然存在的氟化物含量， 也可能对某些个
体产生轻微的有害影响。輨輴訛 在冷战初期， 氟化反应成为右翼政治问题， 因为它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鼓
动的旨在削弱美国人的阴谋。輨輵訛

法院已经审理了一系列挑战州政府对水进行氟化处理的权力， 一般都是基于氟化物没有被证明
有效的理论提起， 且即使它是有效的， 也没有理由为了造福他人而强迫反对氟化物的人必须喝含氟
水。輨輶訛 只要在网上简单地搜索一下就能表明， 这个争议现在仍然存在， 它依旧阻止着许多贫穷的儿童
获得足够的氟化物来防止蛀牙。 学生们也许还想知道他们当地的饮用水是否符合氟化物的参考标准。

虽然大多数公共卫生法律课程没有讨论雪佛龙美国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公司案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但它是了解法院将如何审查所有机构决定的
最重要先例， 包括公共卫生案件。輨輷訛 雪佛龙公司参与了 （involved） 《清洁空气法》 （the Clean Air Act）
下的工业污染管理并受到一家环境保护组织的起诉， 该组织声称这些规章超出了管理机构的权力范

輨輰訛 289 U.S. 36, 42 (1933).
輨輱訛 Ct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Achie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1900-1999: Fluoridation of Drinking Water to Prevent Dental

Caries, 48 Morbidity & Mortality Wkly. Rep.933, 936 (1999).
輨輲訛 Ct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Using Fluorid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Dental C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0 Morbidity & Mortality Wkly. Rep. 10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rr50l4al.htm.
輨輳訛 Am. Dental Ass’n, Fluoridation Facts 31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ada.org/public/topics/fluoride/facts/fluoridationfacts.pdf.
輨輴訛 Ct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CDC Statement on the 200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NRC) Report on Fluoride in

Drinking Water, http://www.cdc.gov/fluoridation/safety/nrc report.htm (last visited Feb. 27, 2007).
輨輵訛 This is the subject of a rant by General Ripper in Dr. Strangelove, the classic Cold War movie.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Hawk Films Ltd. 1964).
輨輶訛 See, e.g., Wilson v. City of Mountlake Terrace, 417 P.2d 632, 635 (Wash. 1966) （(驳回了关于氟化处理超过了城市警察权力范围

的争论， 因为它只向居民提供含氟水）； Rogowski v. City of Detroit, 132 N.W.2d 16, 24 (Mich. 1965) （认为， 根据宪法、 成文
法律和宪章规定， 市政府拥有 “颁布 [氟化物] 条例的充分权力”）； Kaul v. City of Chehalis, 277 P.2d 352, 357 (Wash. 1954)
（认定该市的氟化措施是 “有效行使警察权力， 没有侵犯保障上诉人的宪法权利”）。

輨輷訛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 Def. Council, Inc., 467 U.S. 83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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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法院对这一部规章以及其他机构的规章———至少是经过通告 （notice） 和评论 （comment） 程序
所颁布的规章———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两步分析法。輩輮訛 首先， 法院裁定法律是否明确赋予机构在特定监
管领域进行监管的权力或明确禁止监管。輩輯訛 如果该法规是由国会明确规定的， 或者授权是被明确禁止
的， 法院可以不进一步作出裁决。 如果规定与授权法相一致， 但未被明确允许， 法院将判定该规定
是否合理地执行了国会的指令 （direction）。 包括雪佛龙案在内的案件都是棘手的案件， 因为法律仅
仅通过意图的一般性表达而授予了机构广泛的权力。 因此， 在像雪佛龙公司这样的案件中， 法院的
分析采取的是对机构非常尊重的态度。 尽管这可能会使机构有意弱化那些不支持强有力的公共卫生
和安全的行政法规， 但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 因为这使机构可以在不同的行政部门下自由改变方
向。 雪佛龙案还回答了法院如何裁决传统公共卫生案件的问题， 如雅各布森案———如果今天诉至法
院的话。 因为雪佛龙案比法院在审查像雅各布森案时所使用的历史标准更加谦逊， 很明显， 最高法
院现在不会再驳回这样的案件了。

在纽约市诉新圣马可澡堂案 （City of New York v. New St. Mark’s Baths） 中， 纽约市卫生局意图
制定一项关闭同性恋澡堂的永久性禁令。輩輰訛 该案充分说明了公共卫生机构在应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
期和中期公共澡堂所引起的疾病威胁时的失败， 以及当艾滋病病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成为对
公共澡堂的致命威胁时， 这种失败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輩輱訛 这一失败源于在该事件十年前猪流感免疫
计划 （the Swine Flu immunization program） 的失败。 美国卫生、 教育与劳动部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 HEW） 在 1976 年发布的猪流感流行病的官方报
告就是一个充分的背景说明。輩輲訛 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催促下， 白宫实施了一项全国性的
紧急疫苗接种计划， 以应对这种新型流感———猪流感， 因为公共卫生当局担心这种流感会导致全国
大流行。 然而， 当疫苗被认为会导致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时， 疫苗接种计划便成为了一场公关噩
梦。輩輳訛 由此产生的丑闻败坏了公共卫生当局的声誉， 破坏了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行动的政治支
持。輩輴訛 这一结果对法律和公共卫生而言， 都是灾难性的。

猪流感疫情灾难余波未了， 又有惊人数据表明， 乙型肝炎 （Hepatitis B） 流行病又席卷了同性
恋澡堂。輩輵訛 几乎每一个经常光顾澡堂的男同性恋者都感染了这种致命的、 无法治愈的病毒。輩輶訛 与过去
各州关闭澡堂的做法不同， 卫生部门现在允许澡堂继续运营， 并选择跟它们合作以改善公共卫生教
育， 让公众了解在澡堂中接触乙肝的风险。 不幸的是， 当艾滋病病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
澡堂顾客间传播时， 在第一个病例被诊断之前就已迅速感染了大多数顾客。 时至今日， 同性恋澡堂

輩輮訛 对于那些不经过公众评论和参与的法规， 人们的尊重是很少的。 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533 U.S. 218, 231 (2001).
輩輯訛 Chevron, 476 U.S., pp.842-43.
輩輰訛 497 N.Y.S.2d 979, 981 (N.Y. Sup. Ct. 1986) (永久性禁令程序), aff’d, 562 N.Y.S.2d 642 (N.Y. App. Div. 1990).
輩輱訛 关于艾滋病法律的历史及其失败的大量材料， See Edward Richards, Testimony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Advisory Council on HIV/

AIDS: AIDS Law - Past and Future (June 21, 2005), http://biotech.law.Isu.edu/cphl/slides/aids-com.htm.
輩輲訛 Richard E. Neustadt & Harvey V. Frneberg, the Swine Flu Affair: Decision-Making on a Slippery Disease (1978), available at http://

biotech.law.lsu.edu/cphl/history/books/sw/index.htm.
輩輳訛 Unthank v. United States, 732 F.2d 1517, 1518-19 (10th Cir. 1984); Neustadt & F. [Neberg.
輩輴訛 See Neustadt & Fineberg.
輩輵訛 See James R. Thompson, Understanding the AIDS Epidemic: A Modeler’s Odyssey, in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41, 55 (D.R. Shier & K.T. Wallenius eds., 1999); see also Herbert W. Hethcote & James A. Yorke,
Gonorrhea Transmission Dynamics and Control, in 56 Lecture Notes in Biomathematics (S. Levin ed., 1984).

輩輶訛 Randy Shilts, 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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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许多城市开放， 仍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载体。輩輷訛

关闭同性恋澡堂的努力， 虽然在流行病学上是合理的， 但由于来自同性恋权利积极分子以及那
些不相信强制性公共卫生行动有效的公共卫生官员一起抵制， 它一直备受争议。 澡堂的营业主一直
在努力提供专家证词， 对关闭澡堂的理由提出质疑。輪輮訛 通过援引威廉姆斯案， 法院在新圣马可澡堂案
中指出： 只要州所行使的行为与其目标之间存在合理性关系， 那么， 受监管的当事人就不能利用法
院来攻击机构的政策决定， 除非该机构的行为是以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方式作出的。 该案阐明了防止
艾滋病毒传播与受感染者隐私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艾滋病病毒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冲击尤其严重。輪輯訛

同样， 纽约州外科医生协会诉阿克塞尔罗德案 （New York State Society of Surgeons v. Axelrod）
则提供了一个说明法院可以利用合理性关系测试 （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 来裁判 （uphold） 那
些明显不正确的公共卫生政策的例子。輪輰訛 纽约州一个重要的医疗行业组织起诉州的卫生专员， 促使
（force） 他将艾滋病病毒添加到纽约州的 “传染性和性传播疾病” 名单中， 这些列举的疾病在纽约
州必须报告。 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艾滋病病毒是一种传染性疾病， 但该专员拒绝了这一要求。 法院
支持了州政府的行为， 认为卫生专员所做的政策决定是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最佳方法， 原告不能
对这一政策提出异议， 即使卫生专员做出决定所依赖的事实基础很薄弱。

FDA 诉布朗 & 威廉姆森烟草公司案 (FDA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将雪佛龙案的裁
判标准适用于 FDA 提出的 （proposed） 烟草行业法规。輪輱訛 这个案件之所以也能支持公共卫生教学， 乃
因为美国有着悠久的烟草史以及烟草监管历史。 最高法院提出了监管先例 （regulatory precedent） 在
成文法解释中的作用这个有趣的问题。 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 FDA 坚持认为自己对烟草没有监管的
权力 （authority）， 而且国会已经明确授予了其他机构这项权力。 然而， 食品与药品法 （the Food and
Drug Act） 中明确的规定又似乎覆盖到了烟草中的尼古丁。 最高法院最终裁定： FDA 对烟草没有监
管权力， 但在裁判的做出过程中， 斯卡利亚 （Scalia） 和布雷耶 （Breyer） 两位法官互换了他们的以
往角色。 通过签署多数意见， 斯卡利亚法官同意了这一观点： 美国国会有意使烟草免于被 FDA 监
管的历史由来已久， 对烟草法规的审查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审视。 布雷耶法官持不同意见， 他
认为烟草管制的历史应该被忽视， 最高法院应该只关注法律本身的普通语义。

四、 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

一般来说， 正当程序是公共卫生和行政法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学生们必须学会区分刑事法律
正当程序、 限制的行政正当程序以及经济权利和政府福利的正当程序三者的不同标准。 经济权利的
正当程序是公共卫生和一般行政法中最常见的问题。

輩輷訛 Sue Fox, New Rules for Bathhouses OKd: L.A. County Supervisors Tentatively Approve an Ordinance to Require Health Permits, L.A.
Times, Sept. 8, 2004, at B I; Andrew Jacobs, The Beast in the Bathhouse: Crystal Meth Use by Gay Men Threatens to Reignite an
Epidemic, N.Y. Times, Jan. 12, 2004, at B 1; Regina McEnery, Bathhouse Spurs HIV Concerns: Cleveland Health Officials Push for
Prevention Measures at New Club, Plain Dealer, July 16, 2006, at Al.

輪輮訛 City of New York v. New St. Mark’s Baths, 497 N.Y.S.2d 979, 983 (N.Y. Sup. Ct. 1986).
輪輯訛 这种 “艾滋病例外论 （AIDS exceptionalism）” ———治疗艾滋病毒 （HIV） 的方式与治疗其他传染病的方式不同———已开始慢

慢退去，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新版的建议和资助指南 （recommendations and funding guidelines） 要求命名报告
（named reporting）、 接触者调查 （contact investigation） 以及减少检测障碍 （如复杂的询问要求） 等。

輪輰訛 New York State Soc’y of Surgeons v. Axelrod, 572 N.E.2d 605, 609 (N.Y. 1991).
輪輱訛 Food & Drug Admin.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29 U.S. 120, 125-2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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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场系列案件 （Slaughter-House Cases） 审查并推翻了一项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州规制
屠宰工业的规定。輪輲訛 这些案件是这一时期常见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历史记录， 也是重要的宪法案件。
新奥尔良的屠宰场区位于法语区 （the French Quarter） 东部的沼泽地， 易受洪水和排水不良的影响，
对内脏和血液的管理不善带来了重大的健康风险。輪輳訛 城市当局要求对现有的屠宰场进行整合， 并对该
行业进行规制监管， 其中也包括收取费用。輪輴訛 原告根据当时新批准的第十四修正案攻击这些法律， 声
称第十四修正案赋予他们正当程序和保护财产权的广泛权利。 法院通过对第十四修正案的狭义解读
（reading narrowly） 后拒绝了这一挑战， 以保留州的警察权。 这个案件的裁决为讨论个人权利与公共
健康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形式。 然而， 民法学者常因为法院的这种狭义解读而批评屠
宰场案。輪輵訛 学生们应该设想一下， 如果在这些案件中对第十四修正案进行扩大解释， 将会对各州实施卫
生革命的权力造成怎样的影响， 而从 1850年到今天的这些卫生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

俄亥俄州欧几里得村诉安布勒房地产公司案 （Village of Euclid, Ohio v. Ambler Realty Co.） 是一
个经典案例， 它支持区域划分法律 （zoning laws） 作为一种公共卫生措施， 以应对那些涉嫌违反宪法
的诉讼挑战。輪輶訛 卫生运动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是实施城市分区法， 以改善住宅的生活质量。 该案为公
共卫生中的住房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讨论。 纽约市最初的分区法也是全美此类法律的范例。輪輷訛

戈德堡诉凯利案 （Goldberg v. Kelly） 是主要打破了最高法院在政府福利行政终止方面限制正当
程序权利的先例， 因此是一个新的财产案件。 在伯格法院 （Burger Court） 的一份判决中， 戈德堡案
是由布伦南大法官 （Justice Brennan） 撰写的， 更像是一份沃伦法院 （Warren Court） 的判决。 戈德
堡案的原告是政府福利的享有者， 他们对纽约州用来终止他们福利的程序提出了异议。 具体来说，
原告希望提前举行听证会， 有权提供口头而非书面证据， 以及其他正当程序方面的考虑。 以布伦南
法官为代表的多数人意见认为： 终止福利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要求州政府在
终止福利之前给他们一个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法院批准了原告的请求， 即允许他们口头陈述证据
而不用提供书面陈述， 理由是领取福利的人可能无法有效地准备书面证词， 也不太可能通过律师来
代理。 但是， 法院没有批准原告指定律师的请求。 对学生们来说， 理解戈德堡案的基本原理以及正
当程序权利的扩大解释给机构带来的负担是很重要的。 这一负担导致最高法院仅在六年后就限制了
戈德堡案的事实。

最高法院在马修斯诉埃尔德里奇案 （Mathews v. Eldridge） 中重新审议了戈德堡案中的权利。輫輮訛

在马修斯案中， 争论的焦点是戈德堡案是否为联邦福利设立了一项提前听证的一般权利， 该权利是
否会适用于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 SSDI） 这一福利的终止。 法
院认为， 政府机构能够平衡在正当程序的成本相对于政府福利而言所具有的价值与主张正当程序相

輪輲訛 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S. (16 Wall.) 36 (1872).
輪輳訛 Herbert Hovenkamp,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Regulated Monopoly: An Americ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62 TEX. L. REV. 1263,

1297-1301 (1984).
輪輴訛 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S. (16 Wall.) pp.59-60.
輪輵訛 James W. Fox, Jr., Re-readings and Misreadings: Slaughter-Hous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and Section Five Enforcement Powers,

91 KY. L.J. 67, 68 -69 ( 2002); Robert J. Kaczorowski, The Chase Court and Fundamental Rights: A Watershed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21 N. KY. L. REv. 151, 174-91 (1993) ; Robert J. Kaczorowski,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61 N.Y.U. L. REV. 863, 937-38 (1986).

輪輶訛 Village of Euclid v. Ambler Realty Co., 272 U.S. 365, 394-96 (1926).
輪輷訛 City of New York, Building Zone Resolution (July 25, 1916), available at http://biotech.law.lsu.edu/cphl/history/laws/ny-index.htm.
輫輮訛 Mathews v. Eldridge, 424 U.S. 319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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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高决策准确性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平衡。 这就是所谓的 “马修斯因素” （the Mathews factors）：
（1） 受官方行为影响的私人利益；
（2） 通过所使用的程序错误地剥夺这种利益的危险， 以及附加或替代程序保障措施的可能价

值， 若有的话；
（3） 政府的利益， 包括所涉及的职能和额外或替代程序要求将带来的财政和行政负担。
法院认为， 事前听证不会显著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因此没有必要性。輫輯訛 虽然没有直接否决戈德堡

案， 但法院没有在之后的任何案件中适用戈德堡案所支持的那些权利。 马修斯因素在所有公共卫生
正当程序案件中都存在争议， 是成本效益分析的一个特殊案例。 因此， 同学们应该探索如何将这些
因素应用于公共卫生的语境之下。

赫克勒诉坎贝尔案 （Heckler v. Campbell） 也审查了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 （SSDI） 的福利供给
（award） 问题。輫輰訛 政府颁布了一些规章， 旨在界定各种残疾人可从事的工作之性质。 这些规章的目的
旨在简化审查， 并通过限定调查员 （fact-finder） 所须根据申请者个人情况作出决定的问题来简化
听证程序。 法院认为， 宪法允许利用规章来创设行政假定 （administrative presumptions）， 而这些行
政假定不能在个别案件中提出上诉。 这是公共卫生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因为它意味着行政相对人
（regulated parties） 对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事项不得上诉或者提起诉讼。 因此， 餐馆老板不能为了保持
汤的合适热度而就法规所设定的温度 （假如真设定了的话） 提出异议。 赫克勒案连同马修斯案和雪
佛龙案， 为在公共卫生领域适用行政规章提供了框架。

五、 行政搜查

行政搜查是行政法中最困难的概念之一， 而公共卫生法构成了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事实情况。 所
有法律专业的学生， 以及所有的警察剧的电视观众和犯罪文学的读者们， 都可能被灌输了这样的理
念： 执法人员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不得搜查； 搜查必须基于可能的原因， 并详细描述搜查的目
的。 行政搜索在行政法学课程中很少受到重视， 在公共卫生法学课程中也经常被忽视， 但它是日常
公共卫生执法的主要策略。 公共卫生机构在收集数据时， 无论是检查餐馆、 追踪居民区的老鼠、 对
人进行结核病检测， 还是在高科技制药公司执行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通常都会进行某种行政搜查。 学生们应该了解行政搜查的过程和限制。 关于行政搜查的
法理学在行政实践的许多其他领域也很重要， 包括国家安全法。 在国家安全法中， 它被用来试图为
诸如无授权侦听国内电话等措施提供辩护。 随着反恐战争将行政搜查和刑事搜查之间的边界不断推
进， 法院很可能会对行政搜查展开重新审查。

弗兰克诉马里兰案 （Frank v. Maryland） 是理解行政搜查的起点， 代表了从宪法批准到 1967 年
弗兰克案被修改这一段历史中的行政搜查法。輫輱訛 弗兰克案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卫生法案例。 巴尔的摩卫
生局的老鼠巡查员 （rat inspector） 根据投诉， 在被告的家中发现了严重的鼠患迹象。輫輲訛 该巡查员进入
被告的院子寻找老鼠的证据， 并要求被告允许他检查地下室。 但被告拒绝了， 因其没有搜查令， 巡

輫輯訛 Mathews, 424 U.S. at 348-49.
輫輰訛 461 U.S. 458, 458 (1983).
輫輱訛 359 U.S. 360 (1959).
輫輲訛 Frank, 359 U.S. p. 361.

58· ·



作为行政法的公共卫生法

查员只好带着警察返回， 最后被告因拒绝卫生巡查员进入的理由而被逮捕。 弗兰克福特法官
（Justice Frankfurter） 发表了多数派意见———一份经典的弗兰克福特意见———回顾了刑法和行政法中
搜查的历史， 从英国国王叙述眼前的案件。 弗兰克案的裁决让大多数法学学生和许多律师感到惊
讶， 因为法院支持了未经授权的 （warrantless） 搜查， 被告因拒绝搜查他的房子寻找老鼠而被判决
有罪。 弗兰克案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搜索史， 但多数派意见的核心在于它所描绘的一种差异： 行政
搜查的有限目的与刑事搜查的唯一目的之间的差异， 前者旨在通过行政命令和处罚来防止损害， 而
后者则是为刑事诉讼收集证据。 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那样， 联邦最高法院对刑事和民事目的的区
分以及对惩罚和预防的区分， 对最高法院后来在涉及准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判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 道格拉斯大法官 （Justice Douglas） 还写了一份令人激动的异议意见， 他对多数派关于历史的
解释及其政策提出了质疑。

在 1959 年裁决的弗兰克案之后， 最高法院开始反思逮捕令案件 （warrant cases） 领域的一般刑
事权利和隐私权。輫輳訛 法院在 1967 年的两个判决中限制了弗兰克案中的可无授权进入的行政搜查之原
则： 西伊诉西雅图案 （See v. Seattle），輫輴訛 涉及商业财产； 卡马拉诉市法院案 （Camara v. Municipal Court），輫輵訛

涉及私人住宅。 在这两个案例当中， 法院认为未经授权的搜查会招致不当行为甚至骚扰。輫輶訛 法院设
立了领域搜查令 （the area warrant）， 以取代未经授权的搜查 （无搜查令的搜查）， 该搜查令不是基
于特定的可能原因， 而是适用于一套确定的房屋的一般卫生检查项目 （program）。輫輷訛 例如， 一个城市
的卫生部门可能会申请一张领域搜查令， 检查特定社区的所有家庭是否存在老鼠， 这是老鼠检查项
目的一部分， 该计划力求至少每五年对所有家庭检查一次。 法院还承认，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餐馆
进行突击检查， 所以未经授权的搜查， 可能仍然是必要的。輬輮訛 法院还认识到， 对于经许可 （licensed）
或者经批准 （permitted） 的商业活动， 州政府可以要求在正常营业时间内能够无搜查令进入， 以此
作为获得许可或批准的条件。輬輯訛 这种允许州政府将无授权检查作为获得企业许可或批准条件的例外，
产生了许多受严格监管行业的案例 （the closely regulated industry cases）。

受严格监管行业的案例是经典的行政搜查案例， 它涉及那些违反健康和安全规定但通常又尚不
构成犯罪的行为。 这些案件涉及药企、 枪械经销商， 或者汽车报废场等企业， 在这些地方， 检查人
员查找的典型违规行为是犯罪行为。 在这些案件中， 救济通常依靠行政命令来补救， 亦可能是民事
罚款。 这些案件以拒绝执行行政命令被起诉的形式送达法院。 这些案例也检验了弗兰克案中对预防
和惩罚的区分问题。

这些案件当首推纽约诉伯格案 （New York v. Burger）， 被告运营一家汽车报废场。輬輰訛 根据纽约法
律的规定， 报废场必须允许无许可证进入以进行检查。 警方搜查了被告的报废场， 并在取得场主默

輫輳訛 See, e.g.,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该案承认宪法第五修正案不自证其罪的保护将为被拘留的嫌疑人创设隐私
权， 而且这些嫌疑人必须被清楚地告知， 他们有权通过保持沉默来请求 （invoke） 这一宪法保护；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 (1965)， 该案承认， 宪法为保护已婚夫妇避孕的决定创设了一个隐私区域； Mapp v. Ohio, 367 U.S. 643 (1961)，
该案承认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导致在搜查和扣押过程中违反宪法所搜集的证据是不被承认的 （inadmissible）。

輫輴訛 387 U.S. 541 (1967).
輫輵訛 387 U.S. 523 (1967).
輫輶訛 E.g., ibid. pp. 530-31。 “例如， 即使是最守法的公民也拥有一种非常切实的利益， 即某些有限的情况之下， 家庭的卫生可能

会被官方权力破坏， 因为在官方批准的幌子下， 犯罪分子进入的可能性是对个人和家庭安全的严重威胁。”
輫輷訛 Ibid. pp.536-39; See, 387 U.S. p.545.
輬輮訛 See, 387 U.S. p.545 n.6.
輬輯訛 E.g., Ibid. p.546. “或者我们质疑诸如许可项目等公认的监管技术， 因为许可项目要求在经营企业或营销产品前进行检查。”
輬輰訛 482 U.S. 691, 693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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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意后进入， 以此作为取得经营汽车报废场许可证的条件。 警方发现了被盗汽车的零件， 并逮捕
了被告场主。 在伯格案中， 最高法院确定了无许可证检查是否有效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首先， 必须存在一项 “实质的” 政府利益， 以告知监管计划， 并依据该计划进行检查； 其次，
这种无许可证的检查必须是 “进一步推进监管机制的必要措施”； 第三， “就其适用的确定性和规律
性而言， 该法规的检查程序必须提供符合宪法的且足以替代搜查令的证据”。 换句话说， 管制法规
必须履行搜查令的两个基本职能： 它必须通知商业场所的所有人， 搜查是根据法律进行的， 且有适
当确定的范围； 它必须限制检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輬輱訛

基于这些因素， 最高法院认为， 对违反商业规则的行政处罚加刑事处罚， 并不能将行政搜查转
化为刑事搜查。 但是， 法院并没有回答， 如果警察发现了被告从事与其被许可的汽车报废场业务无
关的犯罪行为时， 警方是否可以逮捕他。輬輲訛

伯格案应该与皮普尔诉科特案 （People v. Keta） 一起阅读， 这个案件系皮普尔诉斯科特案
（People v. Scot） 中的一个关联案子。 在该案中， 纽约上诉法院根据纽约州宪法审查了伯格案中的事
实。輬輳訛 法院认为， 州宪法为可能导致刑事起诉的无授权的搜查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 法院认为， 可
能导致刑事起诉的搜查， 就像在伯格案中所发生的那样， 必须基于符合刑事可能原因标准的搜查
令。 因此， 斯科特案提供了一个州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有用的分析对比。

关于行政搜查令 （administrative warrants）， 有三个关键的讨论点。 第一， 只有在物主拒绝进入
时才需要搜查令。 大多数公共卫生搜查都是在物主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此并不需要搜查令。輬輴訛 由
于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创设比宪法要求更多的保护， 所以如果普遍反对将领域搜查令或无搜查令
作为获得许可和批准的条件， 这些标准就能被改变。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 如果人们拒绝搜查的次数
足够多， 以致搜查程序干扰了卫生部门的工作能力， 法院是否会重新考虑领域搜查令的要求。 这不
是一个刑事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但如果领域搜查令的使用严重干扰了公共卫生和安全检查， 法院将
会重新考虑对领域搜查令适用马修斯案的裁判逻辑。

第二， 还有一系列重要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即如果在搜查过程中发现了不相关犯罪活动的证
据， 法院将如何裁决。 例如， 如果老鼠检查员发现了非法枪支或非法毒品藏匿， 法兰克福案所确立
的有限目的是否意味着这些证据不能提供给警方并用于刑事起诉？ 或者， 正如许多执法机构所认为
的那样， 只要检查员合法地在场所内， 这就是一个简单案例 （a case of plain view） 吗？ 如果联邦调
查局 （FBI） 或警察部门训练公共卫生检查员寻找犯罪证据， 这是否会使公共卫生检查员成为警察
的代理人， 从而作为对抗简单观点的论据 （the plain view argument）？ 有趣的是， 美国最高法院没有
提出任何关于在行政搜查期间发现的与行政搜查目的无关的犯罪活动证据问题的意见。

第三， 在随后的一个案件中， 美国最高法院根据默示同意理论 （implied consent theory） 为搜查和
逮捕枪支经销商进行辩护。輬輵訛 那么， 政府在要求个人放弃可拒绝未经许可不受检查的权利， 来作为
政府许可和批准的条件方面能走多远？ 它能成为房屋建筑许可证的一部分， 从而确保永久自由进入吗？

輬輱訛 482 U.S. 691, 702-703 (1987).
輬輲訛 法院解释说，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搜查的实施过程中有权因其他罪行或违法行为而逮捕时， 这项行政搜查并不会因此而变

得非法； 但法院没有说明， 依据这项广泛权力执行的不相关的逮捕， 在依行政搜查令执行检查期间会产生什么影响。 至少
有一个州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该州拒绝了受理一项基于在餐馆检查中发现非法武器的起诉， City of Chicago v. Pudlo, 462
N.E.2d 494, 499-501 (11. App. Ct. 1983).

輬輳訛 People v. Scott, 593 N.E.2d 1328, 1339 (N.Y. 1992).
輬輴訛 Camara v. Mun. Court, 387 U.S. 523, 539 (1967).
輬輵訛 United States v. Biswell, 406 U.S. 311, 315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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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强制接种疫苗、 检测和报告

尽管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涉及强制性疫苗接种，輬輶訛 但它是检测和报告病例的一个关键先例。
检测 （testing） 和报告 （reporting） 是疾病流行病学的基础， 而疾病流行病学是基于科学的公共卫生
的基本组成部分。 进行此类检测和报告的权利是行政搜查的一个特例， 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由
于各州对强制报告艾滋病毒阳性检测结果的争论， 这一权利变得非常有争议。輬輷訛 报告和测试为讨论个
人隐私和公众健康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

雅各布森案包含了关于社会成员共享权利和责任的经典表达，輭輮訛 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讨论现代对疫苗接种的恐惧以及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恐惧。 雅各布森案的判决与洛克纳诉纽约案
（Lochner v. New York）輭輯訛 相同。 与洛克纳反对所有州的健康和安全法规的传统解读相比， 并行阅读这
些案例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有趣的是， 直到最近， 大多数宪法著作都忽略了雅各布森案。 美国
最高法院在更有争议的领域中重申了雅各布森案的观点； 在堪萨斯州诉亨德里克斯案 (Kansas v.
Hendricks) 的多数意见中， 雅各布森案是一个关键先例， 该裁决支持对性侵犯者的预防性拘留 （the
preventive detention）。輭輰訛 在一些准刑事法案件中， 法院支持为保护公众健康而严重剥夺自由的观点。輭輱訛

州政府诉阿姆斯特朗案 （State v. Armstrong）輭輲訛 是一个结核病控制的经典案例， 它为强制检查结
核病提供了契机， 而结核病与疟疾和艾滋病毒一样， 都是重大的国际卫生问题之一。 很少有学生知
道， 结核病曾经是美国的主要死亡原因， 而且在美国的传播比今天的艾滋病毒要广泛得多。 在世界
范围内， 结核病仍然是传染病死亡的头号杀手， 仅次于艾滋病毒 ／ 艾滋病 （而许多艾滋病毒 ／ 艾滋病死
亡是由结核病继发感染造成的）， 疟疾紧随其后。輭輳訛 一本很好的资料是 CDC 的出版物 《TB Notes，
2000》， 这是 《TB Notes》 所推出的一期关于结核病的特别时事通讯。

阿姆斯特朗案是一个强制性结核病检测的案例。 阿姆斯特朗是一名基督教科学派成员
（Christian Scientist）， 他想注册成为一名大学生。輭輴訛 州立大学的校董会 （The State University’s Board of
Regents） 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做一次肺结核胸透， 这在当时是一项普遍性的要求。 阿姆斯特朗以违反
她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接受 x 光检查。 法院认为， 个人宗教信仰必须服从于公共卫生保护。 在讨论

輬輶訛 See supra notes 54-61 and accompanying text.
輬輷訛 Edward P. Richards,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in Colorado: A Rational Approach to AIDS, 65 DENY. U. L. REv. 127, 130-31

(1988).该文讨论了讨论公共卫生部门强制报告艾滋病毒的倡导者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之间
的矛盾， 后者认为此类报告侵犯了患者隐私和自主权。

輭輮訛 但是， 美国宪法保障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人享有的自由， 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享有完全不受约
束的绝对权利。 为了公共利益， 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多方面的制约。 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197 U.S. 11, 26 (1905).

輭輯訛 198 U.S. 45 (1905).
輭輰訛 Kansas v. Hendricks, 521 U.S. 346, 350 (1997).
輭輱訛 对这些案件的评论， 可参见 Edward P. Richards, “The Jurisprudence of Prevention: The Right of Societal Self-Defense Against

Dangerous Individuals”, Hastings Const L.Q., 1989 (16), pp. 329, 352-84， 尤其是讨论了亚丁顿诉得克萨斯案 （Addington v.
Texas, 441 U.S. 418 (1979) ） （为保护公众福利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实行无限期民事监禁） 和贝尔福特诉埃斯特尔案
（Barefoot v. Estelle, 463 U.S. 880, reh’g denied, 464 U.S. 874 (1983)）， 对有再次实施性侵犯倾向的性侵犯者进行无限期监管
拘留， 以查明案件事实。

輭輲訛 239 P.2d 545 (Wash. 1952).
輭輳訛 World Health Org.,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Changing History 120 tbl.2 (2004), http://www.who.int/entity/whr/2004/en/

report04en.pdf; World Bank, Confronting Aids: Government Priorities for Prevention and Coping 3 (1997), http://www.worldbank.org/
aidsecon/confront/present/lima/sldOO3.htm

輭輴訛 Armstrong, 239 P.2d at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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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和限制个人的背景下， 阿姆斯特朗案是一个能够阐明基督教教徒拒绝结核病治疗到底意味着什
么的例子， 它意味着可能导致终生隔离。

雷诺兹诉麦克尼科尔斯 （Reynolds v. McNichols） 也以类似的方式审查了丹佛市 （Denver） 的一
项法规， 该法规要求被逮捕的妓女必须接受淋病 （gonorrhea） 检测或接受流行病学治疗， 如淋病抗
生素治疗， 这是基于她们具有的高感染风险。輭輵訛 除了隐私保护要求外， 上诉人还提出了平等保护的
要求， 即要求拘留妓女， 而不拘留嫖客。 另一个相关且有帮助的指南性案例是彻丽诉科赫案
（Cherry v. Koch）， 该案例包含了一段关于卖淫法律 （prostitution laws） 的充分的历史梳理。輭輶訛 雷诺兹
案的法院驳回了这些指控， 认为丹佛市关于 “拘留和治疗” （hold and treat） 的命令是对警察权力的
有效行使， 而只拘留妓女是对淋病流行问题的合理回应， 因为她们的感染风险比嫖客高得多。輭輷訛

虽然公共卫生报告法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 但最高法院直到 1977 年的惠伦诉罗伊案
(Whalen v. Roe) 的裁决中才直接处理强制公共卫生报告的问题。觼訆訑訛 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所有
涉麻醉药品的处方和其他受该法附表所管制的物品必须向州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州将利用这类信息
来查明开具不当处方的行为和将受管制物品转入非法渠道的情况。 于是， 一群医生和病人提起诉
讼， 要求将该法律宣布为侵犯个人隐私的违宪行为。 在后来的一场关于艾滋病毒强制报告的反复争
论中， 起诉方主张报告会阻止人们寻求治疗和接受必要的麻醉药品处方。 最高法院认为， 公共卫生
报告法是对州警察权力的有效行使， 并不构成对个人隐私不可接受的侵犯。 法院在其意见中认为，
州可以基于合法的公共卫生目的而限制这些信息的获取。

皮普尔诉亚当斯案 (People v. Adams) 重新审视了艾滋病毒/艾滋病时代对妓女的检测。觼訆訒訛 伊利诺
斯州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因一系列与卖淫有关的罪行而被定罪的人接受艾滋病毒检测。 法院对一
般性的非自愿测试法律和关于测试囚犯所涉及的特殊问题的法律进行了详细的审查。 法院认为， 测
试并没有侵犯囚犯的宪法权利。

在弗格森诉查尔斯顿市案 (Ferguson v. City of Charleston) 中， 最高法院审查了一项孕妇在获得
产前护理时接受的非法药物使用检查的项目。觼訆訓訛 一些孕妇们不同意这种检测。 检测是为了保护胎儿，
如果孕妇的检测呈阳性， 她将受到刑事起诉的威胁， 除非她遵守药物治疗计划。 这是一个重要的案
例， 涉及本文前面讨论的行政搜查的问题以及进行强制公共卫生检测的权利问题。 法院认为， 本案
中的公共卫生理由是一种托词， 因为测试结果会被用于刑法目的。 这违反了法院在公共卫生权力和
刑事权力之间确立的那条明确的宪法界线。 在讨论这个案件时， 学生们应该考虑是否禁止对孕妇进
行所有未经同意的非法药物使用的检测， 或者是否只禁止用于执法的未经同意的测试。

在史密斯诉多伊案 （Smith v. Doe） 一案中， 最高法院审查了要求公示 （public notification） 因
性侵而被定罪者的身份和行踪的最新法律。觼訆訔訛 本案涉及的阿拉斯加法律要求公开性犯罪和绑架儿童犯
罪者的详细信息， 包括照片； 政府会将这些信息发布于互联网上。 原告们抨击该法律是在他们被定

輭輵訛 488 F.2d 1378, 1380 (10th Cir. 1973).
輭輶訛 491 N.Y.S.2d 934 (N.Y. Sup. Ct. 1985).
輭輷訛 Reynolds, 488 F.2d at 1383; see also Edward P. Richards & Katharine C. Rathbun, The Role of the Police Power in 21st Century

Public Health, 26 J.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ss’n 350, 353 (1999).
觼訆訑訛 429 U.S. 589 (1977).
觼訆訒訛 597 N.E.2d 574 (Ill. 1992).
觼訆訓訛 532 U.S. 67, 70 (2001).
觼訆訔訛 538 U.S. 84, 8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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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后施加的额外惩罚， 并声称该法律违反了事后追溯条款 （the Ex Post Facto Clause）。觼訆訕訛 法院驳回了
这项指控， 认为这项法律的目的是预防， 而不是惩罚。觼訆訖訛 法院认为， 由于该法律没有惩罚罪犯， 因此
没有违反事后条款。 阅读史密斯案的学生们应该被引导到法院发现这不是一项惩罚性的法律的循环
原理 （circular rationale） 上。觼訆託訛

史密斯案的理由与弗兰克诉马里兰案相似， 并延伸了一长串案件， 这些案件将看似刑事诉讼的
行为重新定义为准公共卫生行动， 因而没有触发刑事正当程序保护。 拒绝了沃伦法院在高尔特案
（In re Gaul）觼訆記訛 中提出的刑事正当程序保护的高点 （high point）， 这些案件认可 （allow） 罪犯不得保释
以防止他们再犯罪；觼訆訙訛 认可审前未决囚犯， 也包括受到保护性监护的重要证人， 可以作为囚犯对待而
监禁起来；觼訆訚訛 认可州政府在没有刑事法律正当程序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基于公共卫生的考量来使用刑法
工具。 学生应讨论预防与惩罚理论在恐怖分子被拘留的情境下是否具有可适用性， 并在进一步讨论
限制和人身保护令之后， 可以重新审议这些意见。

七、 个人限制和人身保护令审查

公共卫生法是处理个人人身限制和人身保护令 （habeas corpus） 审查的行政法领域之一。 大多
数法律专业的学生从未学习过人身保护令法理学， 许多执业律师， 甚至公共卫生律师都不了解其范
围或意义。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学者认为检疫和隔离法是违宪的， 除非这些法律提供了明确
的宪法正当程序规范。觼計訑訛 人身保护令是宪法中最基本的承诺之一， 适用于各州。觼計訒訛 人身保护令始终为
州出于公共卫生的目的而被拘留的人提供正当程序， 而不考虑各州是否有具体的法规来为人身保护
令提供审查。 人身保护令的基本程序是， 被拘留的个人有权在法官面前接受听证， 要求州证明对个
人实施拘留的法律权力和对拘留案件的初步证据。觼計訓訛 由于人身保护令对于理解公共卫生拘留的正当程
序至关重要， 因此， 从米利根案 （Ex Parte Milligan） 开始讨论这一差点被林肯总统暂停的人身保护
令是有益的。觼計訔訛 该案是对人身保护令宪法基础的一次很好的审查。

然而， 超越米利根案的是松丰三郎诉合众国案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涉日本人的拘留
案。觼計訕訛 在公共卫生法的课堂上阅读这个案例是很有用的， 因为它是基于传统的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和安
全理论 （safety rationale） 的结合。 为了防止日裔美国人危害社会而将他们隔离， 就好像他们是传染
病的潜在携带者一样。 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拘留， 其措辞表达令人想起当代关于拘留恐怖分子
的辩论。 另一起类似案件是平林诉美国案 （Hirabayashi v. United States） 它支持了因不遵守拘留令

觼訆訕訛 Smith, 538 U.S. p. 91; U.S. CONST. art. 1, § 10, cl. 1.
觼訆訖訛 Smith, 538 U.S. p. 96.
觼訆託訛 该法本身并不要求所通过的程序包含与刑事程序有关的任何保障措施。 这使我们推断， 立法机关设想该法案的执行是民事和行政

的。 通过考虑 “明确的民事程序”， 立法机关 “明确表明它的意图是民事制裁， 而不是刑事制裁。” Ibid. p.96 (citation omitted).
觼訆記訛 387 U.S. 1 (1967).
觼訆訙訛 United States v. Salerno, 481 U.S. 739, 755 (1987).
觼訆訚訛 Bell v. Wolfish, 441 U.S. 520, 523-24 (1979).
觼計訑訛 Lawrence o. Gostin et al., Improving State Law to Prevent and Treat Infectious Disease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milbank.org/

010130improvinglaw.html.
觼計訒訛 U.S. CONST. art. 1, § 9, cl. 2; Harris v. Nelson, 394 U.S. 286, 290-91 (1969).
觼計訓訛 Hamdi v. Rumsfeld, 542 U.S. 507, 526 (2004).
觼計訔訛 71 U.S. (4 Wall.) 2 (1866).
觼計訕訛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323 U.S. 214, 215-16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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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定罪的犯罪行为。觼計訖訛 平林案和松丰三郎案的事实依据在一个 1984 年的案件中被重新考虑， 在这
个案件中， 地区法院根据冤假错案纠正令状 （coram nobis） 撤销了对松丰三郎的定罪。觼計託訛 然而， 最高
法院从来没有否认过松丰三郎案的法律基础， 因此， 它继续为讨论今天面对同样的威胁时， 最高法
院是否会采取与 1944年不同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哈姆迪诉拉姆斯菲尔德案 （Hamdi v. Rumsfeld） 将米利根案的观点进行了现代化的更新。觼計記訛 国会
和总统试图限制对美国境内因恐怖主义指控而被拘留的公民的司法审查。 法院认为被告确实有权要
求法院审查其拘留， 但并未绝对否认总统执行这些拘留的权利。 斯卡利亚大法官提出了强有力的异
议， 反对无限期拘留的原则， 并追溯到布莱克斯通的拘留史：

对公众来说， 最重要的是维护个人的自由， 因为一旦有一个可以任意囚禁他或者他的上级认为
合适的人的最高地方官掌权……所有权利和豁免则很快会结束……不经指控或审判就剥夺一个人的
生命， 或以暴力没收他人的财产， 这是如此粗暴和臭名昭著的专制行为， 如此则必然马上向整个王国
发出暴政的警报。 但是， 通过把人秘密地送进监牢囚禁起来， 在监狱里， 他的痛苦不为人知且容易被
遗忘， 这是一项不公开且不引人注目的行为。 因此， 这也是一个更危险的导致专制政府的引擎……觼計訙訛

哈姆迪案提出了以长期预防性拘留 （long-term preventive detentions） 代替刑事起诉的问题。 在
阅读哈姆迪案时， 学生们应该考虑， 长期拘留对公共卫生构成风险的人， 例如无限期拘留一个尽管
同意治疗但仍具有传染性的耐药结核病人， 问题是否是一样的。

在瓦尔霍利诉斯威特案 （Varholy v. Sweat） 中， 原告因涉嫌携带性病觼計訚訛 （一种通过性传播的感
染性疾病， STI） 而被拘留。 她基于人身保护令程序要求释放她， 并要求保释。 法院讨论了公共卫
生案件中的人身保护令程序以及在公共卫生案件中拒绝保释的理由。 瓦尔霍利案是向学生介绍通过
性传播的感染性疾病控制相关法律的一个好案例， 这些法律对于军队而言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青霉素可用来治疗性传播的感染性疾病之前。觼訉訑訛

同样， 哈尔科案 （ In re Halko） 是一个典型的肺结核隔离案例。觼訉訒訛 原告因感染了传染性肺结核而
被限制在州立医院。 他要求对这一监禁进行人身保护审查。 法院解释了拘留结核病感染者的依据以
及定期审查其拘留情况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 法院在传统的公共卫生拘留之前没有举行听证
会；觼訉訓訛 拘禁个人的命令是单方面 （ex parte） 下达的。 对一个被监禁的人来说， 第一次被审讯的机会通
常是针对人身保护令的审讯。觼訉訔訛

纽瓦克市诉 J.S.案 （City of Newark v. J.S） 是唯一将公共卫生拘留与精神卫生拘留等同起来的案
件， 即将传染性结核病携带者的拘留标准适用于对精神卫生病患者的拘留。觼訉訕訛 这一案件在任何其他司

觼計訖訛 320 U.S. 81, 104-05 (1943).
觼計託訛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584 F. Supp. 1406, 1419-20 (N.D. Cal. 1984).
觼計記訛 Hamdi v. Rumsfeld, 542 U.S. 507, 530-31 (2004).
觼計訙訛 Hamdi v. Rumsfeld, 542 U.S. 507, 555 (2004). (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异议部分)
觼計訚訛 15 So. 2d 267, 268 (Fla. 1943).
觼訉訑訛 Peter Neushul, Science, Government, and the Mass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48 J. HIST. MED.ALLIED Sci. 371, 395 (1993).
觼訉訒訛 54 Cal. Rptr. 661 (Cal. Ct. App. 1966).
觼訉訓訛 Ex Parte Roman, 199 P. 580 (Okla. Crim. App. 1921); Richards, supra note 151, at 342.
觼訉訔訛 为简单的公共卫生命令提供拘留前的听证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做法。 更早的案例可参见 Varholy v. Sweat, 15 So. 2d 267 (Fla.

1943); Crayton v. Larabee 116 N.E. 355 (N.Y. 1917)。 人身保护令程序正是因为没有拘留前的听证； 如果有的话， 就不需要人
身保护令听证会了。

觼訉訕訛 652 A.2d 265, 275-77 (N.J. Super. Ct. Law Div.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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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管辖区都没有受到关注。 它应该与那些通过法律提供额外正当程序保护的州加以对照。觼訉訖訛

各州通常可以自由地提供比联邦或各州宪法所要求的更大的保护。 学生们应该考虑纽瓦克市案
的分析是否正确， 以及它对公共卫生机构施加的行政成本的影响。 特别是， 要求指定律师来举行听
证， 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卫生部门和没有资金支付律师费用的部门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这可能会
使这些部门在拘留人这件事上保持沉默， 即使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德克萨斯州那样已对他人
构成了重大威胁。觼訉託訛 学生们还应该考虑使用马修斯案 （的标准） 分析来考虑什么样的正当程序权利对
于隔离结核病携带者而言是合适的。

结论

公共卫生法作为行政法来看待和讲授是很合适的。 这些课程 （lessons） 只是行政法原则如何通
过公共卫生法加以传授的例子。 这与公共卫生法的历史发展觼訉記訛 及其当代实践是一致的。 如果学生们
想了解公共卫生机构在更大的政府结构内的运转， 将公共卫生法作为行政法进行教学至关重要。 公
共卫生法提供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例子， 这些例子比那些晦涩难懂的联邦监管更容易让学生理解。

觼訉訖訛 See, e.g., Greene v. Edwards, 263 S.E.2d 661, 663 (W. Va. 1980).
觼訉託訛 Ct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Outbreak of 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 Texas, California. and Pennsylvania, 39

MORBIDITY’& MORTALITY WKLY. REP. 369, 369-72 (1990)， 记录了一名无法隔离的结核病携带者在德克萨斯州不同地方
传播多药耐药结核病的情况。

觼訉記訛 See James A. Tobey, Public Health Law 217-34 (3d ed. 1947). 国内对公共卫生法治的历史梳理与模式总结的文献， 可参见李
广德：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译者注。

（责任编辑： 刘 翔）

Abstract: Public� health� law� is� a� more� human-centered� administrative� law,� which� can� better�
introduce�students�into�the�world�of�state�and�local�administrative�law.�Public�health�law�was�once�
the�first�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and�it�had�a�long�history�as�early�as�the�colonial�
period� in� the�United�States.� In� the�United�States,� as� an� administrative� law,� the� topics�of�public�
health� law� include� interstate� trade� clauses,� judicial� examination� standards,� due� process,�
administrative� search,� compulsory� vaccination� and� personal� restrictions.� However,� in� recent�
decades,�the�public�health�law�has�mainly�focused�on�the�individual�freedom�in�health�care,�and�it�
has�usually�focused�on�the�AIDS�epidemic,��which�has�also�resulted�in�the�extreme�contraction�of�
the�topics�and�issues�of�public�health�law�in�American�law�schools.

Key Words: Public�Health�Law;�Rule�of�Law�in�Public�Health;�Science�of�Law�in�Public�Health;�
Administrativ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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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 学者们才对 “公共卫生法” 进行认真的讨论，① 包括该领域的定义和理论。② 这一学
术话语考察的是国家和民间社会在国内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方面的作用。 一些重要的新兴文献涉及
卫生的国际层面，③ 但是我们称作 “全球卫生法” 的领域没有类似系统的定义和阐述。 在本文中，
我们旨在通过定义全球卫生法和描述重大挑战来填补这一空白。 鉴于飞速和扩张的全球化是当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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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飞速的全球化， 人们对一套连贯的全球卫生法及其治理体系的需要从未像
现在这样强烈。 本文探讨了当代全球化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健康危害； 为了推动民众健康的
公平发展， 本文还探讨了全球卫生法促进有效多边合作的迫切需要。 本文首先提出了 “全
球卫生法” 作为新兴领域的首个定义。 在阐述由该定义所界定的核心特征后， 本文考察了
全球卫生法以公正有效的各种方式充分发挥其潜能的 “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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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一个关键特征， 人们对一套连贯的全球卫生法及其治理体系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④

我们首先讨论的是当代全球化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健康危害； 为了推动民众健康的公平发展， 本
文还探讨全球卫生法促进有效多边合作的迫切需要。 随后， 我们对作为新兴领域的 “全球卫生法”
提供了一个定义。 在阐述由我们的定义所界定的核心特征后， 本文进而考察全球卫生法以公正有效
的各种方式充分发挥其潜能的 “重大挑战” （法律、 政治和社会方面）。

一、 公共卫生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

人们普遍认识到， 当代全球化正在对世界各地民众的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 虽然不断增强的全
球一体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但它对全球公共卫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⑤ 并正给国际法和
国际政策带来新的挑战。

全球化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一个进程， 其特点体现在经济、 政治、 技术、 文化和环境等一系列
社会领域的变化之中。 这些全球变化的进程正在重构人类社会， 进而开启健康和疾病的新模式， 并
重塑影响健康的各种决定因素。 事实上， 贸易、 旅行、 通讯、 移民、 信息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模糊
了国家卫生与全球卫生之间的传统区别。 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对世界各地的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健康
影响，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这些影响。 全世界的社会成员在卫生安全方面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

在一个不断变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考虑到人类迁移、 聚集和贸易的增加， 传染病的传播是
可以预料的。 但是， 当代全球化还带来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健康风险， 这些风险是不可预测的， 同时
也正引起政治领导人的关注。 工业化国家曾对非传染性疾病不堪重负， 但非传染性疾病现在已成为
全世界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并日益影响着来自资源贫乏国家的人民。 慢性疾病 （例如心血管疾
病、 癌症和糖尿病） 因诸如食用高脂肪 筑高热量饮食、 保持久坐的生活方式、 吸烟和饮用酒精饮料等
人类行为而恶化。 工业化、 城市化、 经济发展和日益全球化的粮食市场进程导致了行为的协调一
致。⑥ 曾经主要在工业化国家具有文化吸引力的东西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⑦

特别要强调的是， 跨国公司对食品、 烟草、 药品、 消费品和卫生保健的全球消费具有重大的影
响和权力。 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付造成了跨越国界的健康危害， 但往往又能逃避国家法的审
查。 因此， 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有效的办法， 以确保商品和服务在国际贸易流通中的质量和安全。 最
近关于受污染的鱼类、 含铅的玩具和腐坏的宠物食品的案例证实了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 这实际上
已经超出了国家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

全球化从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卫生保健服务。 国际贸易法和知识产权法影响着中低收入国家
切实获得基本药物和疫苗的能力。 感染艾滋病毒 筑患有艾滋病的穷人能够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这一例证体现了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具有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影响。 与此同时， 通过不道德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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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See Pittman, P., Folsom, A., Bass, E., Leonhardy, K. and Denning, M., U.S.-Based International Nurse Recruiters: Structure and
Practices of a Burgeoning Industry. Washington, DC: Academy Health, 2007.

⑨ See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 2005）.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a Crossroads: Aid, Trade and
Security in an Unequal World, available at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05complete.pdf;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available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IW3P/IB/2005/09/
20/000112742_20050920110826/Rendered/PDF/322040World0Development0Report02006.pdf.

⑩ 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GA Resolution 59/280,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Human Cloning, p. 21.
輥輯訛 Taylor, A., “Govern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Global Health”,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and Ethics, 2004 （32）, pp.500-508.
輥輰訛 Garrett, L.,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Health” , Foreign Affairs, 2007a （86）, pp.1-17.
輥輱訛 See Dodgson, R., Lee, K. and Drager, 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 Conceptual Review.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2007.

聘做法和市场力量的 “推拉” （push and pull）， 医生和护士正在向发达国家迁移， 这将使穷人没有
足够的人力资源来维持卫生保健系统的正常运转。⑧

这些和其他全球化力量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卫生差距。 事实上， 渗透和加深全球不平
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给卫生带来的一些最重要的影响， 其途径包括强迫贫穷国家私
有化、 征收使用费和在诸如卫生服务和药品分销等领域采用贸易自由化政策。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过去数年间都发布了关于人类
发展的报告， 以突出急剧增长的不平等问题。⑨ 值得注意的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道称， 人类发
展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倒退”， 即世界上 18 个最贫穷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 （一项衡量幸福的标准）
得分低于 1990 年。⑩ 收入是决定贫穷国家卫生状况的主要因素， 今天的巨大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严重的全球健康威胁。

全球化凸显并在相当程度上复杂了建立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必要性。 总的来说， 卫生决
定因素的日益一体化和国际化导致主权国家通过单边国家行动保护其民众健康的实际能力迅速下
降， 从而加剧了国家间国际合作的需要。輥輯訛

自 1945 年联合国成立以来， 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全球卫生挑战的范围和规模， 这反映在全球卫
生领域不断增加的行动者。 例如， 近年来， 活跃在卫生领域的国际机构激增。 在联合国全系统
（comprehensive UN system） 内， 主要参与卫生工作的重要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联合国全系统外， 区域机构和国际组织对全球卫生的兴趣也有类似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非国
家行动者也引发并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健康的日益关注。 这些国际卫生领域的非国家行动者包括
各种各样的基金会、 宗教组织、 非政府机构和营利组织， 例如对国际卫生政策具有强大的影响的制
药行业。 包括各种全球卫生行动者的创新卫生联盟 （例如卫生研究关系网以及最为重要的公私伙伴
关系） 也变得愈发普遍并对卫生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迫切需要政府、 企业、 民间社会和其他行
动者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集体行动， 因为卫生决定因素越来越受到卫生部门以外的复杂因素的影
响， 包括冲突、 环境恶化、 贸易、 投资和犯罪活动。

除了国际卫生领域的行动者激增以外， 当代全球卫生的特点是资金的数量和来源不断增加。 由
于公共和私人捐赠的大幅上升， 全球卫生领域的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輥輰訛 目前， 全球卫生的资
金来源有多个， 包括双边援助、 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资助、 国际组织的定期预算以及新的专门筹资
机制， 例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免疫国际融资机制。

人们普遍承认， 目前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足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广泛挑战和机遇。輥輱訛 人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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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Gostin, L., “Meeting the Survival Needs of the World’s Least Healthy People: A Proposed Model fo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7a （298）, pp.225-228; Gostin, L., “Meeting Basic Survival Needs of the World’s
Least Healthy People: Toward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Global Health”,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08b （96）, pp.331-392.

逐渐意识到， 全球卫生有效治理的一个必要手段是通过全球卫生法律体系， 而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需
要国际法对其现有规则、 制度机制和合作形式进行创新。

二、 作为新兴领域的全球卫生法： 一个定义

我们对全球卫生法的定义如下， 本章其余部分将解释这一定义的显著方面： “全球卫生法是一
个包括法律规范、 程序和机构在内的领域， 它为全世界人民达到尽可能最高水平的身心健康创造必
要条件。 该领域致力于在包括国际组织、 政府、 企业、 基金会、 媒体和民间社会在内的重要行动者
间促进对公众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健康增益行为。 全球卫生法的机制应鼓励投资研发， 调动资源，
设定优先事项， 协调活动， 监测进程， 制定激励措施并执行标准。 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应以总体
社会正义为价值指导， 这一价值要求卫生服务的公平分配， 特别是造福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民众。”

全球卫生法领域主要涉及两方面： 其一， 国际公法的正式渊源， 例如包括确立国家对其民众健
康的职权职责以及国际合作义务的条约； 其二， 国际法的正式主体， 包括国家、 个人和国际公共组
织。 然而， 为了成为一项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策略， 全球卫生法的发展必须超越其传统国际法在渊
源和主体上的限制。 它必须在各国政府、 企业、 民间社会和其他行动者之间促进更有效的全球卫生
集体行动 （collective global health action）。 因此， 我们对全球卫生法的定义既是规定性的， 也是描
述性的。 为了使国际社会能够根据社会正义的价值促进全球卫生， 这一定义阐述了一种必要但又尚
未实现的国际法律框架。 当然， 如同任何法律制度， 国际法在创制和支配它的社会中往往对新的事
态发展反应缓慢。 例如， 由于普遍人权在二十世纪获得承认， 国际法的性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
展。 因此， 我们在全球卫生法的概念中所设想的国际法发展与国际法逐步的历史发展相契合。

我们对全球卫生法的定义体现了五大显著特征， 即： （1） 使命： 确保公众健康 （public’s
health） 的条件 （满足 “基本生存需要”）； （2） 主要参与者： 国家、 国际组织、 私人和慈善组织以
及民间社会； （3） 渊源： 国际公法； （4） 结构： 全球卫生治理创新机制； （5） 道德基础： 社会公正
的价值， 为世界上最贫困和最不健康的民众吁求健康福利的公平分配。

全球卫生法的使命是为全世界人民尽可能最高水平的身心健康确保必要条件。 为了给世界人民
带来改变， 国际社会应该关注我们所说的 “基本生存需要”。輥輲訛。 基本生存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
的卫生决定因素上， 包括正常运作的卫生系统、 卫生设施、 洁净水源、 未受污染的食品、 安全的产
品和服务以及获得基本疫苗和药品的机会。 我们的定义认为， 法律规范、 程序和机构有助于创造人
们保持健康的条件。

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包括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 各国政府无疑已经并将
继续对其人民的健康承担主要的职权和职责。 然而， 如上所述， 多个非国家行动者给国家和国际层
面的公众健康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影响。 慈善组织 （如盖茨基金会和克林顿全球倡议） 以及公私伙伴
关系 （如全球基金和国际免疫融资机制） 为研究、 预防和治疗提供资源。 非政府组织 （如无国界医
生组织和乐施会） 在当地提供服务。 民间社会组织 （如那些致力于艾滋病、 心理健康或残疾权利的
组织） 为卫生改革提供支持和造势。

全球卫生法的主要渊源是旨在保护世界卫生的国际公法。 由于国家主权在国际体系中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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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国际法的主体和渊源历来被狭义界定。 国际公法主要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以从广
义上被描述为规范国家行为和关系的规则， 包括国家的基本权利、 义务和承诺。 虽然国家仍然是国
际法的主要主体， 但国际组织和国际人权法发展下的个人现在也被视为国际法的主体。 今后， 国际
法可能会演变为将跨国公司和其他非国家实体作为直接主体。 重要的是， 根据现行国际法， 跨国公
司有时要对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负责， 有些国际文件直接要求公司负责。 此外，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
与国内法和国内政治有着根本的区别。 尽管国际法律渊源广泛而复杂， 但当今大多数国际法 （包括
全球卫生法）， 都可以在双边、 区域或多边条约中找到。 这种以条约为基础的体系 （treaty-based
system） 与国内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全球卫生法寻求全球卫生治理的创新机制。 治理战略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机制， 以促进健康增益
行为并阻止有害行为。 治理远远超出要求各国遵守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法律规范的范畴。 相反， 治理
涉及为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创造激励措施， 为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确定优先事项， 协调日益分散
的活动， 调动国际援助和技术援助， 以及促进新疫苗、 药品和技术的研究。 学者们强调的是全球卫
生治理， 而不是禁止性或监管性 “管理” 产品， 因为它允许跨越国家、 市场、 民间社会和私人生活
超越公共 筑私人边界的移转。輥輳訛 不同于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模式， 治理理论利用创造力， 引导影响卫
生的众多行动者的行动、 理念和资源。

在其他文章， 我们曾提出将 《全球卫生框架公约》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Global Health,
FCGH） 作为创新全球卫生治理的范型。輥輴訛 框架公约—议定书的方法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它允许缔
约方决定目前在政治上可行的具体程度， 并回避了省去以后建立议定书所牵涉的更加复杂或有争议
的问题。 《全球卫生框架公约》 代表着全球卫生的历史性转变， 它总体设想的是全球卫生治理体制。
最初的框架将确立重要的范型 （modalities）， 其配套战略关注后续议定书中每个最重要的治理参数。
《全球卫生框架公约》 将纳入一项自下而上的战略， 其实质内容侧重： （1） 能力建设， 使所有国家
都有持久有效的卫生系统； （2） 设定优先事项， 使国际援助直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

全球卫生法的道德基础是正义。 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观相一致， 我们对全球卫生法的定义表明，
健康民众的条件应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 种族、 性别、 经济和地理边界上公平分配。 正义并不
要求严格平等地分配资源， 而是要求为每个人提供某种公正的健康保障措施。 社会正义包括但不限
于缩小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差距。 社会正义对公平分配的需求立基于对全人类的平等关
注。 让世界上的穷人和弱势的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过早的死亡， 这会侵蚀公共信任、 减损社会凝
聚力从而损害整个社会。 社会正义给受害人和其他所有人这样一个信号， 即一些人的基本人类需要
比其他人更重要。 因此， 社会正义吁求平等促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尊严的政策。輥輵訛

三、 全球卫生法的 “重大挑战”

当前国际格局的政治、 法律、 经济和社会状况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 如果改善导致
疾病、 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大多数常见原因需要全球解决方案， 那么， 未来无法让我们充满信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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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的国家对此无能为力， 而那些有财力的国家则会极力反对花费必要的
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来真正改善境外国家的卫生状况。 当富国采取行动的时候， 它们往往更多地是
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或人道主义本能， 而不是完全的道德或法律义务感。 这将导致最贫穷地区的健
康状况不断恶化， 显而易见的全球后果是跨国界的疾病传播， 以及对贸易、 国际关系和安全的系统
性影响。 为了使全球卫生法成为阻止这一灾难过程的有效手段， 国际社会必须克服全球卫生法中的
四个 “重大挑战”， 这些长期存在、 难以解决的障碍使我们无法把法律作为实现全球卫生正义的有
效工具。輥輶訛

（一） 国际法律制度中的国家中心主义

全球卫生治理的一个根本挑战是国际法的国家为中心本质。 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 国家的权力
受到了严重侵犯， 但国家仍然是国际法律制度中的首要主体。 如上所述， 国家是国际公法 （包括国
际公共卫生法） 的基本主体， 因此， 国际法渊源主要调整的是国家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法的国家中心主义本质的一个突出局限是它无法将非国家主体纳入全球卫生治理的法律框
架。 国际法律制度主要涉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 责任和关系。 然而， 如上所述， 从民间社会
到基金会再到私营企业的非国家主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和
其他国际组织确实与非国家主体打交道， 并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参与全球卫生论坛等方式将它们纳
入全球卫生治理之中， 国际法没有为充分实现利益攸关方之间潜在的合作协同提供足够的基础。 因
此， 国际法需要逐渐承认非国家主体的存在， 并为非国家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协作搭建工具和架构，
进而促进公平的全球卫生。

关于国际法是否能够管辖影响全球卫生的各种实体的问题， 这是文献中激烈辩论的主题。輥輷訛 事
实上， 一些现代前沿的全球卫生治理方案避开了正式的国际法律机制， 例如全球基金、 全球卫生安
全倡议、 国际药品采购机制和国际免疫融资机制。

国际法的国家中心主义本质严重阻碍了全球卫生法作为有效工具促进全球卫生合作的努力。 主
权国家的理念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原则， 因此也是国际法的焦点， 这一观点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
主权至上原则使国际法与国内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特别是， 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 即一般
没有超国家权力机构来制定和执行针对主权国家的法律。 在当今全球卫生法的条约 （主要渊源）
中， 各国通过明确表示同意来确立国际法律规则。 由于各国一般不愿意通过编纂具有约束力的国际
法而牺牲其行动自由， 条约通常远远不够全面， 而且总是只包含有限的义务。 此外， 当代条约谈判
中旨在建立普遍共识的努力导致最终编纂的往往是相当薄弱的条约承诺或形成所谓 “最小公分母”
标准。 总的来说， 国际法编纂和执行过程中所具有的自愿性和分权性特征渗透到并深深影响着全球
卫生法的其余最大挑战。

（二） 优先事项设定

在当代全球卫生治理中， 各国显然不愿意制定的是创设具有约束力和重要性义务和激励措施的
国际法律文书， 也不愿意为保护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提供大量资金或服务。 由于国际法的自愿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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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权至上原则， 各国为促进全球公共卫生只建立了一个针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合作的有限法律框
架。 但这恰恰是解决全球卫生中最棘手的问题所必须的。

根据国际人权法， 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和促进本国人民健康的首要责任。 但是， 如果一个国家不
能或不愿履行其责任呢？ 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 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贫穷、 政治不稳定、
管理不力、 腐败或缺乏政治意愿。

贫困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主要障碍。 贫穷国家正处于螺旋式下降中， 贫穷使人们更容易患
有营养不良和疾病， 而健康状况恶化进一步拖累经济。 与此同时， 健康状况不佳严重加剧了政治不
稳定， 从而可能出现趋向失败或已经失败的国家。 贫穷或不稳定的政府在建立可行的卫生系统或有
效规划和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方面准备不足。 政府无能对公众健康可能是毁灭性的， 它将导致无
法发现、 预防和改善健康威胁， 也无法治疗正在遭受痛苦和疾病的人。

贫穷、 疾病和政治不稳定的恶性循环是低收入国家无法创造健康生活条件的主要原因。 但同样
重要的是， 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卫生方面的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 多
数国家更倾向于把经费用于军备或其他受重视的需求上。 此外， 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繁冗的、 不称
职的官僚体系或贿赂挪用外国卫生援助的资金。 然而， 由于国际法施行主权原则， 各国尚未建立有
效的法律框架， 以建立和追究政府对本国人民健康投资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 国际法没有制定一种方法， 以使富裕国家有责任向缺乏能力的国家提供充分和稳
定的国际卫生援助。 发达国家甚至没有履行 1975 年作出的每年将国民总收入的 0.7%用于官方发展
援助的承诺。 三十多年后， 它们的实际贡献率最近才上升到 0.33%的水平。 例如， 没有国家采取支
持措施以细化和编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粗略准则， 这些准则涉及大量全球卫生中的横向问
题， 包括卫生设备和污水、 虫害防治、 洁净空气和水、 饮食和营养、 基本药物和疫苗以及运转良好
的卫生系统。

由于国际法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 全球卫生法议程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偏斜的优先事项。
今天的条约制定过程是由狭义的国家利益或政治权宜驱动的， 而不是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輦輮訛 国际
社会对全球卫生立法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全球卫生的边缘而非核心问题。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关于禁止人类生殖性克隆的公约的谈判失败。 2001 年 12 月， 联合国大会设
立了第六委员会特设工作组， 审议拟订一项禁止人类生殖性克隆的国际文件。 这项倡议由法国和德
国发起， 其动机是某些实验室公开宣称即将进行人类生殖性克隆。 委员会于 2001 年至 2002 年举行
了两届会议， 为审议的条约拟订一项授权。 但在第一届会议结束前， 争议不断扩大。 大多数国家代
表团支持最初的提案， 该提案将条约的主题限定为人类生殖性克隆。 然而，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
支持将拟议的禁令扩大到治疗性克隆和胚胎干细胞研究。 最终， 该条约的谈判失败了， 联合国大会
在 2005 年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会员国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类克隆， “只要不符合人类尊严和对人类
生命的保护”。輦輯訛

尽管制定条约的努力失败了， 但为了人类克隆的 “全球健康”， 第六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和
各会员国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 （包括法国、 德国和美国） 争论条约内容的过程中投入了宝贵的时间
和资源。 但是， 编纂关于繁殖性克隆的国际条约当时 （甚至是现在） 并不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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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的优先议程。 实际上， 在克隆条约谈判时， 只有 30 个国家制定了关于人类克隆的立法。輦輰訛

尽管如此， 与启动多边谈判的当代进程相似， 少数有钱有权的国家能够启动这样一项条约的谈判，
并将谈判拖延多年。 这些富裕国家垄断了立法议程， 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甚至多数不是国际社会所关
注的健康问题。

富裕国家在全球卫生立法中偏斜的优先事项往往在于控制其在全球卫生援助中的支出以及立基
于这些国家的私人捐助机构的支出。 目前， 相对小范围的富裕捐赠方在设立有关全球卫生支出的议
程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例如经合组织国家、 盖茨基金会和全球基金。 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
特定疾病或狭隘的国家安全利益， 而不是更大的系统性问题 （例如失灵的卫生系统）， 后者可以影
响所有疾病的结果。輦輱訛 毫无疑问， 确保人民健康的唯一最为重要的方法是在所有国家建立持久的卫
生系统。 各国和地区必须拥有运转良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系统， 以及健全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
源。 如果国际援助的绝大多数资金用于帮助贫困国家发展和维持卫生系统， 那么这些国家将获得保
卫本国人民的工具。 但是， 现在的资金流偏离了优先事项， 即把资源从建立稳定的地方系统转移到
了满足日常卫生需求上。

克隆谈判和其他最近的全球卫生法倡议的经验表明， 各国没有承担起将国际法作为改善世界最
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的有效工具的艰巨任务。 现有的少数法律文书在历史上、 政治上和结构上都不足
以满足卫生极差国家的需要。輦輲訛 全球卫生法治理机制必须有效地设定优先事项。 有必要重新关注迄
今为止造成最大疾病负担和早逝的健康状况以及实现更大的平等。 在目前分裂的环境里， 国家、 非
政府组织、 政府间组织和基金会都资助并优先考虑提供不同的卫生干预措施。 与此同时， 国家参与
的国际立法并未解决全球卫生需求的核心问题， 建立新的和有效的机制来设定全球卫生立法的优先
事项是一项艰巨但又至关重要的任务。

（三） 执行和遵守

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律制度中， 制定和实施法律取决于国家的意愿。 鉴于各国一般不愿意
接受国际审查和问责， 条约一般缺乏促进国家遵守的机制。 虽然对主权的看法正在慢慢改变， 但国
家同意的有力和有效的执行机制的情况仍然很少， 因为各国担心负责履行法律义务的国际机构会对
它们的权力作扩张解释， 进而影响国家自治。

因此， 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律制度中， 当今全球卫生法缺乏有意义的争端解决机构就不足
为奇了。 虽然缺乏具体的规范标准和机构能力来确保有效执行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但这在
经济和社会领域 （包括在全球卫生法领域） 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大多数与卫生有关的国际文书
几乎没有鼓励或促进遵约的激励或选择。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新的 《国际卫生条例》， 该条例授权各国建立国家流行病学监测系统。 虽然
这种全球流行病学监测系统被广泛认为是有效控制全球疾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新的 《国际卫
生条例》 没有提供任何机制来协助贫穷国家建立或维持其国家系统。輦輳訛 另一个例子是 《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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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Franck, T.,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除了在烟草控制方面规定有限的实质性义务外， 公约起草者疏于采纳任何
机制来促进国家行动或国际审查， 特别是包括独立的监控系统、 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 或是一种确
保贫穷国家获得履行其条约义务所需资源的机制。

也许全球卫生法最受争议的领域是卫生和人权领域。輦輴訛 但是， 即使在这些领域， 所制定的准则
也很模糊或是夸夸其谈， 没有得到执行机制的支持， 而且在对全球卫生至关重要的方面保持沉默。
健康权可以在最基本的联合国文件中找到： 《联合国宪章》 第 55 条 （“寻求国际经济、 社会和健康
问题的解决办法”）； 《世界人权宣言》 第 25 条 （“医疗所需的生活水准”）；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 第 12条 （“可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 这些崇高的宣言和条约规定对国家实践的影响
甚微： 这些文书承认的健康权的确切内容是什么？ 各国和其他主体承担哪些相应的义务？ 什么时候
权利受到侵犯？ 有什么机制来促进权益的落实？ 在国际法中， 人们普遍认识到， 国际标准设定的模
糊性会削弱一国遵守国际法的义务感。輦輵訛

管理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的机构 （即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试图澄清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用于规定健康权的广泛声明性语言的含义。 在一份名为《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 的出版物中， 委员会将健康权划分为规范性、 义务性、 违反性和执行性四重语义。
通过这种方式， 委员会规定了满足人类基本 “生存需要” 的核心义务， 例如初级保健、 基本食物、
适当居所、 卫生设施、 安全饮用水和基本药物。 尽管 《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 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
来充实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中的健康权， 但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由于发布多年的
《第 14号一般性意见》 尚未被所有国家接受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因此其法律地位仍然是不确定的。

然而， 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克服这些挑战， 那么， 困扰整个国际公法 （特别是全球卫生
法） 的执行挑战并不是完全难以解决的。 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就表明了这一
点。 世界贸易组织及其立法机构的某些组织特征使其在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具有独特的力量。

一方面， 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各国必须同意 24 项不同的协定。 另一方面， 世界贸易组
织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它具备一个有组织的程序 （例如及时的时间表） 和执行裁决
的能力。 在国际法律体系中， 这一机制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实体。 申言之，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设立
了一个争端解决机构， 该机构被授权正式裁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重要的是， 如果败诉方未能
修改其被认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法律或政策， 该机构有权通过授予胜诉方对败诉方实施贸易
制裁的权利来执行其决定。 这一具有强制性和可执行性的争端解决程序与大多数条约建立的有限执
行机制———包括全球卫生领域中的条约机制———形成鲜明对比。 建立促进实施和遵守全球卫生法规
范的有效机制是全球卫生法治理中的一项持久挑战。

（四） 分散、 重复和缺乏协调

全球卫生法这一新兴领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是不断激增的组织投身于这一日益复杂和多面领
域的阐发过程中。 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及其机构 （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联合国系统以外的
国际和区域机构。 总的来说， 越来越多的具有立法权和经相关授权的国际组织正在充当全球卫生法
的谈判平台， 而其他组织也正在影响这一领域的当代立法。

具有共同目标但没有任何中央协调机构的多边组织不断激增且多样发展， 由此带来的风险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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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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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法的发展既不稳定也不健康。 过去几十年来， 机构和条约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激增提供了一
个令人警示的教训， 即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立法矛盾可能产生机制冲突和其他适得其反的结果。 长期
以来， 人们认识到， 全球环境治理缺乏一个总括性环境机构， 进而导致了该领域的机构负担过重。輦輶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全球卫生立法领域 （从生物技术到烟草控制等） 存在着零散、 重复和不
一致的现象。 全球卫生法治理的复杂性和立法工作更有效协调的必要性进一步证明， 除那些拥有与
全球卫生密切相关的授权的政府间组织以外， 还有如此多的机关和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卫生
法治理之中。 与全球卫生法治理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从民间社会到私
营企业， 再到全球卫生法治理领域的基金会， 这些非国家主体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这进一步使有效
协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主体和机构在全球卫生法领域的激增并没有起到加强全球卫生法治理的作用， 反而使这一领域
陷入混乱。 对全球卫生法这一新兴领域进行更有效的集体管理 （collective management） 至关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有权在不断发展的卫生法领域提供独有的领导并促进合理有效的发展与协调。
《世界卫生组织章程》 设想由一个机构利用法律和行使权力， 以积极促进实现 “尽可能高的健康水
平” （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章程》 序言） 但是， 该机构从未达到这些关键预期。 世界卫生组织直到
2003 年才发挥卫生大会的平台作用， 当时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长期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因其不愿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准则而受到批评， 尽管其章程赋予其
大胆的使命和广泛的权力。輦輷訛 在二十一世纪之交， 该机构在成立五十多年后仍未通过一项条约。 它
在疾病分类和疫情控制方面的两项条例主要都是历史的产物， 适用范围有限且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影
响。 自那时起， 世界卫生组织更加积极主动， 准备在必要时行使政治权力以避免全球卫生危机。 然
而， 最关键的问题是， 世界卫生组织能否基于这些最近的进展去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最为重要
且棘手的问题。

结论

如果缺乏集体回应， 改善长期和复杂的全球卫生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国际法律规范、 程序
和机构的创制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持续的、 有组织的平台， 以建立各国对全球卫生共同的人道主义本
能。 但是， 如何利用国际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效工具， 这一问题显然长期困扰着学者们。

本文试图阐述当今全球卫生法的定义及其面临的重大挑战。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 全球卫生
法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缺陷和固有的挑战， 包括标准模糊、 监控不力、 执法不严， 其 “国家主义” 进
路无法充分利用非国家主体和更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社会的创造力和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法受
到重要的结构性限制， 这影响了其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效工具。 这些限制包括： 及时承诺的调
整、 国际标准的执行和调整。 总的来说， 由于缺乏使全球卫生法律制度合理化和协调的有效机制，
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卫生法能否有效和公平地促进全球卫生是严重存疑的。 因此， 尽管国际社会成员
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国际法这一全球卫生合作的工具， 并呼吁编纂新的文书， 但是全球卫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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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a� coherent�
global�health� law�and� its�governance� system�has�never�been� so� strong.�This�paper�discusses� the�
health� hazards�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o� human� heal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air�
development�of�people’s�health,�this�paper�also�discusses�the�urgent�need�of�global�health�law�to�
promote�effective�multilateral�cooperation.�Firstly,� this�paper�puts� forward� the� first�definition�of�
“global�health�law” as�a�new�field.�After�explicating�the�core�features�defined�by�this�definition,�
this�paper�examines�the “major�challenges” of�the�global�health�law�in�exerting�its�potential�in�a�
fair�and�effective�manner.

Key Words: Global�Health�Law;�Rule�of�Law�in�Public�Health;�Epidemics;�Global�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是： 制定战略以完善标准设定、 实施和协调。
如果法律要在未来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需要新的模式来引导更具建设性和合作性

的行动， 以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之一———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如本文所述， 利用法律
作为促进全球卫生的有效工具， 最重大的挑战也许是国际法的国家中心性。 主权原则继续在国际法
律制度中占主导地位， 各国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法律解决全球卫生问题。 然而， 重要的是， 这一
原则因国家间制度在结构和规则上的最新发展而有所削弱。 特别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权， 这有助于将重点从国家转移到个人。 与此同时， 全球化进程和国际领域上新
主体的出现 （包括非政府组织、 公司和公私合作伙伴的结盟） 对国家主权构成了限制。 总的来说，
这些改变正在削弱传统的主权概念， 进而为国际法 （特别是全球卫生法）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环境。

当代对全球卫生的关注以及各国对全球卫生的资助和投入的行动是令人满意的、 昭示希望的。
全球健康， 不亚于全球气候变化，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问题。 但是，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为
有效的自治协力提出共同的愿景和架构， 那么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所有关注都将减弱。 如果是这
样的话， 贫穷、 政治不稳定和健康恶化的恶性循环将继续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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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受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规范中同居共财观念的影响， 现行法规定夫妻婚后所得财产的法定财产制
为夫妻财产共有制， 夫妻财产具有了共有或准共有的效力。 这种财产制固然体现了夫妻共同生活、
共担风险的一般家庭伦理观念， 但也存在着诱使行为人 “假离婚、 真逃债” 以及 “夫妻一方与债权
人恶意串通、 虚构债务， 损害另一方配偶利益” 等道德风险发生的制度性缺陷。 为了解决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在吸收既有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第一千零六
十四条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 要求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既要重视对婚姻关系内部的夫
妻双方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 以践行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的要求， 同时也不应忽略对婚姻
关系外部善意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譹訛 以贯彻立法者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平衡保护各方利
益的立场，譺訛 对此整体上应予肯定。譻訛 同时， 由于新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在概念使用及具体的结
构安排上仍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斟酌的空间， 所以下文即以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所表达出来

论利益平衡保护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朱晓峰 *

内容提要： 为平衡保护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双方与第三人利益，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
条在吸收既有法律实践经验特别是法释 〔2018〕 2 号的规则的基础上， 区分双方负债型共
同债务和一方负债型共同债务而采取不同的认定规则。 其中， 前者强调夫妻共同债务的本
质在于夫妻合意， 并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两个方面来认定， 后者强调
夫妻一方对外负债是否与作为整体的家庭存在牵连关系而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
等方面来展开， 并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平衡保护夫妻中非举债方与债权人。 对于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规则所使用的不确定概念的确定， 应在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将之交由
法官， 由其在结合具体立法目的及夫妻家庭生活之本质的基础上在个案中综合考量涉案因
素确定， 平衡保护夫妻双方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夫妻共同债务 平衡保护 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一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2.007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是 202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家庭关系传承与变革中的民
法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20JHQ074）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13-114页。
譺訛 参见王晨：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的说明———2020年 5月 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 载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编写组编：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5页。
譻訛 参见夏吟兰： 《婚姻家庭编的创新和发展》，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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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参见薛宁兰： 《中国民法典夫妻债务制度研究———基于财产权平等保护的讨论》， 载 《妇女研究论丛》 2018年第 3期。
譽訛 参见陈绍禹：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 1950年 4月 14日》， 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

研室、 资料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资料选编》 （一）， 未刊稿， 1982年， 第 59页。
譾訛 参见 1980年 《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 “离婚时，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以共同财产偿还。 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

由双方协议清偿；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 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 由本人偿还。”
譿訛 参见蒋月： 《20世纪婚姻家庭法： 从传统到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37页。
讀訛 参见巫昌祯、 夏吟兰主编： 《婚姻家庭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59页。
讁訛 参见前引譻訛， 夏吟兰文； 贺剑： 《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财产制为重点》， 载 《中外法学》 2014 年第

6期。
輥輮訛 参见 《民通意见》 第四十三条：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 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 债务

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

的平衡保护夫妻关系内部当事人与外部债权人合法利益的立法目为基础， 来探讨其所确立的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具体理解与适用。

二、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演进与构造

（一） 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演进

1. 立法实践
1950 年我国首部 《婚姻法》 当中， 立法者就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依据该法第二十四

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担的债务， 以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偿还”。 并且， 若婚后所得财
产不足以清偿夫妻债务的， 男方承担无限连带之责任。 这实质上是立法者考虑到当时社会背景下女
性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为了给女方和债权人以充分保护而做的规定。譼訛 因为当时 “多数妇女经济尚
未独立， 一般情形下， 妻子的经济地位弱于丈夫。 如果离婚时女方的经济条件优于男方的， 也可以
要求女方比男方多负担些共同生活时所生债务”。譽訛 1980 年 《婚姻法》 在继续维持 1950 年 《婚姻法》
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对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作了完善。譾訛 该法第三十二条修改了之前婚后所得财产不足
以清偿夫妻债务时强化男方责任的立场， 采取了围绕当事人意思自治并在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的情
况下由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的立场， 有利于婚姻关系当中的男女双方利益的平等
保护。譿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婚姻家庭生活方式也遭到愈来愈多的挑战， 新的婚姻家庭生活观念
也在不断地生成发展。 但是， 与这种变化了的社会背景不完全相同的是， 2001 年修订的 《婚姻法》
第四十一条在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上依然坚守了 1980 年 《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的立场，讀訛 既未解决夫
妻共同债务清偿的前提即何谓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的界定， 亦未明确清偿的核心内涵
即何谓 “共同偿还” 等内容。 可以说， 尽管夫妻债务的归属问题和夫妻财产的归属问题同样重要，
但在债务归属问题的法律规则构造上却呈现出理解与适用上的混乱问题， 亟须进一步澄清。讁訛

2. 司法实践
虽然 1980 年 《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适用于 “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 但对该概念的理解， 我国学理与实务上存在着较大分歧。 基于此， 1988 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四十三条对 《婚
姻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债务范围作了解释，輥輮訛 扩展了 《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 “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 范围， 有利于对夫妻关系之外的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另外， 鉴于 2001 年 《婚姻法》 第
四十一条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过于简单且在实践中不利于对 “假离婚、 真逃债” 等侵害婚姻关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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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杨晓蓉、 吴艳：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责任范围———以夫妻一方经营性负债为研究重点》， 载 《法律适用》 2015
年第 9期。

輥輰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 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輥輱訛 参见冉克平： 《夫妻团体债务的认定及清偿》， 载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5 期； 李洪祥：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构成依据的反
思》， 载 《江汉论坛》 2017 年第 7 期； 夏江皓：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之探究———以女性主义法学为视角反思 〈婚姻法解
释 （二）〉 第 24条》，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7年第 6期； 陈川、 田桔光： 《夫妻共同债务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认》， 载
《法律适用》 2012年第 9期。

輥輲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輥輳訛 参见叶名怡： 《“共债共签” 原则应写入 〈民法典〉》， 载 《东方法学》 2019 年第 1 期； 程新文、 刘敏、 方芳、 沈丹丹： 《〈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的理解与适用》， 载 《人民司法·应用》 2018年第 4期。

輥輴訛 参见李洪祥： 《论日常家事代理权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构成》， 载 《当代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程新文等文。
輥輶訛 参见彭诚信： 《论民法典中的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4期； 龙翼飞：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度创

新与适用》， 载 《人民检察》 2020年第 21期。
輥輷訛 参见前引譹訛， 黄薇主编书， 第 115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66 页； 汪家元： 《我国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评析》，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5期。

第三人利益之现象的调整，輥輯訛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二） 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作出了新的规定。輥輰訛

该条在强化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同时， 也产生了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实际效果， 导致了对婚姻当事人利益保护极为不利的结果， 引发了社会的普遍质疑与反对。輥輱訛

为解决法释 〔2003〕 19 号第二十四条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8 年发布法释 〔2018〕 2
号司法解释。輥輲訛 相较于法释 〔2003〕 19 号第二十四条强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法释 〔2018〕 2 号
更注重对夫妻关系内部当事人合法利益与夫妻关系外部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平衡保护。 具体而言， 法
释 〔2018〕 2 号首先在第一条确立了 “共债共签” 规则， 令夫妻债务问题回归民法基本原理， 表明
婚姻关系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由历史上夫妻一体的团体主义到夫妻各自平等独立但彼此协作的个人主
义的发展， 体现了对个人的基本尊重；輥輳訛 同时， 第二条规定的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的推定规则， 强调夫妻共同家庭生活的本质，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亦可推定为取得了婚
姻关系中另一方的同意；輥輴訛 第三条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推定， 规定了共债共签和为满足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生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补充情形及相应的举证责任， 使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更加丰
富， 整体上与第一条的共债共签规则与第二条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规则共同体现从源头控制纠纷，
平衡保护债权人和未举债夫妻一方的利益的目的。輥輵訛

整体而言， 法释 〔2018〕 2 号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吸取了之前法律实践的经验教训，
较为充分地回应了整个社会长久以来的重大关切， 符合普通民众的一般价值情感及社会生活的现实
需要， 对于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积极的作用。輥輶訛 事实上， 这也是法释 〔2018〕 2 号所确立的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规则被 《民法典》 基本全盘吸收的正当性基础。輥輷訛

（二） 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基本构造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对于如何具体规定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法典草案起草者的立场也一度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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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草案婚姻家庭编的第二十条规定：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 但夫妻一
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款）。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二
款）。” 第三十四条规定：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
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适用本编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第一款）。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二款）。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
偿 （第三款）。”

輦輯訛 参见何勤华、 李秀清、 陈颐编： 《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 （增订本）》 （续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94-196页。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叶名怡文。
輦輱訛 参见曲超彦、 裴桦： 《论我国夫妻债务推定规则》， 载 《求是学刊》 2017年第 3期； 胡苷用： 《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及其推定

规则》， 载 《重庆社会科学》 2010年第 2期。
輦輲訛 参见 《地方人大、 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有关方面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征求意见稿） 婚姻家庭编的意见》， 载 《民法典

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编写组编：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497-498页。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何勤华等编书， 第 296、 299页。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叶名怡文； 季红明： 《论夫妻共同财产制体系中的管理权模式及其对债务形态的影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草案）〉的完善为中心》，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20年第 1期； 《地方人大、 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以
及有关方面对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婚姻家庭编的意见》， 载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编写组编： 《民法典立法背景
与观点全集》，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528-530页。

輦輵訛 二审稿第八百四十条之一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一款）。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
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款）。” 参见前引輦輯訛， 何勤华等编书， 第 408-409、 411页。

輦輶訛 参见 《部分单位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草案）〉 的意见》， 载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编写组编： 《民法典立法背景
与观点全集》，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647-648页。

豫不定。 这种立场集中反映在民法典草案相应具体规则的不同构造上。
1. 《民法典》 草案的立场变化
2018 年 3 月 15 日法工委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征求意见稿）》 关于夫妻

共同债务的规定较为粗疏， 基本上延续了原来 2001 年 《婚姻法》 的规定，輦輮訛 未直接对夫妻共同债务
问题作出规定。輦輯訛 对于征求意见稿的这些规定， 学理上普遍认为其过于简略， 难以回应社会生活的
实际需要， 需要在民法典中专设条款以明确规定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个人债务的界定标准， 为司法
实务提供明确的依据和指引。輦輰訛 具体而言， 在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个人债务时， 应系统梳理现
行司法解释中的既有经验教训， 包括法释 〔2003〕 19 号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条， 法释 〔2011〕 18
号第十条以及法释 〔2018〕 2 号的相关规定。 对于既有婚姻法律实践尤其是 〔2003〕 19 号第二十四
条确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所欠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 学理上普遍认为其系
从保护交易安全出发， 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夫妻双方通谋欺骗债权人以强化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而这一做法事实上却可能导致非举债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輦輱訛 基于这种教训， 学理上有观
点认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关于夫妻债务的推定规则应坚持目的推定与合意推定相结合的规
则， 并且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加强举债一方的举证责任， 其应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 经营或基于夫妻的合意， 否则应为夫妻个人债务。輦輲訛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一次审议稿） 完全维持了征求意见稿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輦輳訛 对
于前述学理上的批评与修改建议， 一次审议稿完全未予关注， 受到了学理上的广泛批评。輦輴訛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 （草案）》 （二次审议稿） 则在全面吸收法释 〔2018〕 2 号规定的基础上更新了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规则，輦輵訛 明确了共债共签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值得肯定。輦輶訛 嗣后公布的 《民法典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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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前引譻訛， 夏吟兰文。
輧輮訛 参见王战涛： 《日常家事代理之批判》， 载 《法学家》 2019年第 3期。
輧輯訛 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67页； 前引譻訛， 夏吟兰文； 冉克平：

《夫妻财产制度的双重结构及其体系化释论》， 载 《中国法学》 2020 年第 6期。
輧輰訛 参见曾祥生：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研究》，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 11期； 王战涛： 《日常家事代理之批判》， 载 《法学

家》 2019年第 3期； ［德］ 迪特尔·施瓦布： 《德国家庭法》， 王葆莳译，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87页。
輧輱訛 参见吴至诚： 《夫妻债务的英美法系功能比较研究———以不采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模式为中心》，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1期。
輧輲訛 参见李洪祥： 《〈民法典〉 夫妻共同债务构成法理基础论》， 载 《政法论丛》 2021年第 1期。

家庭编 （草案）》 （三次审议稿）、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及
2020 年 5 月 22 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皆维持了二审稿
的立场。 最终表决通过的 《民法典》 维持了二次审议稿以来为各稿所坚持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由
此形成了 《民法典》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体系。

2. 围绕 “共债共签” 建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我国 《民法典》 中直接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调整的共有四个条款， 具体包括第一千零六十条的家

事代理规则、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夫妻财
产约定制下的债务清偿规则、 第一千零八十九条的离婚时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 依据这四个条
款彼此之间的规范关系， 可以将 《民法典》 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内部构造解构如下：

一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 对于何谓夫妻共同债务，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在总结既有法
律实践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 特别是肯定了法释 〔2018〕 2 号的合理做法， 将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
与 “共债共签” 规则结合起来。輦輷訛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 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
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夫妻双方以明确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具体包括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及
夫妻一方事后追认； 二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 此种方式形成的债务涉及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条第一款。 尽管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学理上
对民法典应否承认家事代理权仍存在分歧，輧輮訛 但对于第一千零六十条第一款， 我国学理上通常认为
其承认了夫妻间的家事代理权。輧輯訛 关于家事代理权， 大陆法系的立法例通常认为， 夫妻于日常家事
处理方面互为代理人， 有相互代理对方的权利， 其后果是夫妻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及因此产生
的效果由夫妻双方承受；輧輰訛 英美法系的实践则认为， 夫妻之间的家事代理是因同居关系而构成的代
理， 其实际上是一种源于事实的推定， 而这与大陆法系国家家事方面的代理是一致的。輧輱訛 亦即言，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条第一款新增的夫妻间的家事代理权与比较法上的普遍经验相吻合， 因此
形成的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是 “共债共签” 规则的一种补充， 符合夫妻共同生活的理念。輧輲訛

二是夫妻债务清偿规则。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款和第一千零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
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清偿规则。 其中，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适用要件是： 离婚， 第一千
零八十九条以夫妻离婚为适用前提， 对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清偿， 不适用该条规定； 夫妻共
同债务， 适用该条清偿的对象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个人债务以及家庭债务不在本条的调整范畴；
共同偿还， 该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 该条对共同债务偿还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两条途
径： 一是双方协议清偿； 二是在协议不成的情形下由法院判决。 问题是， 对 “共同” 概念的内涵，
该条未予明确， 究竟应如何理解 “共同”， 学理与实务上存在不同见解。 另外， 对夫妻个人债务的
清偿而言，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前提条件是： 夫妻间存在有效的财产约定协议； 夫妻财
产约定协议涉及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各自所有，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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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参见前引譻訛， 夏吟兰文。
輧輴訛 参见贺剑： 《〈民法典〉 第 1060条 （日常家事代理） 评注》， 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1年第 4期。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輲訛， 李洪祥文。

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共同所有、 各自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 部分各自所有， 但该款只适用于夫妻约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 其他情形不在该款的调整范围； 相对人知道夫妻
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各自所有， 对于相对人不知道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
的， 不得适用该款； 夫妻对外发生的债务是夫或妻一方所负， 并非夫妻共同所负。 显然， 夫妻个人
债务的清偿规则排除了相对人亦即债权人不知道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时个人债务的清偿的问
题， 但对于该部分不在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款调整范围的债务是否当然应适用夫妻共同债务的清
偿规则， 尚需进一步讨论， 因为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九条以离婚为前提， 在婚姻存续期间是否
可以适用该款解决相应纠纷， 并不确定。

三是夫妻债务清偿中的利益平衡保护规则。 从 《民法典》 之前的法律实践经验来看， 过于强调
对夫妻关系内部合法利益的保护可能构成对夫妻关系外部第三人利益的戕害， 反之， 过于强调对婚
姻关系外部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则会构成对夫妻关系内部利益的潜在威胁与侵害， 无益于婚姻和以婚
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輧輳訛 基于此， 《民法典》 在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具体设计上， 强调
对两种冲突着的利益的平衡保护，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家事代理规则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条第一款一方面规定， 夫妻
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于夫妻双方发生效力； 另一方面也承认， 若夫妻
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 则相应的法律行为不对另一方发
生效力。 亦即言， 于此情形下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法律行为如有特别约定， 则该约定会导
致相应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对夫妻另一方发生效力。 另外， 为保护善意第三人， 《民法典》 该条第二
款明确规定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显然， 《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条规定的家事代理规则中的利益保护机制旨在在可能存在潜在冲突的夫妻关系
内部和外部第三人之间寻得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既考虑到了家庭日常现实生活需要的事实， 亦考虑
到了私人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保护的问题，輧輴訛 值得肯定。

第二是夫妻债务范围认定规则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和第一千零六
十五条分别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范围和个人债务范围的认定规则。 其中，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利益
平衡机制在于，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当事人可以被他人知晓的意思联系起来， 对于夫妻关系内部
的利益保护而言， 这种可以被外部第三人知晓的意思表示既可以是通过明示的方式表达出来， 亦可
以通过夫妻家庭日常生活的事实而被推知出来， 亦即夫妻共同债务的发生必须是基于作为独立个体
的自然人的独立、 真实意思而生， 对此的法理基础则在于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輧輵訛

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 当不存在这种可以为其知晓的意思表示时， 则需要该第三人证明， 相应的债
务事实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否则该债务属于夫妻
一方的个人债务而非共同债务。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款的平衡机制在于， 夫妻关系内部约定影响
外部关系中债权人合法利益实现事项的内容， 只有在该债权人知悉的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约束力，
亦即言， 即使存在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的夫妻个人财产约定协议， 若该协议并未被外部关系的这个第
三人知晓， 那么此时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债务关系， 依然可以依据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来确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 由此保证外部关系中第三人利益的实现。

82· ·



论利益平衡保护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輧輶訛 参见李建国：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 的说明———2017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上》， 载 《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3页。

輧輷訛 参见朱虎： 《夫妻债务的具体类型和责任承担》， 载 《法学评论》 2019年第 5期。
輨輮訛 参见汪洋： 《夫妻债务的基本类型、 责任基础与责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 〈夫妻债务解释〉 实体法评析》， 载 《当代法学》

2019年第 3期。

总结来看， 立法者在 《民法典》 制定时注意到了既有法律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总结司法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作了完善， 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利益冲突
问题， 满足了现实生活对于民法典编纂提出的要求， 与立法者民法典编纂的初衷相一致。輧輶訛

（三） 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类型

从 《民法典》 的具体规定来看， 夫妻债务的认定及清偿与夫妻债务的具体类型直接相关， 对于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清偿而言， 亦需在厘清夫妻债务的具体类型的基础上展开。 关于夫妻债务的
类型， 在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 以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的性质及范围为标准， 可以将夫妻债务区分
为夫妻个人债务、 夫妻连带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輧輷訛 其中， 夫妻个人债务是以夫妻个人财产、 夫妻
共有财产中的个人份额以及家庭共有财产中的个人份额作为责任财产的债务； 夫妻连带债务是夫妻
对外以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承担责任， 其基础在于多数人之债， 债权人既可向夫妻中任意一方主张
承担全部责任， 也可向夫妻双方主张承担全部责任， 夫妻任何一方的清偿对外都产生夫妻共同清偿
效果， 承担责任的夫妻一方在内部可以依其应承担的份额而对不属于其承担范围的债务向另一方追
偿； 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基础， 当夫妻一方对外以个人名义参与民事生活并产生
债务， 并且该项债务是基于满足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等家庭利益的需要而生， 那么该项债
务即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以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和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作为责任财产清偿。輨輮訛 依据用
于清偿债务的财产的性质以及范围作为标准区分夫妻债务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清偿规
则， 反映了债务清偿与责任财产之间的规范关系， 有助于相对清晰地划定债务清偿外部的债权人和
债务人的关系， 也有助于明确债务清偿内部的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值得肯定。

《民法典》 确立的夫妻债务规则合理吸收了之前法律实践的经验教训， 在区分夫妻个人债务和
夫妻共同债务的基础上对夫妻共同债务作了界定， 试图在婚姻家庭和债权人的保护问题上作出平
衡， 整体上值得肯定。 但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对夫妻共同债务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 立
法者并未对夫妻个人债务之外的其他债务进一步作出精细化区分， 而是将学理上的夫妻连带债务和
夫妻共同债务共同置于夫妻共同债务概念之下， 其中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
与学理上的夫妻连带债务相当， 而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则与学理上的狭义
夫妻共同债务相当。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未接受学理意见而用夫妻共同债务概念统称学理
上的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连带债务的做法， 不合理地扩大了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的作用空间， 使多
数人之债的基本法理在夫妻债务规则的构造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并且与立法者平衡保护债权人和
婚姻家庭的基本宗旨不完全吻合， 应予进一步检讨。 对此， 可以在解释论上把夫妻分别财产制、 共
同财产制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体系解释结合起来， 从而将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理解为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其或者来源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 或者来源于婚
姻家庭生活的法律属性， 即前者为负债合意类共同债务， 后者为家事代理类共同债务， 这两类债务
可以适用于夫妻财产制的任意类型， 因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形式； 同时， 将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理解为一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其以夫妻共同财产的存在为前提， 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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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参见李贝： 《〈民法典〉 夫妻债务认定规则中的 “合意型共债”》， 载 《交大法学》 2021年第 1期。
輨輰訛 参见裴桦： 《〈民法典〉 夫妻债务条款的不足与应对》， 载 《交大法学》 2021年第 1期。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輨輯訛， 李贝文。
輨輲訛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 京民终 1463号民事判决书。
輨輳訛 参见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川 08民终 700号民事判决书。
輨輴訛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陕民终 699号民事判决书。
輨輵訛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豫 04民终 1576号民事判决书。
輨輶訛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赣民终 227号民事判决书。

人知晓债务人夫妻双方约定了夫妻分别财产制， 那么只能请求债务人一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
任， 因此此种共同债务仅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的特别共同债务形式。輨輯訛 这种解释方法一方面吸收了
学理上区分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基础的观点而对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的理
解做了妥当说明， 另一方面又未违反该条文义而对该条所统一使用的夫妻共同债务概念做了体系上
的区分处理， 在理解 《民法典》 该条时更具合理性。 下文亦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来讨论两种不同类
型的债务的认定规则。

三、 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的认定

由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采取了统一的夫妻共同债务概念而没有区分
夫妻连带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概念， 导致现行法中的夫妻共同债务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夫妻连带债务
和狭义的夫妻共同债务两种类型。 在立法者未对此种立场予以明确改变之前， 在解释论上可以采用
前文所述的观点而将第一款解释为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将第二款解释为一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依
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合
意型共同债务； 另一种是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型共同债务。 另外，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如果被证明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生的情形， 本身并无独立意
义， 亦应纳入第 1 款规定的合意型共同债务当中来理解。輨輰訛

（一） 合意型共同债务

尽管我国学理上有观点认为， 合意型共同债务容易引发债权人与夫妻之间的不信任、 制造夫妻
关系的不和谐、 威胁夫妻人格独立等道德危机， 并且会使在经济上具有优势地位的债权人利用该优
势促使债务人配偶共签， 从而使保护夫妻独立人格的债务共签演变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保护，輨輱訛 但是，
立法者依然吸收司法实践经验而在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前半句明确规定了夫妻债务
共债共签制度。 依据该句规定， 构成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有两种： 一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二是夫
妻一方事前签字， 事后另外一方追认。 另外， 由于该句采用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方式， “等共同意
思表示” 又表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不限于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列举的两种的形式。 同时，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如被证明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
生， 那么该项债务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这就表明， 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生债务中的共同意思
表示除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列举的两种形式之外， 尚包括其他的表现形式。

在司法实践当中， 对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共同意思表示的认定通常并无分歧， 如夫妻双方在
合同上共同签字作出意思表示。輨輲訛 对于夫妻一方事前签字另一方事后追认的， 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通过事后签字的明示方式进行追认， 如承诺还款、輨輳訛 签署还款函，輨輴訛 一种是通过行为追认， 如
事前签字人的配偶出具以房抵债合同、輨輵訛 归还本金或利息等。輨輶訛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与一方事前签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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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輷訛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赣民终 508号民事判决书。
輩輮訛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豫 04民终 1383号民事判决书。
輩輯訛 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云民终 1373号民事判决书。
輩輰訛 参见刘文勇：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兼论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的分配》， 载 《妇女研究论丛》

2021年第 3期。
輩輱訛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鄂民终 1091号民事判决书。
輩輲訛 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云民初 70号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鄂民终 16号民事判决书。
輩輳訛 参见王轶、 包丁裕睿：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规则实证研究》，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1期。
輩輴訛 参见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 （浙高法 〔2018〕 89 号） 第一条规定： “共同做出口

头承诺、 共同做出某种行为等也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 若有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 如
存在出具借条时在场、 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 归还借款本息等情形的， 可以推定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

方事后追认的两种形式之外的共同意思表示， 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债务人的配偶作为担保人、輨輷訛 借款
汇入的是债务人配偶的账户、輩輮訛 债务人通过其配偶的账户还款等形式表达出来。輩輯訛 对非通过明示方式
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认定， 学理上认为应在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合法利益保护之间作出平衡考
虑， 既不能不当扩展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范围从而不利于债务人配偶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不能不当
限缩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范围而不利于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輩輰訛 此种观点值得赞同。 在平衡保护
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合法权益的基本宗旨之下， 对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的共同意思
表示的认定， 应围绕 “意思表示” 和 “共同” 两个核心展开：

第一， 对于意思表示，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 其中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共同意思表示属于明示形式， 其在学理与实务
理解上并无太大分歧。 另外， 除共同签字外， 其他凡是能直接表示夫妻双方意思者皆可产生与双方
共同签字形式相同的效果， 如夫妻双方共同口头承诺等。 需要注意的是， 某些商业担保交易中的举
债方配偶应债权人要求而以配偶或财产共有人名义签字， 司法实践中对此种签字是否属于共同意思
表示存在分歧。 反对观点认为， 以保证人配偶身份签字仅表明举债方配偶对其配偶的负债行为知
情， 但知情并不必然表明其与举债方对负债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并愿意承担责任， 因此于此的签字并
不属于共债共签的共同意思表示；輩輱訛 肯定观点认为， 以 “共有人” 身份在作为保证人的另一方配偶
所订立的担保合同上签字的配偶， 虽然不承担作为共同担保人的连带保证责任， 但该签字属于对作
为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债务的认可， 产生共同意思表示的效果， 相应的保证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輩輲訛 事实上， 在夫妻双方都作出意思表示时， 考虑到夫妻关系的亲密性， 二者存在更高的串通道
德风险且其可能从相应的行为中获益， 此时若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 那么在相应的意思表示不明确
时推定存在共同的意思表示并确定相应的共同债务存在正当性基础。 另外， 在夫妻双方都作出意思
表示时， 因为债权人拥有更高的风险控制能力， 此时其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双方作出更明确的意思表
示。 若债权人未要求夫妻双方做更明确的意思表示， 考虑到对非举债方之利益的平衡保护， 此时由
债权人承担因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不明确所导致的 “风险” 亦存在正当性基础。輩輳訛 亦即言， 于此场合
无论由谁承担因意思表示不明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 对此应由法官在个案中结
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判断。

默示形式是指表意人的意思并非以直接而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是通过行为等推知而来， 如
债务人配偶清偿债务等。 一般而言， 单纯的沉默除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而在法律规
定、 当事人约定或符合交易习惯时才被视为意思表示外， 并不产生意思表示的效果。 例如， 《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 （浙高法 〔2018〕 89 号） 第一条规定的
“出具借条时在场” 及 “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 就属于单纯的沉默。輩輴訛 这种将知情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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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輵訛 参见刘征峰： 《共同意思表示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载 《法学》 2021年第 11期。
輩輶訛 参见李贝： 《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困局与出路———以 “新解释” 为考察对象》， 载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1期。
輩輷訛 参见前引輨輯訛， 李贝文。
輪輮訛 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黔民终 1046号民事判决书。
輪輯訛 参见前引譹訛， 黄薇主编书， 第 116-117页。
輪輰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李洪祥文。
輪輱訛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闽民终 1529号民事判决书、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琼民申 107号民事裁定书。

于同意的做法是否妥当， 仍有进一步斟酌空间。 学理上有观点认为， 于此情形下应以保护债务人配
偶意思自治为必要， 从而排除单纯沉默并限缩默示推定的范围，輩輵訛 此种意见值得肯定。

第二， 对于共同，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强调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以作为独立民
事主体的夫妻双方在意思表示上的自主选择与合意， 由此彰显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
财产作为责任财产的正当性。 因此， 在共同的认定上， 应当避免对于同意与知情的混淆。輩輶訛 配偶中
的非举债方单纯知道举债方的经济状况或举债事实， 并不能构成对举债行为的同意，輩輷訛 不属于 《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共同意思表示。 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 当债权人与债务人
有多笔借款而其中若干笔有债务人配偶签字时， 即可依债务人与其配偶间的夫妻关系而推定债务人
配偶对其未签字的借款知情， 并据此认定债务人与其配偶对这些未有配偶签字的债务存在共同意思
表示。輪輮訛 这种观点显然将知情与同意不适当地等同起来， 扩大了共同意思表示的范围， 违反了合意
型共同债务认定中平衡保护债务人配偶与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并不妥当。

整体来看， 虽然合意型共同债务所要求的共债共签规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交易效率， 但为了给
予夫妻对于涉及债权债务关系之形成的知情权、 同意权等以充分的保护， 适当地牺牲交易效率并无
不妥。 并且， 于此情形下因共债共签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事实上可以提升交易安全度， 减少事
后的复杂法律纠纷， 因此从本质上看更符合效率原则， 值得肯定。輪輯訛

（二） 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型共同债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后半句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之债
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该规定并不以夫妻家庭财产共同共有或婚后所得财产共同制为基础， 也不以夫
妻享有平等财产处理权为依据， 而是以家庭共同生活的本质为基础， 要求夫妻在婚姻关系建立时能
够产生双方彼此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内所为之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归于双方的效力。 在此意义
上，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后半句规定的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之债务的法理基础仍在夫妻
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而非夫妻财产所有制， 其属于对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前半句合意型共同债
务中的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补充， 是对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一种推定， 即在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范围内所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輪輰訛 这种做法肯定了夫妻在家庭共同生活中的个人意思
自治理念， 使个人自主意思从共同财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值得肯定。 当然， 由于 “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 属于抽象概念， 其内涵外延如何仍需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如何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存在着不同做法， 主要存在金额标准、 用途标
准和综合标准。 金额标准认为， 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生之债务通常情形下数额较小， 数额较大
的范围不属于这一范畴。輪輱訛 该标准虽然与日常家事代理相吻合， 但也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数额较大较小并不确定， 相应标准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生活观念以及法官个人主观意见等因
素密切相关， 仍需要在个案中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二是单笔金额较小的债务若存在多笔， 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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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叠加之后仍可能构成巨额债务， 以金额较小径直认定相应债务为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仍存在风
险。輪輲訛 因此， 与金额标准相比， 用途标准强调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目的， 若该项债务用
于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如通常的衣食住行、 子女教育、 老人赡养以及
医疗保健等必要开支， 即使相应开支的数额较高， 亦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輪輳訛 存在的问题是，
一方面， 由于对日常生活需要的理解不同， 导致这一标准在具体的适用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另
一方面， 对于家庭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交易， 如夫妻一方借款二十万用于购买家具、 自住用房或车辆
等物品所生债务等，輪輴訛 都纳入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的范畴， 并不能保障非举债配偶方对重大交易
事项的决策权。輪輵訛 亦即言， 即使用途标准内的 “衣食住行” 属于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但将房产、
机动车的购置所生的债务也纳入因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范畴并不妥当。輪輶訛

相比较于金额标准和用途标准， 综合标准更关注对于涉案各项因素的总体把握。 例如， 浙高法
〔2018〕 89 号规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应主要考察的因素包括 “负债金额大小、 家庭富裕程度、 夫妻
关系是否安宁、 当地经济水平及交易习惯、 借贷双方的熟识程度、 借款名义、 资金流向等因素”。輪輷訛 从
浙高法 〔2018〕 89 号所规定的考量因素来看， 其放弃了单一的金额标准和用途标准， 而是代之以开
放多元的综合考量标准。 虽然这一标准可能导致案件审理结果的不确定性， 但法官若将个案中影响
相应法律效果评价的因素及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可视的方式呈现出来， 消除相应法律效果评价的神秘
性， 那么， 这种综合考量标准中所内含的利益权衡思想更有助于立法者通过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四条所表达的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夫妻非举债方利益的基本立场。

依综合考量标准，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具体判断应从目的与手段两个方面来展开： 就目的而
言， 夫妻一方在因交易行为而负债时必须具有维持家庭日常生活、 养育未成年子女等方面的主观意
图； 就手段方面而言， 为满足前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应具有适当性。 因此， 对夫妻共同生活有重大
影响的交易、 交易金额巨大或者因奢侈品买卖而负债等通常不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輫輮訛

四、 一方负债型共同债务的认定

相较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 第二款规定的一方负
债型共同债务通常由夫妻一方对外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负， 因此需要债权人提供证

輪輲訛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吉民再 251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粤民申 8787号民事裁定书。
輪輳訛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粤民申 8681号民事裁定书、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 渝民终 382 号民事判决书、 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闽民申 3612号民事裁定书、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吉民再 251 号民事判决书、 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 （2019） 晋民申 42号民事裁定书。

輪輴訛 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晋民申 42 号民事裁定书、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2018） 渝 0103 民初 13514 号民事判
决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粤民申 7104号民事裁定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鄂民申 1272号民事裁定书。

輪輵訛 参见冉克平： 《论因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引起的夫妻共同债务》， 载 《江汉论坛》 2018年第 7期。
輪輶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王轶、 包丁裕睿文。
輪輷訛 参见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 （浙高法 〔2018〕 89 号） 规定： “以下情形， 可作为

各级法院认定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的考量因素： （1） 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 20 万元 （含本数）
以下的； （2） 举债金额与举债时家庭收入状况、 消费形态基本合理匹配的； （3） 交易时债权人已尽谨慎注意义务， 经审查
举债人及其家庭支出需求、 借款用途等， 有充分理由相信债务确系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以下情形， 可作为各
级法院认定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的考量因素： （1） 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2） 债务发生于夫妻分居、 离婚诉讼等夫妻关系不安宁期间， 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 （3） 出借人明知借款人负债累累、
信用不佳， 或在前债未还情况下仍继续出借款项的； （4） 借贷双方约定高额利息， 与正常生活所需明显不符的。”

輫輮訛 参见前引輪輵訛， 冉克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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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时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如不能证明则属于夫妻个人债务， 由负债
方以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份额向债权人清偿。 对此， 学理上有观点认为， 由于家庭生
活通常具有私密性， 要求债权人证明相应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未免苛刻。輫輯訛 反对观点认为， 债
权人对债务的发生一般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其通常情形下会通过共债共签等方式避免债务发生后
的债务清偿风险， 因此从平衡保护债权人与夫妻非举债方利益的角度看， 若债权人在债务发生时未
对举债人配偶有特殊要求以防范嗣后可能发生的债务清偿风险， 那么此时自应由债权人承担此种风
险导致的不利后果。輫輰訛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亦支持第二种观点。 当然， 为了实现对债
权人和婚姻中非举债方利益的再平衡，輫輱訛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夫妻一方以自己
名义对外超出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若债权人可以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
同生产经营， 则依然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輫輲訛

（一） 满足夫妻共同生活型共同债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亦属于满足夫妻共同生活范畴， 而第一
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则是家庭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夫妻共同生活。 但对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的
“夫妻共同生活”，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并不一致， 主要存在着直接目的标准和共同利益标准两种。

依据直接目的标准， 若举债方借款、 购买商品或服务等所生的债务明确直接地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 如借款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举债方所借款项用于购买家庭生活用品、 偿还银行借款以及
未成年子女教育等开销， 那么该债务即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輫輳訛 而借款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用
于举债方个人需要时， 若无相反证据证明， 则该项债务通常不属于满足夫妻共同生活范畴。輫輴訛

共同利益标准则通过考察夫妻一方在负债期间的家庭收入及消费情况等来综合判断相应的债务
是否属于为了夫妻或家庭共同利益。 如举债方的配偶没有工作且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家庭的大额生
活开支以及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等均由举债方负担， 配偶于此情形下通常会因举债人的借款而受益，
因此， 举债人以自己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即被纳入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夫
妻共同债务范畴。輫輵訛 另外， 前述浙高法 〔2018〕 89 号认为， 相应债务只要是因夫妻共同消费或形成
共同财产所负， 那么都属于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范畴。 据此， 举债方将借款直接转
交第三人輫輶訛 或者为成年子女还债而借债輫輷訛 等所形成的债务通常不属于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所形成
的夫妻共同债务。

相比较而言， 直接目的标准虽然明确直接， 但共同利益标准能够综合考虑个案中的具体情形，
并且与婚姻家庭生活的本质相符合， 即建立并维持婚姻家庭的核心目的在于围绕夫妻这一核心构成
而形成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借此作为沟通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彰显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
共同利益标准之下， 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如下具体判断标准， 具体包括： 第一， 负债所获利益归属标

輫輯訛 参见李红玲： 《论夫妻单方举债的定性规则———析 〈婚姻法解释 （二）〉 第 24条》， 载 《政治与法律》 2010年第 2期。
輫輰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程新文等文。
輫輱訛 参见前引輪輵訛， 冉克平文。
輫輲訛 参见王博勋： 《婚内借债算谁的？》， 载 《中国人大》 2020年第 23期。
輫輳訛 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黑民申 2950号民事裁定书。
輫輴訛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粤民终 118号民事判决书。
輫輵訛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苏 01 民终 2359 号民事判决书、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晋民终 717 号民事

判决书。
輫輶訛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 京民申 305号民事裁定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湘民再 562号民事判决书。
輫輷訛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鲁 02民终 720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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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若相应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等， 则符合共同利益标准， 反之则否； 第二， 负债期间家庭支
出标准， 如举债方负债后是否有用于家庭的大额消费等情形， 若存在相应情形， 则相应举债符合共
同利益标准； 第三， 事实共同利益， 要求相应债务确实给夫妻产生了共同利益而非可能产生共同利
益， 对于这里的确实存在的可能性判断， 应结合债务发生的时间、 数额、 形成过程、 资金流向、 是
否有要求非举债方签字的可能等因素综合判定， 由此实际保护非举债方配偶的合法权益。輬輮訛 整体而
言， 这三类具体判断标准实际上分别表达了对共同利益标准所涉及的可能性的不同要求， 即： 第一
种表现为逻辑上的可能性， 这是推定共同利益存在； 第二种表现为经验上的可能性， 体现了优势证
据标准并强调了法官职权、 心证在共同利益判断中的作用； 第三种表现为事实上的可能性， 要求一
种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这三种具体判断标准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保护侧重。輬輯訛 由于 《民法典》 第一
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的核心立法目的在于通过 “共同生活” 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来实现对债权人
和非举债方配偶的平衡保护， 因此， 对共同生活背后的夫妻共同利益判断应在个案中结合经验上的
可能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进行整体判断。 当存在事实上的可能性时， 自然应依据事实可能性认定共
同生活的存在； 若不存在事实可能性， 则应依据经验可能性判断； 只有在这两者皆不能认定是否存
在共同生活时， 才应通过逻辑上的可能性来推定共同生活的存在。

（二） 满足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型共同债务

我国学理与实务上通常认为，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一般指 “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
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
事工商业、 共同投资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輬輰訛 在 《民法典》 之前， 法释 〔2018〕 2 号即
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型共同债务。 对这一做法， 学理上的反对观点认为， 若忽略经营形
式、 债务的发生原因及经营者的过错等因素而径直以经营者同时具备夫妻身份就将相应的债务统一
归类为夫妻共同债务， 即会产生违背商事组织运行规则的基本问题。 另外， 若基于债务发生原因对
其分类认定， 那么法释 〔2018〕 2 号规定的因适用共同生产经营规则而被归入到夫妻共同债务范畴
的债务， 部分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并非夫妻身份， 部分经营之债为企业债务而非自然人之
债， 部分债务因 “举债合意” 而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輬輱訛 部分则因属于夫妻共同生活规范调整范畴。輬輲訛

该观点有其合理性， 但 《民法典》 立法者并未接受这种观点， 而是继续保留法释 〔2018〕 2 号的做
法而在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再次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型共同债务。 事实
上， 由于 “共同生产经营” 概念本身并不清晰， 对于如何认定共同生产经营，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
准并不统一， 主要存在着如下标准：

第一种是将经营者身份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结合起来。 法院通常认为配偶双方只要具备同一
或关联企业的经营者身份如法定代表人、 股东、 监事、 总经理等， 那么举债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用于生产经营即可被纳入夫妻共同债务， 毋需再考虑
企业形式等其他因素。 于此情形下， 只要夫妻身份和企业经营者身份重合， 不论这种重合是同为公

輬輮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王轶、 包丁裕睿文。
輬輯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王轶、 包丁裕睿文。
輬輰訛 学理观点参见前引輩輳訛， 王轶、 包丁裕睿文。 司法实务上的观点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皖 05 民终 576 号

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 第四条。
輬輱訛 参见彭诚信： 《〈民法典〉 夫妻债务规则的应然理解与未来课题》，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6期。
輬輲訛 参见陈凌云：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中的伪命题： 共同生产经营》， 载 《当代法学》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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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 还是曾实际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輬輳訛 或者夫妻分别担任关联企业的实际负责人，輬輴訛 那么不受
公司有限责任的限制， 具有夫妻身份的股东、 法定代表人等之间当然成立夫妻共同债务，輬輵訛 给公司
合法经营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輬輶訛

第二种是将夫妻具有共同的经营者身份与夫妻合意结合起来， 认定相应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
生产经营。 法院通常会在首先关注夫妻双方经营者身份的基础上， 通过共同经营者这一身份的存在
来推定非举债方对举债方配偶负债行为的知情， 并因此推导出相应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并
将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輬輷訛

第三种是将夫妻具有共同的经营者身份与经营的企业是否受益结合起来， 认定相应债务是否用
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在该标准之下， 法院除关注经营者身份之外， 还通过夫妻具有共同的经营者
身份来推定举债方的负债行为使相应的经营组织受益， 并因此推导出相应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
经营并将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輭輮訛

第四种是将夫妻共同参与企业经营作为认定相应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标准， 进而
依此判断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存在。 共同参与标准具体包括两种情形， 一种是夫妻双方共同投
资， 一种是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 其中， 当存在经营实体时， 夫妻只有在对经营实体的经营
发展存在实质性影响时， 才可以认定共同参与的存在； 当经营实体不存在时， 此时对共同参与的判
断应当以夫妻一方存在投资而另一方实际参与经营为主要考量因素。輭輯訛

第五种是共同利益标准。 该标准与满足夫妻共同生活型共同债务的共同利益标准一样， 认为当
举债方所负债务用于个人独资公司、 合伙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经济组织的经营时， 或者用于没有前
述经营实体的投资经营时， 若能确定非举债方 “实际参与了合作的过程”，輭輰訛 或者存在购买商业房产
等具有投资性质的交易，輭輱訛 那么当然可以认定存在 “共同生产经营”。 但是， 由于非举债方是否“实
际参与” 生产经营通常情形下属于家庭内部实务， 他人往往难以证明。 因此， 实践中法院经常以
“共同利益” 作为 “共同生产经营” 的替代标准， 其通过考察举债方的经营是否使配偶受益来判断
是否存在 “共同生产经营” 标准。輭輲訛 例如， 举债方在借款后从事转贷行为， 若其是赚取利差的投资
行为， 那么法院会认定该行为构成共同生产经营并将因此所生的债务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輭輳訛 若
举债方在转借时并未赚取差价等利益， 那么法院通常认为于此不存在为了 “共同利益” 的生产经
营，輭輴訛 因此相应债务亦不应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围。

第六种是综合考量标准。 前述无论是经营身份、 经营合意、 共同参与经营还是共同受益标准，
都不能完全解决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问题。 事实上， 对

輬輳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申 3893号民事裁定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鄂民申 1098号民事裁定书。
輬輴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申 3235号民事裁定书。
輬輵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申 5410号民事裁定书。
輬輶訛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陕民申 2766号民事裁定书、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甘民终 815号民事判决书。
輬輷訛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川民终 1156号民事判决书。
輭輮訛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鲁民终 1171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浙民申字第 1987号民事裁定书。
輭輯訛 参见刘杰勇： 《〈民法典〉 中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债的认定———兼论第 1064 条第 2 款与第 56 条第 1 款的关系》， 载 《大连

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2期。
輭輰訛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 京民申 4853号民事裁定书。
輭輱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 最高法民申 1432号民事裁定书。
輭輲訛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浙民申 4488号民事裁定书、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 渝民申 2030号民事裁定书。
輭輳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申 634号民事裁定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鄂民申 3278号民事裁定书。
輭輴訛 参见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 （2016） 鄂 0303民初 1292号民事判决书。

90· ·



论利益平衡保护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于该概念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某一或某些考量因素， 而是应将其置于个案的具体情形中综合考量各方
涉案因素而综合把握。 例如， 在马某梅、 汪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 汪某与马某梅系夫妻关系， 婚后
马某梅做家庭主妇带孩子。 后汪某向债权人借款 500 万元用于汪某担任项目执行经理的公司厂房工
程施工履约保证金， 借条上有汪某签名加盖公司公章。 后因举债人汪某未依据约定清偿债务， 债权
人诉至法院要求举债人配偶双方共同偿还。 法院认为， 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及逻辑推理， 如何判
断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应从如下几点考量： “（1） 负债期间购置大宗资产等形成夫妻共同财
产的； （2） 举债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商业或共同投资； （3） 举债用于举债人单方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 但配偶一方分享经营收益的等等。” 由于该案中汪某与马某梅二人婚后购置了十一套房产
均登记在无业的马某梅名下， 表明马某梅事实上享受了举债人汪某包括对外借款及对外经营等所产
生的利益， 法院因此认定汪某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輭輵訛 于此法院事实上
并未采取单一因素的判断标准， 而是在综合考量涉案因素的基础上判断共同生产经营， 因此其显然
采纳的是一种综合考量标准。

整体来看， 单一因素标准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确定性， 在实践中更易于操作， 但其缺点是难以适
应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需求。 而与之相对的综合考量标准承认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对于像共同生产经
营这样的不确定概念的界定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更能应对具体案件审理时的复杂情形， 只
是相比较于单一因素标准而言， 综合考量标准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较弱。

（三） 其他类型的共同债务

由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采取了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立法模式，
因此， 除了第一款规定的双方负债型共同债务以及第二款规定的一方负债型共同债务之外， 该条也
能够将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纳入进来。 例如，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六十八条确定的夫妻共同侵权导致的侵权之债， 以及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
被监护人侵权导致的侵权之债等都可以纳入该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范畴。輭輶訛 其中， 在理论与实务
上争议较多的是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产生的侵权之债如何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体系衔接起来。

否定论认为， 侵权责任具有制裁性， 相应的侵权之债是对实施侵权行为的夫妻一方的惩罚， 应
属于侵权行为人本人； 若通过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将侵权之债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 则会使无辜的
配偶遭受制裁， 与侵权责任法制裁侵权行为的基本目的不相吻合。輭輷訛

肯定论认为， 从目的解释的视角来看， 夫妻共同生活本身内含夫妻之间相互扶助的价值导向，
这种相互扶助本身就内含着夫妻之间在共同生活上应当共同面对风险， 于此的风险当然也应包括夫
妻一方的对外侵权之债。 在此意义上， 将夫妻一方侵权行为所生之债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 符合
夫妻共同生活之本质， 应予赞同。觼訆訑訛

区分论认为， 全部肯定或否定夫妻一方侵权行为所生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不符合夫妻共同生

輭輵訛 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皖民申 614号民事判决书。
輭輶訛 参见前引譹訛， 黄薇主编书， 第 119-120页。
輭輷訛 参见张学军：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 债务属性的立法研究》，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年第 12 期； 王跃

龙： 《无偿保证所生之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载 《法学》 2008年第 10期。
觼訆訑訛 参见张力、 李倩：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用途规则———兼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 〔2018〕 2号的体系融入》， 载 《江西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3期； 缪宇： 《走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误区———〈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 24条为分析
对象》， 载 《中外法学》 2018 年第 1 期； 蔡立东、 杨柳： 《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困境与立法回应———以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研究对象》， 载 《法学论坛》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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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本质， 而是应当区分情况认定。 在采取何种标准进行区分时， 学理上存在客观说与主观说的分
歧。 其中， 客观说以相应的侵权行为是否能使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受益这一客观标准为判断依据，
认为如果夫妻一方对外所为之侵权行为是为了使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生活受益， 那么因该侵权行为
所生之债务当然为夫妻共同债务； 若该侵权行为并不能使婚姻或家庭生活获益， 那么则为实施侵权
行为人的个人债务。觼訆訒訛 主观说在客观说强调的共同利益这一客观标准之上， 进一步要求侵权行为人
的主观过错， 即如果行为人在为夫妻或家庭共同利益时是基于过失， 则相应的侵权之债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如果是故意， 则相应侵权之债应被归于侵权行为人的个人债务。觼訆訓訛

从理论上的争议来看， 在是否将夫妻一方侵权行为所生之债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上， 一元
的否定论和肯定论都采取了简单的一刀切策略， 从而可能使那些符合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规定的用以判断夫妻共同债务之本质的侵权之债被不当地纳入或抛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 难谓合
理。 区分论的合理之处即在于正确地认识到了夫妻一方侵权行为所生之债与夫妻共同债务内在的牵
连与区分可能， 从而通过探寻夫妻共同债务之本质的方法来判断夫妻一方侵权行为所生之债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 由此在债权人和侵权人之配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这显然更符合立
法者通过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实现平衡保护的基本意旨， 值得肯定。 至于区分论内在的具
体判断标准分歧， 实质上涉及在侵权责任的制裁功能、 受害人保护与无辜配偶的保护之间进行利益
平衡保护的价值判断问题， 主观说考虑夫妻共同利益因素的同时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事实上强调给予主观过错程度更高的行为人以更严厉的制裁来保护无辜的配偶， 但这种做法可能造
成作为债权人的受害人的保护不充分问题。 而直接以客观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则更有助于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平衡保护的立法目的的实现。 具体而言， 若侵权行为人的配偶实际享
受了侵权行为所生之利益， 即使其并未实施侵权行为， 其因为获益而在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时亦不乏
正当性基础； 若侵权行为人的配偶并未实际享受侵权行为所生之利益， 即使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时
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利益的故意， 亦不能因此而将无辜的配偶纳入承担侵权责任的制裁范畴，
于此情形下不能为了保护无辜的债权人而置同样无辜的配偶于不利处境。觼訆訔訛 在客观的共同利益的具
体判断上， 应采取与前述夫妻共同生活型共同债务和共同生产经营型共同债务的判定中所采纳的综
合考量立场一样， 全面考量涉案因素以判断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是否实际上使另外一方受益。

结语

夫妻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 是家庭稳定和谐的基石所在， 也是以家庭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
会共同体的健康运行的基础。觼訆訕訛 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则是夫妻关系所要处理的重要议题， 关系到
配偶双方的合法权益保护， 也涉及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在吸收以
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做了明确规定， 对于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提
供了制定法基础， 值得肯定。 当然， 该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存在的抽象而缺乏可操作
性的问题， 事实上是因制定法通过抽象规定涵摄具体生活所无法避免的， 对此的应对之道是将具体

觼訆訒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冉克平文； 前引輨輮訛， 汪洋文。
觼訆訓訛 包冰锋、 訾培玉： 《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现实困境及其应对》， 载 《河北法学》 2021年第 3期。
觼訆訔訛 参见前引觼訆訑訛， 蔡立东、 杨柳文。
觼訆訕訛 参见朱晓峰： 《民法家庭概念论》， 载 《清华法学》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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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利益平衡保护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In�order�to�protect�the�interests�of�both�husband�and�wife�in�the�marriage�relationship�
and�third�parties�in�a�balanced�manner,�Article�1064�of�the�Civil�Code,�based�on�the�existing�legal�
practice�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rule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2018)� No.� 2,� distinguishes�
between�a�joint�debt�of�two�parties�and�a�joint�debt�of�one�party,�and�then�adopts�different�rules�for�
the�identification�of�joint�debts.�The�joint�debt�of�two�parties�emphasizes�that�the�essence�of�joint�
debt�of�husband�and�wife� lies� in� the�consensual�agreement�and� is�determined� from� two�aspects,�
namely�the�common�intention�of�husband�and�wife�and�the�needs�of�daily�life�of�the�family,�while�
the� joint�debt�of�one�party�emphasizes�whether� the�external�debt�of�one� spouse� is� related� to� the�
family� as� a� whole� and� is� determ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mmon� life� and� joint� operation� of�
husband� and�wife,� and� protects� the� non-debtors� in� the�marriage� relationship� and� creditors� in� a�
balanced�way�through�the�allocation�of�the�burden�of�proof.�As�for�the�uncertain�concept�used�in�
the�rules�of�determining�the�joint�debts�of�husband�and�wife,�it�should�be�left�to�the�judge�on�the�
basis�of�recognizing�the�discretion�of�the�judge,�who�will�determine�it�on�the�basis�of�the�specific�
legislative�purpose�and�the�nature�of�the�family�life�of�husband�and�wife,�taking�into�account�the�
factors� involved�in�each�case,�so�as� to�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and� interests�of�both�spouses�
and�creditors�in�a�balanced�manner.

Key Words: Joint�Debt�of�Husband�and�Wife;�Balanced�Protection;�Joint�Debt�of�Both�Parties;�
Joint�Debt�of�One�Party

的判断标准交由法官， 由其在结合该条立法目的及夫妻家庭生活之本质的基础上在个案中综合考量
涉案因素确定， 由此来平衡保护夫妻双方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就此而言，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四条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仅是通向利益平衡保护目的的开始， 具体的平衡保护路径还有
待法官在个案中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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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困境
及其检视

陈 伟 *

内容提要： 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 自 《行政处罚法》 制定之初就存在较大争议，
《立法法》 的颁行与全面修正、 《行政处罚法》 的全面修订均未能结束限权与扩权的争论，
反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中央与地方之间、 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之间、 地方不同层级政
府之间的三重立法权配置不清， 导致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陷入规范适用、 价值选
择的双重立法困境。 《立法法》 与 《行政处罚法》 “二选一” 的适用方式并非恰当， 常规路
径、 解释路径和立法路径均无法有效化解立法困境。 应当充分考虑框架秩序和治理现代化
的双重要求， 在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 坚持综合适用说， 逐步明确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
罚设定权的立法空间。
关键词： 创制性规章 法制统一 地方自主性 行政效能 授权决定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２.008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本文为 2019 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原理研究” （项目编号： 19BFX04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1996年 《行政处罚法》 制定期间， 关于是否赋予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各方面意见的分歧较大。 当时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 一种意见是， “规章只能根据法律、 法规， 规定实施处罚的具体标准， 法律、 法规未作规定的， 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
罚”， 另一种意见是， “除法律、 法规外， 规章也应允许创设某些行政处罚， 否则， 会给行政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甚至造成
行政管理的失控。”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释义》， 法
律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30页。

一、 问题的提出

规章设定行政处罚， 是行政处罚设定权问题遗留的最后一块 “争议地”。 关于规章尤其是地方
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争论， 贯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法》） 制
定、 实施、 修改的始终。譹訛 争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地方政府规章能否设定行政处罚？ 第二，
地方政府规章如何设定行政处罚？ 前者是争论的主要方面。 尽管 《行政处罚法》 早在 1996 年就赋
予了省级政府和较大市政府行政处罚设定权， 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 《立法
法》） 的出台与 2015 年的全面修改， 增加了关于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讨论的复杂性， 《行
政处罚法》 在 2021年全面修订时回避了与 《立法法》 冲突的问题， 前述争论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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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李晴： 《地方政府规章处罚种类创设权之批判》，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6 期； 王胜利： 《〈行政处罚法〉 修改应
取消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载 《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3 期； 黄喆： 《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7期； 等等。

譻訛 参见李诗林： 《挑战与升级： 〈立法法〉 修订后政府规章的发展》，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7年第 3期。
譼訛 参见陈书笋、 王天品：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的困境和出路》，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 1期； 章志远： 《作

为行政处罚总则的 〈行政处罚法〉》，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5 期； 熊樟林： 《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其防
控———兼论我国 〈行政处罚法〉 第 8 条的修改方案》，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 年第 3 期； 刘莘、 陈悦： 《“三个行为法” 与
地方立法权》，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7年第 12期。

譽訛 王汉斌：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509页。
譾訛 曹志：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草案）〉 的说明》， 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1996年第 3期。

学界有关限权论 （包括废止论）譺訛、 现状论 （包括与现有制度衔接论）譻訛、 扩权论譼訛始终呈现此消
彼长的状态， 是适用 《立法法》 废止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还是适用 《行政处罚法》 继续
保留， 至今未有定论。 当理论照进现实， 拥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或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本文
将系统梳理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困境， 全面分析现有解决困境的路径， 尝试提出现
阶段化解困境的基本构想， 以期为探索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空间提供理论支撑。

二、 设定权的双重立法困境

（一） 立法困境的背景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文本设置的限制性与制度变迁的扩张性贯穿始终， 这种限权与扩
权的博弈构成了设定权立法困境的基本背景。

1. 文本设置： 限制设定权
在建构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制度时， 立法者总体上持限制的态度。
从文本内容上看，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限制是最多的。 在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限制方

面， 《行政处罚法》 首先规定了所有法规范应共同遵守的限制， 即公平公正原则 （第五条）； 其次
逐一规定了不同类型法规范设定处罚的种类， 地方政府规章只能设定警告、 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
罚款这三类行政处罚； 再者规定了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要求， 而地方政府规章没有补充设定的
权限； 最后规定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罚款须有限额。 为什么 《行政处罚法》 要严格限制规章的行政处
罚设定权呢？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制定该法时有如下表述：

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的人身权、 财产权， 各级人大和政府一定要注意严格限制。 ……200 元以下
罚款和 15 日以下的拘留的处罚并不重， 为什么要由人大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规定， 而不是由国务院
制定行政法规？ ……这就是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必须严格限制， 对公民合法权益
必须予以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要对规章设定行政处罚进行严格限制的理由。譽訛

由前述表述可知， 《行政处罚法》 对规章设定行政处罚进行严格的限制， 是为了加强对公民合
法权益的保护， 当时认为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尤为重要。

从立法原意上看， 立法者希望将来逐步取消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虽然 1996 年 《行政处罚法》
赋予了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但立法原意对此仍然有所保留。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在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草案）〉 的说明》 中指出， “随着法律、 法规的逐步完备， 规
章设定行政处罚的面将越来越小”。譾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的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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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前引譹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书， 第 32页。
讀訛 参见前引譽訛， 王汉斌书， 第 509页。
讁訛 “这里的行政管理秩序主要应当是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非经营性的活动， 是指公民和组织的活动不具有经济目的的活动，

说得通俗些， 就是公民组织的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比如随地吐痰、 乱扔烟头， 开车闯红灯、 门前三包等， 规章可以设定警
告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 参见前引譹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书， 第 32页。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释义》 （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法释义》） 也指出， “行政处罚法中对规章设
定权的规定， 应当说只是过渡性规定， 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 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应当是逐步
消亡的”。譿訛

从体系位置上看，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处于设定权体系的末梢。 《行政处罚法》 第十
至第十四条列举了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设定权与规定权， 第
十一条第三款、 第十二条第三款分别规定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第十
六条规定： “除法律、 法规、 规章外， 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这意味着， 《行政处罚
法》 关于设定权的配置是有先后顺序的， 行政处罚的设定首先是法律的使命， 其次才是行政法规与
地方性法规， 该法将规章 （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置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末梢。

从历次修订的结果上看，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始终是地方政府规章的次要方面。 不论是 1996 年
首次颁行， 还是 2009 年、 2017 年两次修正， 以及 2021 年全面修订， 《行政处罚法》 配置设定权的
思路是一致的： 针对法规而言， 先分配设定权后分配规定权； 针对规章而言， 先分配规定权后分配
设定权。 这表明， 地方政府规章的首要定位是执行性， 即对上位法的内容进行具体规定。 只有满足
“尚未制定法律、 法规” 的条件， 地方政府规章才有设定行政处罚的空间。

2. 制度变迁： 扩张设定权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在法律制度变迁及具体实践中不断扩权。
设定权的扩张性， 首先表现为有规章制定权的政府数量从少到多。 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

的前提， 是地方政府享有规章制定权。 1982年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以下简称 《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 第三十五条首次赋予省级政府、 较
大市政府规章制定权， 1996 年颁行的 《行政处罚法》 第十三条赋予了这两级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
设定权。 2015 年 《立法法》 全面修正， 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 所有设区的市政
府在 《行政处罚法》 2021 年修订之后基于第十四条第二款的授权开始获得行政处罚设定权。

其次，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的种类从少到多。 1996 年颁行的 《行政处罚法》 第八条明确
将行政处罚的种类限定为 7 类， 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和罚款这 2 种 （第十三
条第二款）。 经过 2021 年全面修订， 该法将行政处罚的种类整合为 6 类， 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
罚的种类扩大为警告、 通报批评、 罚款这 3 种 （第十四条第二款）。

最后，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种类秩序限制被虚置。 根据 《行政处罚法》 第四条的规
定， 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处罚的前提是其违反行政管理秩序。 什么是行政管理秩序呢？ 在 《行政处
罚法》 制定阶段， 立法者曾考虑予以细化，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当时提出了 “经
济行政管理秩序” “社会秩序” “城市市政管理秩序” 和 “市场管理秩序” 的划分。讀訛 当时考虑将地
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限制在 “城市市政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释义》
也强调， 规章设定处罚的秩序范围应该是非经营性活动。讁訛 然而 1996 年 《行政处罚法》 并未将上述
关于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划分写入法律文本。 直到2015 年 《立法法》 修正， 立法者才明确制定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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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参见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载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年第 2期。

輥輯訛 冯军： 《行政处罚法新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23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譹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书， 第 4页。
輥輱訛 曹鎏： 《论 “基本法” 定位下的我国 〈行政处罚法〉 修改———以 2016 年至 2019 年的行政处罚复议及应诉案件为视角》，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6期。

事项的基本范围， 即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等方
面的事项”。 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解释， 前述三类事项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輥輮訛 这些范围实际
上对设区的市政府规章无法起到实质性约束， 而且省级政府规章没有这三类限制。 实际上， 地方政
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事项范围也远超立法者关于特定秩序范围的限制。

（二） 规范适用的困境

1. 困境原因： 双重上位法叠加
根据 《行政处罚法》 第三条的规定，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均应当适用 《行政处罚法》。 但是，

行政处罚设定权同时从属行政处罚与立法双重领域， 具双重性质， 会产生上位法规范相叠加的效果。
1996 年颁行的 《行政处罚法》 为我国后续立法创设了一项重要制度———法律规范的设定权，

《行政许可法》 《行政强制法》 直接仿照并建立行政许可设定权、 行政强制设定权， 《立法法》 也吸
收了这类规定。 “设定是一种创设新的法律规则的立法行为， 这些法律规则不是从任何更高级的法
律规则中派生出来， 不是任何更高级法律规则的具体化。”輥輯訛 具体到行政处罚领域， 设定行政处罚是
指， “法律规定的有权力作出行为规范的国家机关首次独立自主地规定何种行为是违法行为， 并规
定给予何种行为处罚”。輥輰訛 也就是说， 设定让某种法律规范首次完成识别、 判断工作， 在上位法尚未
规定的情况下将某种特定的行为纳入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范围。 申言之， 《行政处罚法》 上的设定，
实际上是在抽象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关系。 所以行政法学界有学者认为， “设定权本质上关乎立法权
的配置问题， 反映了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规范关于行政处罚立法活动的权力边界”。輥輱訛 根据 《立法法》
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设定行政处罚还要依照 《立法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具体而言， 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范围应当以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为依据， 尤其是该条第六款
的规定； 当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时， 应符合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也就是
说，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和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同时充当了地方政府规章行政
处罚设定权的 “母亲” 和 “婆婆”， 如何适用这两种上位法规范， 是地方政府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2. 困境表现： 阶段性适用困难
2000年 《立法法》 颁行之后， 才出现双重上位法规范叠加， 至于产生适用冲突更是晚近的事情。
结合 《行政处罚法》 和 《立法法》 的制定、 修改和实施的过程， 本文将地方政府规章权限适用

问题划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 1996 年 《行政处罚法》 颁行之后至 2000 年 《立法法》 颁行之前，
此时只有 《行政处罚法》 （1996 年） 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并无 《立法法》， 不存在上位法规范叠
加； 阶段二， 2000 年 《立法法》 颁行之后至 2015 年 《立法法》 修正案通过之前， 此时 《行政处罚
法》 和 《立法法》 同时作为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上位法； 阶段三， 2015 年 《立法法》 修
正案通过之后至 2021 年 《行政处罚法》 修订之前，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上位法多了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 阶段四， 2021 年 《行政处罚法》 修订之后， 原第十三条第二
款变成了第十四条第二款， 继续作为上位法规定。 关于两部法律在上述四个阶段的适用情况， 详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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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行政处罚法》 与 《立法法》 关于地方政府规章权限的适用阶段

輥輲訛 郑毅： 《对我国 〈立法法〉 修改后若干疑难问题的诠释与回应》，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1期。
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郑毅文。
輥輴訛 梁厚浩： 《论地方政府规章损益性立法的困境及其出路———以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为视角》， 载 《广西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 2019年第 3期。

在这四个阶段中， 阶段一不存在上位法律规范叠加的情况， 不产生适用困难； 从阶段二开始，
《立法法》 和 《行政处罚法》 始终叠加适用于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只是在阶段二不产生
实际的适用困难， 因为此时 《立法法》 尚未要求地方政府规章在设定行政处罚之前必须有法律、 法
规的依据； 阶段三和阶段四则存在适用困难， 此时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要求地方政府规章
在设定行政处罚之前必须有法律、 法规的依据， 而 《行政处罚法》 第十三条第二款 （2021 年修改
为第十四条第二款） 则授权地方政府规章在 “尚未制定法律、 法规” 的情况下可以设定行政处罚。

关键的问题在此显现： 《立法法》 所指的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依据”， 究竟是抽象
的、 概括的依据， 还是具体的、 明确的依据？ 如果是前者， 那么 “地方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可
通过灵活运用解释技术为其制定的相关规章溯求法源基础”輥輲訛， 此时可以认为 《行政处罚法》 属于《立
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中的 “法律”， 因而不存在所谓的适用冲突； 如果是后者， 即还应当有其
他的具体的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作为依据， 那么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与 《行政处
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的适用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面对这种选择困难， 如果首先确定优先适用哪部法律， 那结果可能是 “非此即彼” 式的选边站
队。 不论是优先适用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还是优先适用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
都会产生相应的利弊影响。 一方面， 如果优先适用 《立法法》 的规定， 则有利于积极落实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 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 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
利。 但是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将会成为具文， 这将必然导致 “地方政府规章因在事实上
丧失行政处罚设定权而沦为不折不扣的软法”輥輳訛， 这种严格的限制还会 “致使地方政府规章立法陷入
循环困境中， 并且导致地方性法规立法任务激增”。輥輴訛 而 《立法法》 在 2015年放开地方立法权的目的
之一是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地方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 前述举措也不符合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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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姜明安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法诉讼法 （第七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70页。
輥輶訛 参见前引譾訛， 曹志文。
輥輷訛 参见前引譹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书， 第 4、 26、 30、 31页。

法》 修改的目标。 另一方面， 如果优先适用 《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 则有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管， 及时、 有效地提升行政效能， 实现公共利益； 但是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对创制性地方政府规章仅仅提供了概括式的授权， 优先适用 《行政
处罚法》 的规定， 将会导致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控制地方政府规章的目标落空， 使得 《立
法法》 的新规定形同虚设。

（三） 价值选择的困境

1. 法治原则： 法制统一与依法行政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首先应当坚持的价值是法治原则， 即 “设定法定”。 具体而言，

可以分为法制统一与依法行政等基本要求。
法制统一原则首先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宪法》） 第五条的规定， 在行政法

层面的具体要求为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首要的基本原则， 是指 “政府的一切行政行
为应该依法而为， 受法之拘束”輥輵訛， 是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基于我国行政机关的定
位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执行性应当是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活动的首要特征， 行政立法应当首先满
足执行性的要求， 在执行上位法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化， 而不是积极地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我国法治发展的实践中， 依法行政也逐渐由形式要求走向实质要求。 2004 年国务院 《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以下简称 《依法行政纲要》） 将合法行政置于依法行政基本要求的首位， 强
调： “没有法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
增加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限缩了上位法的范围，
将 “没有法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 改为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排除了规章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减
损权益、 增加义务决定的上位法依据。 2015 年 《立法法》 全面修改， 在完善立法体制方面落实党中
央要求， 对规章权限进行了规范， 新增了第八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
空间不断地被压缩。

此外， 《行政处罚法》 也始终保持对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严格控制。 一方面体现在
整部 《行政处罚法》 的立法初衷， 即统一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 种类、 实施和程序， 保障公民、 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体现为地方政府规章设定权的特别要求。

2. 改革要求： 因地制宜与行政效能
地方政府行政处罚设定权应当考虑的特殊价值是改革要求， 即如何因地制宜解决实际问题， 通

过设定行政处罚在地方治理中充分发挥行政效能。
在 《行政处罚法》 制定之初， 立法者认为设定权的配置应当考虑实际情况。輥輶訛 1996 年 《行政处

罚法》 之所以赋予了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是因为综合考虑了以下四种实际情况： 第一， 经济发展
不平衡， 各地差异较大； 第二， 中央立法供给不足， 需要地方立法予以补充； 第三， 无规可依会造
成行政管理工作困难， 行政管理失控； 第四， 在上位法空缺的情况下， 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已
经存在并且是大量存在。輥輷訛 为什么说赋予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是考虑实际情况的表现呢？ 因
为 “春江水暖鸭先知”， “地方人民政府是行政执法的实践者， 对社会治理更加熟悉和敏感， 这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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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陈书笋、 王天品文。
輦輯訛 刘松山： 《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权限界分》，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5年第 4期。
輦輰訛 《立法法》 的相关规定也能说明地方治理的复杂性与急迫性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例如， 《立法法》 （2015 年修正） 在第

八十二条第五款赋予了地方政府规章先行性立法的权限，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 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
的先行性立法条件说明， 《立法法》 考虑到地方政府规章要面临的行政管理问题更为复杂和急迫， 而该法第八十条并没有赋
予部门规章此类权限。

輦輱訛 沈岿： 《论行政法上的效能原则》， 载 《清华法学》 2019年第 4期。
輦輲訛 渠滢： 《我国政府监管转型中监管效能提升的路径探析》，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8年第 6期。
輦輳訛 张翔： 《宪法作为改革的框架秩序》， 载 《法制日报》 2017年 8月 23日第 12版。
輦輴訛 参见余凌云： 《地方立法能力的适度释放———兼论 “行政三法” 的相关修改》， 载 《清华法学》 2019年第 2期。

息优势更利于其制定出有效的制度以适应改革试点的要求”。輦輮訛

上位法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基本初衷是， “针对各地方发展不平衡、 差别很大的实际情况， 充分
调动地方政权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有效管理地方各项事业”。輦輯訛 我国 《宪法》 第三条第四款要求
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赋予地方更
多自主权， 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 成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方式。 这些必然
要求赋予地方机关尤其是地方政府充分的权能， 以面对和解决地方纷繁复杂的事务。輦輰訛

行政效能原则是实现行政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行政法上， 行政效能原则是和依法行政原则
相并列的重要原则， 主要是指 “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事项所采取的手段应当是有效的， 是可以实现法
规范目的的”， 以及 “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事项的手段应当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輦輱訛 《依法行政纲要》 在
强调合法行政的同时， 也强调提高行政管理效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 “科学的宏观调控”
和 “有效的政府治理” 相并列， 同时作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此外， 建立
行政执法体制应当既是权责统一的， 也是权威高效的， 等等。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
年）》 在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方面既强调权责法定， 也要求廉洁高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
“赋予省级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机构改革的决定， 对机构效能的追求更
为明显， 例如优化职能配置、 提高效率效能、 坚持优化协同高效、 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以及 “增强
地方治理能力， 把直接面向基层、 量大面广、 由地方实施更为便捷有效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下放给
地方”。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创新行政方式， 提高行政效能” 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的渠道之一。 2022年 《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 全面修改， 将 “提高行政效能” 写入了地方政
府工作目标。

3. 法治原则与改革要求的紧张关系
因为 “监管法律体系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是监管效能提升的基本前提”輦輲訛， 所以需要在执法依据上

进行改造和升级。 当上位法还没有对某一新事物进行规制时， 行政机关为了避免无法可依的状态而
积极推动制定相关政府规章， 这是努力实现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效能原则的结合， 但这将不可避免
导致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之间的价值碰撞。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之间为什么会发生价值碰撞呢？ 因为 “前者强调的是国家要有能
力， 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有效能， 国家得到良好治理； 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宪法下的法秩序约
束， 要避免侵害人民的自由”。輦輳訛 一边是强化公权力， 一边是限制公权力，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
治国自然而言就会存在紧张关系。 当视角聚焦到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时， 如果过多地强调
法制统一与依法行政原则， 那么结果可能是 “法制是统一了， 地方治理能力却受到极大限制”， 地
方立法将会 “窒碍难行”輦輴訛。 因此，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合法性争议， 是推进改革和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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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袁雪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25页。

法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三、 现有解决路径及其评价

为了化解困境， 尤其是处理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与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之
间的冲突， 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 本文以解决方案的实际性质为标准， 将这些方案
划分为三类路径， 并分析相应的问题。

（一） 常规路径

所谓常规路径， 就是根据 《立法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通过 “新法优于旧法” “特别规定优
于一般规定”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的方式确定适用结果。

1. 权衡 “新法” 与 “旧法”
《立法法》 和 《行政处罚法》 均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 属于同一位阶可比较适用的规范。

根据 “新法优于旧法” 的判断标准， 在图 1 阶段三中 《立法法》 （2015 年修正）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
相对于 《行政处罚法》 第十三条第二款是新的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立法法》 的规定。 但是， 在阶
段四中，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相对于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又是新的规定， 因为
2021 年修订后的 《行政处罚法》 改变了原来第十三条第二款的内容， 使得该条款成为 “更新” 的上
位法规范， 此时又应当优先适用 《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

可见， 面对法律先后制定、 交替修改的重叠适用情况， “新法优于旧法” 无法得出唯一的结论。
2. 权衡 “特别法” 与 “一般法”
根据 “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 的判断标准， 如果认为 《立法法》 是统合所有法律规范制定、

修改和废止活动的法， 是综合管理立法活动的法， 那么 《行政处罚法》 属于特别法， 只约束立法中
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问题， 应当优先适用后者。 所以， 有学者认为 “从立法部分来看， 本法（《行政处
罚法》） 是 《立法法》 的特别法， 在本法修订后， 如有冲突， 按照 《立法法》 应适用本法 （《行政处
罚法》）。”輦輵訛 如果认为 《行政处罚法》 既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 又规范行政处罚的实施， 那么设定仅
是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个分支， 所以只约束设定权的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是特别规定， 而此
时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属于一般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立法法》。

由此可见， “何为一般” 以及 “何为特殊” 是立场先行的问题， “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 也可
能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3. 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在 “特别与一般” 和 “新与旧” 相交织时， 应当根据 《立法法》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这可能是常规路径中的最佳选择， 但又会延伸出两个问题： 其一， 裁决的结果
或引发争议， 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决结果支持适用哪一部法律， 都会使得另一部法律的相关内
容成为具文， 那相应下位法的合法性问题将会在短时间内激增； 其二， 裁决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决是一次性裁决还是多次性裁决？ 是对两个冲突之间的条款作统一的裁决， 还
是根据下位法制定和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裁决？ 如果不提前回应这些问题， 恐怕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难开裁决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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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前引譻訛， 李诗林文。
輦輷訛 刘莘： 《行政立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65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梁厚浩文。
輧輯訛 王贵松： 《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1期。
輧輰訛 苏峰： 《规章限权性规范的内在冲突及其消解———兼评新 〈立法法〉 第 80条和第 82条》， 载 《公民与法》 2015第 10期。
輧輱訛 武钦殿： 《地方立法专题研究———以我国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为视角》，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33页。
輧輲訛 参见朱应平： 《提升地方性法规实施非直接对应性法律法规质量建议》， 载 《法治研究》 2019年第 4期。

综上所述， 常规路径无法实质性地化解立法困境。

（二） 解释路径

1. “依据” 的宽严解释
这是对 《立法法》 中的 “依据” 进行宽泛或者从严的解释， 判断能否将 《行政处罚法》 视为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中的 “法律”， 进而判断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能否恒为地方
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如果对 “依据” 进行从宽解释， 那就会更关注立法的实际效果， 强调要从整体上、 宏观上理解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的 “依据”，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只要政府规章与上位法在总体
精神上保持一致、 与上位法做了明确规定的禁止性条款保持一致即可， 并非每一个条款、 每一句话
都要与上位法一一对应， 否则政府规章只能照搬照抄上位法”。輦輶訛 再如， “‘根据’ 原则是指在基本的
方面， 下位法不超过上位法。 ……法律没有将 ‘根据’ 更加具体化的， 下位法在基本事项方面不能
超过上位法”。輦輷訛 根据从宽解释方案，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就属于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
第六款中的“法律”， 可以恒为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如果对 “依据” 进行从严解释， 将认为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中所依据的法律， 应当是
行为法的具体法条， 然而 《行政处罚法》 属于程序法、 组织法， 因此 《行政处罚法》 不能作为上位
法依据。輧輮訛 有学者曾指出： “在制定行为法规时， 必须先有行为法律存在， 仅有组织法律的存在是
不够的。” 因为， “组织法律与行为法律具有不同的功能， 组织规范只是在不同的机关之间分配权
限， 而与外部的私人无直接关联， 而行为规范则是对行政机关与私人关系的调整”。輧輯訛

针对从宽解释的批评在于， 这种解释违背了 《立法法》 关于从严限制规章权限的立法目的。 但
也有观点认为， 从宽解释可以 “矫正立法者在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上出现的偏差”， 并且这种解释
方法 “并未突破现行法规范的边界， 因此其存在方法论上的正当性”。輧輰訛 所以， 从宽或者从严的态度
决定了解释路径的结论， 两种解释均无法完全说服对方， 争议依旧存在。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
释决议明确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中 “依据” 的规范内涵时， 所依据的 “法律” 能否包括
《行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也就明确了。 不过， 这似乎又回到了常规路径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裁决的方案， 只是 “裁决之难” 变成 “解释之难” 而已。

2. 直接与间接上位法
上位法可以有 “直接” 与 “间接” 之分。 直接的上位法， 是指 “如果某一法律或行政法规与具

体的地方性法规在立法目的和规范事项上都是相同的， 自然就构成了其上位法”。 间接的上位法，
是指 “立法目的不同， 但规范了相同事权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輧輱訛 针对间接的上位法， 也有学者称
之为 “非直接对应性法律法规”。輧輲訛

在找不到直接的上位法依据情况下， 可以寻找到间接的上位法依据， 为地方政府规章设定权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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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 “远房的婆婆”。 间接上位法的本质是采用了一种 “向一般条款逃逸” 的立法方法。輧輳訛 实践中，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都能准确找到直接的上位法依据， 但或许存在一个或者
多个间接的上位法。

将那些关联度不强的间接上位法纳入上位法的范围， 同样可以回避 《行政处罚法》 与 《立法
法》 的规范适用冲突。 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授权必须是针对具体的行为并且范围
明确， “唯有达到这一程度的授权条款方能被认为是一项明确的上位法规定， 而宽泛地规定某行政
机关负责某项工作， 或者仅仅是规定职权的表述不能被视为下位法获得了授权”。輧輴訛 这又回到了解释
路径中从严还是从宽解释的问题上了。

综上所述， 解释路径聚焦的是 “当下怎么办”， 不可避免 “立场先行” 的问题， 从宽或者从严
解释同时存在， 难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准确的指引。

（三） 立法路径

1. 中央层面： 修改基本法律
有学者寄希望通过 《行政处罚法》 的全面修订来彻底解决 《立法法》 与 《行政处罚法》 关于地

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适用冲突， 认为 “从效率上看， 这远比任何一种难以避免引发争议的
学理解释方案要坚实得多”。輧輵訛 但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21 年全面修改 《行政处罚法》 时回避了
与《立法法》 冲突的问题。 如果要通过修改法律化解困境， 近期也只能寄希望于 《立法法》 的全
面修改了。

在如何修改法律的问题上， 学界还发展出具体的区分路径。 所谓区分路径， 就是摒弃 “一刀
切” 限制或者废止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主张保留省级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限制设
区的市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作为省级政府规章， 其所调整的事项范
围涵盖整个行政区划内的政治、 经济、 教育、 科学、 文化、 卫生、 环境和资源保护、 民政等各个领
域， 其影响范围和影响力远大于设区的市的地方政府规章”。輧輶訛 这种区分是有法律依据的，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将设区的市政府规章管辖范围明确限定为 “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
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并没有对省级政府规章设置这类限制。 申言之， 《立法法》 赋予省级政府规
章立法范围更宽、 肯定省级政府规章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所以， 前述学者认为， 在下次修改
《立法法》 时， “允许省级政府规章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 在一定的范围内就特定事项享有创
设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规范的权力”。輧輷訛

区分路径是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案， 既不主张全面否定 《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 也不全面支持
《立法法》 的规定， 而是考虑省级政府规章与设区的市级政府规章在管辖范围、 管辖领域上的差异，
主张赋予省级政府规章更大的自主权， 是一种相对务实的论断。 究其本质， 区分路径是在省级政府
规章、 设区的市政府规章层面重新进行立法权限划分和配置。

2. 地方层面： 人大授权决定
地方人大作出授权决定， 可以简称为授权路径， 是指在尚未制定法律、 法规的情况下， 回避

輧輳訛 关于 “向一般条款逃逸”， 参见黄良林： 《设区的市政府规章权利减损规范的设定》，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8年第 2期。
輧輴訛 俞祺： 《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基于 66个典型判例的研究》，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6年第 2期。
輧輵訛 郑毅： 《设区的市级地方立法权的改革与实施》，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82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譼訛， 陈书笋、 王天品文。
輧輷訛 参见前引譼訛， 陈书笋、 王天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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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法》 能否直接作为上位法依据的问题， 将目光转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 由人大
及其常委会授权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并设定行政处罚。

授权的基本观点是： “如果在地方政府规章中要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 一定要有权力机关的特
别授权”。輨輮訛 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授权决定， 确实填补了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
权的上位法依据， 从实质上看， 这属于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配置的问题。 具体而
言， “凡属于创制性的立法规范， 都应由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 如果人大认为有必要， 可以作出决
定， 授权政府先行制定规章， 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地方性法规”。輨輯訛 所以有学者指出， 对于来不及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政府制定规章。 “这个授权， 立法法虽然没有
规定， 但是如果对授权的含义作广泛意义的理解，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有权作出规定的”。輨輰訛 本文认
为， 这种授权方案表面上是在效仿 《立法法》 第九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

授权的首要问题在于， 授权机关自己是否拥有相应的权限， 因为 “授权机关只能将自身的立法
权的一部分授予其他机关， 而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项， 则谈不到向其他机关授权的问题”。輨輱訛

《立法法》 只规定了中央层面的人大对同级政府授权立法， 并未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决定
将本属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授予同级政府。 《宪法》 《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 等也没有此类规定。
根据 “法无授权即禁止” 的原则， 地方人大无权通过授权决定将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授予同级政府。

不过， 实践中确有若干相关事例。 例如， 为了促进和保障重要国际活动的筹备和举办 （世博
会、 G20 峰会、 金砖国家峰会、 军运会、 冬奥会、 大运会），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湖北省、
河北省、 北京市以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曾分别作出决定， 在若干特定领域授权政府 “在不与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 不与本省 （市） 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 通过规章或者决定的形式
规定临时性措施。輨輲訛 除此之外，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对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的 26 件关于加强新冠疫情
防控决定开展专项审查， 认为 “地方人大常委会授权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遵循 ‘不抵触’ 原则制定
规章， 符合立法法有关规定的精神”。輨輳訛 这实际上默许了地方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政府遵循 “不抵触
原则” 制定规章， 即地方人大作出授权决定的方式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背书。 这种将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第六款的适用转化为该条第五款的适用， 可以避免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
定权无上位法依据的困境。

3. 地方层面： 人大立法追认或吸收
地方政府规章先针对某种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制定、 修

輨輮訛 沈荣华： 《关于地方政府规章的若干思考》， 载 《中国法学》 2000年第 1期。
輨輯訛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研究》， 载 《人大研究》 2007年第 3期。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刘松山文。
輨輱訛 陈伯礼： 《授权立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75页。
輨輲訛 参见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本市促进和保障世博会筹备和举办工作的决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授权省及相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为保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 《福建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省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为保障重大国际性活动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
决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省和设区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为保障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筹备和举办
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省人民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
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市人民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
政措施的决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大运会筹备和举办工作的决定》。

輨輳訛 参见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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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同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追认先前的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或者规定与之相同的内容， 结
果将原先创制性规章变成了执行性规章， 化解了立法困境， 用俗话说就是 “先上车、 后买票”。

关于追认或吸收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但实践中较为常见。 例如， 上海市政府规章 《上海市食
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 （2015 年实施） 关于食品追溯制度的规定增设了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上
海市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2017 年实施）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对前述规定进行了追认，
完成了授权。 再如， 北京市政府规章 《北京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 （2020 年实施） 第五至
第七条对外语标识的设置规定了强制性要求， 并且在第十五至十七条设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北京
市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 （2022年实施） 第十六至第十九条以几乎重现的
方式予以规定， 实际上吸收了前述规章的禁止性规定。

追认或吸收得以实现， 需要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修改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通过某些条文
完成授权， 或者通过借鉴吸收地方政府规章的相关条文完成授权， 此时地方政府规章并非被废止而
是继续有效。 这种方式实质上将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变成了规定权， 有绕开或者消解 《行
政处罚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设定权的潜在危险。 此外， 追认或吸收的缺点还在于覆盖范围与时间，
问题在于 “地方性法规不可能对每个需要创制的地方政府规章进行及时授权”。輨輴訛 在地方政府规章设
定了行政处罚之后、 地方性法规追认或吸收之前， 规范适用的立法困境仍然存在； 是否会有地方性
法规追认或吸收、 什么时候追认或吸收， 这些对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而言都是未知数。

综上， 立法路径聚焦于 “未来怎么办”， 取决于立法机关积极履行立法、 修法职责， 化解困境
的效果也较为明显， 但是存在着立法、 修法滞后， 立法 （或授权） 权限不足， 修法可能产生新的规范
叠加冲突等问题， 将化解困境的时间推后、 层级上移， 不利于及时的、 高效的、 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四、 综合适用说的基本构想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困境背后， 有更复杂的结构矛盾———三重立法权配置不
清， 有更长时间轴的环境背景———永无止尽的改革开放。 因此， 现阶段提出具体明确、 直接有效的
化解困境方案实属难上加难。 在结构矛盾和环境背景的难题克服之前， 综合适用有关规范、 价值不
仅必要而且可行。

（一） 综合适用说提出的原因

1. 单一基本法律无法解决困境
为了化解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双重立法困境， 直接适用 《立法法》 或者 《行政处罚

法》 并非最佳方案。 一方面， 这两部法律中的任何一部都不具备 “包打天下” 的能力， 直接适用其
中之一， 必然会折损另一部法律相关规范的效力， 加剧两法之间的规范冲突； 另一方面， 《立法法》
+ 《行政处罚法》 也不必然是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全部上位法， 虽然这两部法律在设定
权或创制性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比较大， 但是加起来也不能为设定权提供全部的规范要求。

针对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包括什么是行政处罚（第二条）、 设
定的原则 （第五条）、 可设定处罚的种类 （第九条）、 设定权的具体要求 （第十四条第二款）。 基于
此， 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 需要完成 “先创设、 后确定” 的两步走过程： 第一步创设， 即识

輨輴訛 刘绍明： 《地方政府规章 “义务创制立法” 的困境与出路———以 〈立法法〉 修改为视角》， 载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 201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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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判断———由地方政府规章第一次将某种行为纳入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范围； 第二步确定， 即确
定处罚的种类与处罚幅度———由地方政府规章确定前述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受到何种类型 （例
如罚款）、 何种幅度 （例如 5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 的处罚。 也就是说， 《行政处罚法》 并没有规
定 “具体哪种行为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 和 “这种行为应当被处以什么种类、 什么幅度的处罚”，
而将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判断权、 处罚种类和幅度的判断权授权给了地方政府规章。 这是因为 《行
政处罚法》 是行政处罚的总则， 这种 “总则” 定位的体现之一是 “作为行政处罚识别和设定的 ‘基
本法’， 防止其他类型的法律规范不根据 《行政处罚法》 任意创设行政处罚”。輨輵訛 创设与确定两步走
需要由单行的法律规范来确定， 作为总则的 《行政处罚法》 不涉及这部分内容。 可是到底什么是
“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如何判断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 具体违反了哪项或者哪些行政管理秩
序？ 《行政处罚法》 目前没有回答， 也没有能力回答， 因为这既涉及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分配， 属
于立法层面的问题， 也涉及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行政职权的范围， 属于组织法层面的问题。

从 《立法法》 的视角分析， 结果也是一样的。 虽然 《立法法》 规定了规章的制定、 修改和废止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但是 《立法法》 本身的规定也不尽全面具体。 例如， 《立法
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 “属于地方性事
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第八十二条第二款 “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均属
于不特定法律概念， 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是哪些内容呢？ 《立法法》 没有回答， 也无能力回答。 所
以， 面对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范适用困境， 只适用 《行政处罚法》 或 《立法法》 是不
够的， 必须回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综合适用包括 《宪法》 在内的若干部法律规范。

2. 三重立法权力配置抽象模糊
作为各自领域基本法律的 《行政处罚法》 与 《立法法》， 当前尚未规定或者无法规定的内容，

引发了一个更为重要问题： 立法权力配置抽象模糊。 这种抽象模糊的立法权配置体现在三个层面
上： 第一，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 第二，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政府立法权； 第三， 省级政府与
设区的市政府立法权。 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困境在这三个层面都可
以找到原因。

有学者曾经指出， “中国的立法体制应当在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同样值得追求的极端之间保
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寻找黄金分割点。 至少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 应当允许地方立法的发展， 给
地方更大的灵活性”。輨輶訛 但是， 寻找所谓 “黄金分割点” 的过程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例如， 我国当
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 非常多的实践任务急需通过摸索、 试点和实验， 对于这些正在处于
探索、 试点和试验的任务， 是由中央立法还是由地方立法？ 是制定地方性法规还是地方政府规章？
在单项改革没有完成之前， 答案是不确定的。 如果三重立法权配置抽象模糊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
决， 那么当前可能无法彻底化解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困境。 未来还需要在实践的基
础上通过综合分析、 比较、 权衡的方式， 探索三重立法权配置的细化方案， 这也要求运用综合适用
的方法分析、 化解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立法困境。

3. 设定权迭代发展需综合分析
《行政处罚法》 和 《立法法》 相继制定与修改， 使得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经历了较为

复杂的时空发展过程， 产生了若干次迭代。

輨輵訛 参见前引譼訛， 章志远文。
輨輶訛 苏力：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第五节》，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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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 1996年以前， 处于 “无法无天” 的阶段， 规章设定行政处罚大量存在却没有统一
的规定和必要的约束， 处于设定权的 1.0 时期。 1996 年 《行政处罚法》 颁行之后到 2015 年 《立法
法》 修正之前， 规章设定权受到 《行政处罚法》 的直接约束， 处于设定权的 2.0 时期。 以 2000 年
《立法法》 颁行为分界点， 2.0 时期又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 在前期， 《行政处罚法》 不仅是行政处
罚领域的基本法律， 还 “客串” 了部分属于未来立法法关于约束立法行为的角色， 但是这种 “客
串” 的使命并没有因为 《立法法》 的颁行而终结。 2015 年 《立法法》 新增了第八十二条以后， 规章
设定权又受到 《立法法》 的严格约束， 处于设定权的 3.0时期。 这 3个时期的迭代发展， 呈现出了地
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在法律文本设置上越来越受限制、 在法律制度变迁上越来越扩张的特点，
唯有通过综合适用说的分析方式， 才能解释这种看起来相悖、 但实际又不断向前发展的演进过程。

（二） 综合适用说的初步展开

1. 规章可以兼顾公益与私权
综合适用说的首要观点是， 当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度能力建设实质提高后， 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

公民权利的双重目标并非只有依靠中央立法、 地方权力机关立法才能实现。
综合适用说并不主张一开始就限制或者扩大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而是首先考虑这个

设定权所服务的目标导向， 即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使得规章在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实现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保障”輨輷訛。 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首先要有能
力同时服务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 基于此， 对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要保持基本的信任， 在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实施后和法治政府建设中， 规章可以通过行政系统内部严格的程序和实体约
束， 在深入推进的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制度建设中， 规章能够在审查与监督中获得相应的支持。

2. 限权与扩权需恰当的权衡
综合适用说的核心观点是， 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限权与扩权之争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矛盾， 关键在于权衡、 取舍的尺度。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如鸟
之两翼、 车之双轮”輩輮訛， 应当辩证统一地看待问题。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指出，
“坚持立法和改革相衔接相促进，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这些
都表明化解改革之难与法治之严的紧张关系需要精细化的权衡。

在权衡取舍时， 本文认为应当首先确立框架秩序， 即坚持法制统一与依法行政的底线。 《行政
处罚法》 的立法原意强调法制统一原则，輩輯訛 这与 《宪法》 《立法法》 的相关精神是一致的。 如果一味
迁就社会现实而不断允许法制统一的例外情况， 那么将必然再次导致行政处罚各行其是的混乱局
面。 其次， 应当在框架秩序范围内积极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 积极发展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 积极
发挥行政效能原则。 这种框架秩序下的治理现代化并非没有规范依据， 作为我国根本法的 《宪法》
和基本法律的 《立法法》 《行政处罚法》 等本身均蕴含着支持改革的精神， 它们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推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不能再将改革要求视为法治原则的对立方案， 而是将后者镶嵌于前者之
中， 正所谓 “为效能原则的依法应用提供框架和空间”輩輰訛。

輨輷訛 参见前引輧輰訛， 苏峰文。
輩輮訛 参见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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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2014 年 10 月 29 日

第 2版。
輩輯訛 参见乔晓阳： 《如何把握 〈行政处罚法〉 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在第二十三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7年第 6期。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沈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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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setting�of�administrative�penalties�in�local�government�regulations�has�been�a�major�
controversy�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The� promulg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vision� of� the� Legislative� Law�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have� failed� to� end� the� debate� on� the� limit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wer,� but� have� instead�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The� triple� configuration� of�
legislative�power�between�the�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between�local�people’s�congresses�
and�local�governments,�and�between�different�levels�of�local�governments�is�unclear,�resulting�in�
the� power� to� set�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n�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s� being� caught� in� a�
legislative� dilemma� of� normative� application� and� a� legislative� dilemma� of� value� choice.� The�
either/or�application�of�the�Legislation�Law�and�the�Administrative�Penalties�Law�is�inappropriate,�
and� the� regular,� interpretative� and� legislative� paths� are� unable�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dual�
legislative� dilemma.�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reform,� the� dual� requirements� of� framework�
order�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and� the� doctrine� on�
comprehensive�application�is�conducive�to�gradually�clarifying�the�legislative�space�for�the�power�
to�set�administrative�penalties�in�local�government�regulations.

Key Words: Creative� Regulations;� Legal� Uniformity;� Local� Autonomy;�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Decisions�of�Granting�Powers

3. 立法者需积极回应的要点
在修改完善基本法律时， 立法者需要积极回应 《立法法》 与 《行政处罚法》 可能产生的规范冲

突， 明示或建立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机制， 确保 《立法法》 与 《行政处罚法》 可以并行不悖地适用
于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 此外， 立法者还需要积极细化中央与地方立法权、 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与地方政府立法权、 省级政府与设区的市政府规章制定权的配置方案， 化解地方政府规章行
政处罚设定权在其中的选择之难。

具体到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处罚层面， 既要看到制定规章对于约束政府依法行政、 照章办事
的作用， 也要看到规章层级较低的局限性。 既要看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对新事务的有效管
理， 又要积极寻找其他配套制度。 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综合运用 “组合拳”， 不断积累经验和素
材， 为地方政府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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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伟 *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譹訛 王泽鉴： 《人格权法———法释义学、 比较法、 案例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1页。
譺訛 如此， 狭义的法教义学仅仅是指一种 “学” 或知识体系， 而广义的法教义学则含括了教义、 法律规范以及学说。 如无特殊

说明， 本文所指的法教义学均指广义层面的。
譻訛 王本存： 《论行政法教义学———兼及行政法学教科书的编写》， 载 《现代法学》 2013年第 4期。
譼訛 同被纳入这种不容置疑命题的还有自然科学上的教理 （Mathemata）。 参见 [德]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杨祖陶

校，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65页。
譽訛 [德]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 丁晓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36-137页。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下我国法学界对教义学的研究如火如荼， 对什么是法教义学也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 “法教
义学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 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
工作的规范科学。”譹訛 但是， 就现有研究来看， 却很少有围绕 “教义” 本身所展开的论述， 即何种范
畴 （实在法还是学说抑或其他） 属于教义， 哪种范畴又属于围绕该教义所形成的学问 （教义学）。

逻辑上讲， 法教义学可分化为三个子范畴———法、 教义与学，譺訛 而教义是核心， 法教义学的关
键就是如何认识、 探讨或确定教义。譻訛 在康德看来， 教义可划归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命题，譼訛 也就是我
们耳熟能详的 “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 教义 （Dogma） 的基本含义是 “基
本确信”“信仰规则”， 它不是通过理性的证明， 而是通过权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来排除怀疑。譽訛

内容提要： 发展法教义学的前提在于恰当框定 “教义” 的范畴， 即论证是否存在真正的教
义。 法教义应是为整体法规范所体现、 所遵循的基本价值， 应具权威、 稳定、 普适和否定
禁止的特性， 是从事任何与法相关活动的认知起点， 公理教义论具有合理性。 现行法律规
范不无缺陷的客观现象， 以及其受制于结果主义的自主自足的单向决定权威阙如， 可以否
证实在法教义论的一贯主张。 法教义学所主张的 “认真对待法律规范” 当然包括基于法教
义对实在法规范提出批评建议， 使其和洽地融入整个价值体系。 法教义学内部呈现出 “法
教义—整体规范—具体规范—知识体系—判例” 的层次结构， 在法教义的价值指引下围绕
实在法形成的知识体系 （狭义的法教义学） 是连接法规范与具体案件的桥梁。 “归纳” 与
“归入” 是发展教义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步骤。
关键词： 法教义 法教义学 实在法教义论 公理教义论 知识体系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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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义学便是以这种自身已经确定而无须再作任何检验的教义为前提的。譾訛 在这种基本认知下， 发展法
教义学需要直面两个问题。

其一， 如何消除 “教义” 概念所引发的质疑。“教义” 一词无论在德语还是中文的语境中， 都极
易使人将其与教条主义或法条主义联系在一起， 进而有一定的贬义色彩。譿訛 由于坚持对现行法未经
批判的 “独断信奉”， 法教义学给人的理解往往是 “凡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就是法律， 无视这种法律，
绝不能被认为在法律上是正当的”。讀訛 而在我国当下司法实践中， 这种法条主义思维倾向较为明显。
如有学者概括地指出， 我国刑事实务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法律就是法律， 在任何情况下，
遵守形式的法律标准是司法人员法定的义务”， 其背后 “折射的是法官不会解释也不敢解释的司法
现象”。讁訛 有学者将这种盲目忠于现有法律的思维模式归咎于法教义学立场， 认为法官不应将自己禁
锢于法教义学的牢笼， “仅仅从法教义学立场去考量一个司法判决的推理过程和结论的正当性是远
远不够的”。輥輮訛 甚至有人认为法教义学知识学习及思维的训练是促成法官机械司法的一个重要背景因
素。 輥輯訛 法教义学之所以令人产生如此印象， 在笔者看来， 正是其将实在法视为不可批判的 “教义”
所致， 使人产生 “固化” “封闭” “机械” 的想象关联。 正如拉伦茨所说， “法学之所以仍然呈现这
种形象 （指坚守教条———引者注）， 应归责于法律家， 因为他们选择了 ‘教义学’ 这个用语”。輥輰訛 张
文显教授也主张， “‘教义’ 一词的宗教色彩与我国法学研究的日常语境不相兼容……或者彻底放弃
‘法教义学’ 的概念， 回归到 ‘法理学’ 或 ‘法律科学’”。輥輱訛 在此背景下， 欲消解质疑， 需要重新阐
释何为 “教义”、 法学应秉持何种教义。

其二， 如何面对现行法及学说的不确定性。 “在法律人的商谈中， 教义学概念有时候会引发负
面情绪”， 尤其会产生对教义学固化的恐惧。輥輲訛 尤其是进入后现代， 人们较为普遍地反对 “元话语”，
坚持 “不确定”， “法教义学的危机随处可见， 法律自治消逝的风险时刻不停”。輥輳訛 有德国学者质疑当

譾訛 参见 ［德］ 沃尔福冈·弗里希： 《法教义学对刑法发展的意义》， 赵书鸿译， 载 《比较法研究》 2012年第 1期。
譿訛 参见卜元石： 《法教义学： 建立司法、 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 载 《中德私法研究》 第 6 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5-6页。
讀訛 [美] 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28页。
讁訛 劳东燕： 《法条主义与刑法解释中的实质判断———以赵春华持枪案为例的分析》，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6 期。

在本案中，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坦言，“从这个案子本身来讲， 法律的这种审判依据，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是否
从情理上怎么考虑， 怎么更好地适应社会效果， 从当时判的时候可能想的没那么多”。（《法院谈射击摊大妈获刑： 判决时从
情理上考虑得不多》， 载中国日报网，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7-01/18/content_27993029_2.htm， 2021 年 11 月 1 日
访问。） 之所以坚信审判依据没有问题， 正是一种法条主义立场。 复如在卢氏兰草案中， 审理者就表示， “国家的法律规定
就是如此， 判决结果是有些不近人情， 但也没办法。”（《河南采 “野草” 获刑农民： 不服判决无钱请律师上诉》， 载环球
网， http: //baijiahao.baidu.com/s?id=1565287547560543&wfr=spider&for=pc， 2021年 11月 10日访问。）

輥輮訛 参见魏治勋： 《司法判决与社会认知的冲突与弥合———对理解 “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 两种范式冲突的反思》， 载 《东方法
学》 2017年第 3期。

輥輯訛 参见李建东： 《刑事案件机械司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 6 起典型案件的不当判罚为例》， 载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5期。

輥輰訛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107页。
輥輱訛 谭婷、 王冲： 《向法理开放的法教义学———“法理与法教义学” 学术研讨会暨 “法理研究行动计划” 》，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年第 1期。 其实， 不唯在我国语境中， 即便在德国， 这种对权威的信仰与学术形式主义的结合， 对于现代的精神态度
而言， 都是陌生的。 参见 [德] 弗朗茨·维亚克尔： 《近代私法史： 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上）， 陈爱娥、 黄建辉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版， 第 35页。

輥輲訛 参见 [德] 伯恩德·吕特斯： 《法官影响下的法教义学和法政策学》， 季红明译， 蒋毅校， 载 《北航法律评论》 2015年第 1辑。
輥輳訛 刘涛： 《法教义学危机？ ———系统理论的解读》， 载 《法学家》 201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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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法学家是否还称得上是教义学者， 甚至直接宣布了法教义学的死亡。輥輴訛 即便这种 “死亡论” 的
诊断有些夸张， 但没有人会否认， 利益法学、 评价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介入， 使得法教义学不再是
一种固步自封的体系， “法教义的拘束力开始从绝对变得相对化”。輥輵訛 人们开始坦然承认先前被视为
教义的现行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和缺陷，輥輶訛 或者认为教义学语句只是一种 “假说” “试探性说法” 而
肯定其受到怀疑的可能。輥輷訛 那么， 这与教义的 “独断” “权威” “不容置疑” 的本意岂不是相悖了吗？
如果说在深受经院哲学影响的中世纪， 学者们满心相信权威的、 无需检验的教义的存在， 并以此从
事法学创作和实践， 那么， 在立法日益活跃化以及学术争鸣司空见惯的当下， 还存在理性上站得住
脚的真正教义吗？ 如果哪怕相对稳定的不容置疑的 “权威” 不复存在， 法教义学岂不是名实难副了
吗？ 如果存在的话， 需在哪个层面或范围内予以理解？

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可归结为一点： 如何恰当框定教义的范畴。 法教义学究竟只是一种标签或
仅具有宣示法学研究者身份认同的作用呢，輦輮訛 还是确实存在能够且应当凝聚普遍共识的法教义呢？

不可否认， 法教义学确实为法适用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式， 这种对待实在法的立场有助于克服
法律虚无主义， 为法律人提供一个解释问题的逻辑起点， 运用法言法语保障有效交流， 引导形成一
种周密的学理体系并致用于司法实务。 因此， 本文无意于批判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或立场本身， 而
是意在廓清教义的内涵及范畴， 对传统的“实在法 （文本） 教义论” “学说教义论” 提出质疑， 进而
提出自己 “公理教义论” 的主张。 这种公理教义论既意在消除人们对法教义学 “法条 （或教条） 主
义” “机械司法” 的质疑， 也意在实现 “不确定” 中寻求最大 “稳定性” 的法教义的初衷。

二、 法之 “教义” 究竟是什么： 实在法还是通说抑或公理

承上所述， 发展法教义学的逻辑前提是明确交代何为教义， 这不仅关系着法教义学的命题是否
自洽， 还关涉到如何看待既有规范和理论 （学说） 的定位。 回顾西方的法教义学传统， 就不能不提
到两个重要因素———宗教和解释学，輦輯訛 这种学术史上的教义概念乃经由神学而波及法学。輦輰訛 因此， 了
解神学意义上的教义内涵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匡正对法教义的理解。 此外， 教义学既然是以固定不变
的权威为出发点， 寻求法学领域中最为接近 “稳定” 和 “权威” 的部分， 也就最为接近教义的本初
内涵。

（一） 溯源神学教义： 法学外的比较视角

在中世纪神学影响下， 传统的教义学将所探寻的法律真理视为一种实存的、 逻辑的 （本体） 范
畴， 这两者都不以认识绝对的真理为目标， 毋宁想建构一种依据 （神启、 传统或法律命令） 权威要
求服从的理论建筑。輦輱訛 十二世纪查士丁尼国法大全重现， 以伊纳留斯为代表的法学者们效仿解读圣

輥輴訛 Vgl．Ulrich Meyer -Cording， Kann der Jurist heute noch Dogmatiker sein， zum Selbstverst?ndnis der Rechtswissenschaft， Mohr
Siebeck， 1973， S.32．

輥輵訛 雷磊： 《什么是法教义学？ ———基于 19世纪以后德国学说史的简要考察》，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8年第 4期。
輥輶訛 参见雷磊： 《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 载 《中外法学》 2015年第 1期。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雷磊文。
輦輮訛 参见王凌皞： 《存在 （理智上可辩护的） 法律教义学么？ ———论法条主义、 通说与法学的智识责任》，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8年第 6期。
輦輯訛 参见焦宝乾： 《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 载 《法商研究》 2006年第 4期。
輦輰訛 参见雷磊： 《法教义学观念的源流》， 载 《法学评论》 2019年第 2期。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弗朗茨·维亚克尔书， 第 35、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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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方式， 如同经师们对待宗教经典那样对国法大全进行仔细的注释。輦輲訛 正因此， 法教义学与基督
教神学便在思维模式上具有了惊人的相似性， 两者都是以某种未经批判的独断权威 （教义） 作为前
提， 两者也就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神学意义上的教义是什么呢， 是宗教典籍 （圣经文本） 抑或其他？ 在历时代的基督徒看来， 圣
经既是出自上帝的默示， 便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且是正确无误的， 拒绝接受圣经的信息就是拒绝上帝
的旨意，“那些接纳圣经是神的启示的人， 预期它所提供的是正确的资料”， “他们一定会承认那是神
的真正话语”。輦輳訛 但是， 圣经文本 （相当于现行法） 却不是教义本身。 相反， 圣经强调 “不是凭着字
句， 乃是凭着精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活”。輦輴訛 在有些情况下， “（旧约中） 某些法律
再也没有字面的约束力， 因为新约教导已经将之废止。 故此， 基督徒无需继续遵守旧约的献祭规
条、 食物规条， 也无需奉行割礼”。輦輵訛 并且， 圣经中许多记载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或文化背景，“若用
同样的方式来重复圣经的话， 就扭曲了圣经中的含义”。輦輶訛 可见， 圣经文本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权
威。 那么， 文本与教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基督教教义系一种对基督徒所抱持的最根本信仰进行的
表述， “圣经是我们教义建构最主要的材料来源”， “将那些永恒真理从叙述性经文中提取出来， 或
是从那些为某一特定群体和个人所记录下来、 探讨某一特定问题的教训中提取出来”。輦輷訛 可见， 教义
系从文本中提炼而得。輧輮訛

在一些神学家看来， 宗教教义的功能不是致力于概念的推论或知识的增进， 而是把作为内在情
感与意识的倾向透过外在象征呈现出来。輧輯訛 教义即教会一致认信的基督义理， 信经是最根本的教义。輧輰訛

这种教义是基于圣经文本的高度概括， 能够体现信仰的核心， 其初衷是为了排除异端、 处理争辩、
统一信仰， 经由早期教会提出， 早已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 检验信仰真实性的核心标准。 就此， 教
义便为圣经文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 “灵魂” 或指向。 一方面， 对于文本的解释具有因人而异的 “个
人领受”， 旨在祛除话语的垄断， 强调人人可借由圣经与上帝沟通。 另一方面， 这种个体化的解读
也有其界限， 就是不能得出与教义相左的结论。

经上所述， 神学教义更接近于一种公理， 即一种 “不证自明” 的基本事实， 它是在圣经文本基
础上的人为概括， 能够体现文本的主旨或核心。 中世纪后的法学已然不再依附于神学， 因此， 不能

輦輲訛 参见 [美] 约翰·H.威格摩尔： 《世界法系概览》 （下）， 何勤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841-846页。
輦輳訛 参见 [美] W.W.克莱恩、 C.L.布鲁姆伯格、 R.L.哈伯德： 《基督教释经学》， 尹妙珍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78-179、 186页。
輦輴訛 《圣经·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第 6 节。 这倒不是说圣经否定了自身的权威性， 或者否定语义解释的重要性， 而是否定通过诠

解文本本身便能获得所谓 “真意”。 耶稣在新约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律法主义， 即教条式遵守旧约律法而不做任何变通。 例
如， 按照旧约律法， 安息日不可做工， 而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腹觉饥饿便掐了麦穗吃， 耶稣又在安息日治病救
人， 有文士 （律法师） 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不遵守安息日， 耶稣反驳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参见 《圣经·马可福音》 第二章第 23-28 节、《圣经·路加福音》 第六章第
1-11节）。 这种立场显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 而是主张一种合目的解释和利益衡量。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克莱恩等书， 第 428页。
輦輶訛 [美] 米拉德·J.艾利克森： 《基督教神学导论》， 陈知纲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8页。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艾利克森书， 第 4、 11、 22页。
輧輮訛 据圣经记载， 曾有律法师试探耶稣问道律法上的诫命问题， 耶稣回答道，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 也要爱人如

己。（参见 《圣经·马太福音》 第 22 章第 34-40 节） 这显然便是基于文本的提炼。 在法学领域， 也有人主张从文本中提炼出
教义。 参见前引輦輰訛， 雷磊文。

輧輯訛 参见杨林： 《后自由主义神学家对教义本质的界定》，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 12月 17日第 4版。
輧輰訛 参见 [瑞士] K.巴特： 《教会教义学》， 何亚将、 朱雁冰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 中译本前言， 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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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神学教义产生的道理当然适用于法学， 但在教义学上两者既然具有某种同源性， 便可对法教义的
理解产生一定的启发： 法规范文本是否就是法教义。

（二） 法之公理： 最大 “稳定性” 的法学教义

1. 实在法教义论的初步反驳
如同信众认真对待圣经文本， 法律人认真对待实在法自然有其特殊的道理。 其一， 社会发展日

新月异， 新的行为类型不断出现， 应对这种新情形最有效的途径不是事事求诸立法， 而是尽量挖掘
文本的应有之意。 其二， 朝令夕改最有损法的安定性， 带来的便是国民预测可能性的降低， 也就无
从谈及形式 （一般） 正义。 其三， 如同圣经能够凝聚信众一样， 尊重现行实在法能够促成法律共同
体的有效沟通， 而不是各有各的说辞。 但是， 主张实在法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教义，輧輱訛 将成文法视
同圣经或者要求研究者像对待宗教戒律一样对待法律，輧輲訛 则显得有些言过其实， 因为， 成文法显然
不具备这种能力。 一方面， 且不说圣经文本并不能等同于教义， 即或如此， 成文法显然不能与圣经
等同观之。 圣经文本于公元四世纪正式定型后就保持了固定且不可变，輧輳訛 成为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来
源。 作为一门世俗学问， 法律解决的不是超验之事， 也就不可能完全固化封闭； 且必须接受逻辑和
经验的检验， 也就难免出现某些不合时宜的现象。 正因此， 各国范围内 “变法” 已成为常态， 基尔
希曼的著名论断便可成为实在法教义论的最佳反驳理由———“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 它自己也就变
成了一种 ‘偶然’， 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輧輴訛 持实在法教义论者除非
改变教义的内涵， 否则便难以对此批驳予以有效回应。 另一方面， 信徒将圣经奉为圭臬， 是出于对
上帝绝对良善的信服， 而 “现行体制下的制定法并不一定都具备被教义学化的能力”， 这既是出于
对政治可能为 “恶” 保持警惕的需要， 也是基于现实状况的经验总结。輧輵訛 那么， 学说史上何以出现
实在法教义论的普遍看法呢？ 这便需要对法教义学的发展脉络做一简单的梳理。

在德国法学史上， 独立的法教义学观念成型于历史法学时期， 但由于过于倚重法史学而未突出
教义学的特殊性， 当下意义的法教义学乃是经由概念法学直至制定法实证主义阶段而趋于成熟的。輧輶訛

概念法学意在建立一种 “定位—涵摄” 的抽象概念体系，“它不仅能指示概念在整个体系中应有的位
置， 也能将具体的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 “可以用———得径直涵摄的———概念
来掌握全部的法律现象， 想象有一种多少具封闭性， 并且能以逻辑思考方式来答复新的法律问题之
概念体系。”輧輷訛 为了实现这种精准涵摄， 概念法学主张建立一种 “金字塔式” 的概念体系。 作为历史
法学派向概念法学过渡的关键人物， 普赫塔将整个金字塔称为 “概念的系谱”， 法学家可以上下追
溯研究每个概念的来源以及位于金字塔的一切规范。 从最高层级的概念到最具体的概念之间都存在
必然的逻辑演绎链条， 法律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把握这种逻辑链条。輨輮訛 在普赫塔看来， 此种概念的系
谱奠定了法体系的基础， 法的适用其实就是从那种高度一般化的概念出发， 一步一步地下降， 而获

輧輱訛 参见丁胜明： 《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载《法学研究》 2015年第 2期。
輧輲訛 参见史尚宽： 《民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5页； 冯军： 《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载 《中外法学》

2014年第 1期； 陈兴良： 《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 载《法学研究》 2011年第 6期。
輧輳訛 基督徒们一般相信圣经之外别无神启， 不可人为增减。 参见 《圣经·启示录》 第 22章第 18-19节。
輧輴訛 [德] J·H·冯·基尔希曼： 《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 赵阳译， 载《比较法研究》 2004年第 1期。
輧輵訛 参见周尚君： 《法教义学的话语反思与批判》，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5年第 5期。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雷磊文。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42-43、 103页。
輨輮訛 参见前引譽訛， 魏德士书， 第 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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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具体化。輨輯訛 由于过于注重概念的可计算式精确， 有学者将其称为 “作为社会数学的法教义学”。 温
特沙伊德 （Windscheid） 便主张法适用的确定性取决于对概念内容作穷尽的理解， 判决就是将法律
概念作为 （数学） 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 数值越确定， 计算得出的结论 （即判决） 便越可靠。輨輰訛 为
了强调概念的体系性和无矛盾性， 概念法学会将各种概念设想成一个个抽屉， 这些被精细思考出
来、 彼此相互排斥且不会变更的概念抽屉建构成整个法体系， 适用者只需将该当的抽屉抽出， 就可
以发现该当的事件， 根本不会发生概念的重叠或逻辑上的冲突。輨輱訛 由此， 法似乎便是纯粹的概念逻
辑 （Begriffslogik） 的产物。

这种以自然科学的精准性为目标的设想虽好， 但 “借抽象概念构建一个封闭、 无漏洞体系的理
想， 因为使在概念法学鼎盛的时期也从未完全实现”。輨輲訛 并且， 实际效果， 也宣告了这种设想的破
产， 即运用精致的概念精心构建的教义学往往产生与实际收益之间的脱节。輨輳訛 但是， 绝不能认为这
种概念法学思维一无是处。 概念不仅是分析问题的重要工具， 也是建构体系的基础， 失去概念就难
以有效识别法的要素， 也不能对各要素间建立合乎逻辑的关联， 更无从理解法的价值与理念。 换言
之， 失去了概念， 任何法的价值也会失去容身之所。 黑格尔便指出， “只有概念才具有现实性”，
“法的理念是自由， 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 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輨輴訛 现代意义上的
法教义学方法正是建立在概念法学基础之上的。輨輵訛

出于对法概念的精耕细作， 人们对一部精密法典的希冀日益迫切， 进入法典时代， 法学家的关
注焦点就由概念转为法条。“此时的法教义学只是改变了对象或质料， 却没有改变思维与方法。”輨輶訛 法
实证主义与概念法学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然科学哲学，輨輷訛 两者均追求概念的精细化、 逻辑的严
谨性及法规范的自足 （封闭） 性。 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的特征就是注重法律的形式和结构而不关心其
规范内容是否正义， 追求一种极致精确的法典， “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 就应逐字遵守， 法官唯一
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輩輮訛 这便当然延伸出其相应的实在法教义学， 即一种
潜在的制定法 （法典） 万能思想， 法律只能成为无条件信奉的对象。 “在立场上， 法教义学的确具
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那就是其法律实定主义的彻底性。”輩輯訛 法教义学也就被打上了 “呆板、 机械、 闭
关自守” 的标签。

将实在法视为绝对尊奉的教义 （而后演绎适用于具体案件） 的欠合理性是显性的。 耶林甚至毫
不隐晦地将实证主义定性为 “法学所隐含的根本之恶”。輩輰訛 这种 “恶” 主要体现为 “个案正义的丧
失” 及 “立法权的武断”。

輨輯訛 参见 [德] 鲁道夫·冯·耶林： 《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李君韬译，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03-104页。
輨輰訛 参见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 舒国滢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

版， 第 313-314页。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330页。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330页。
輨輳訛 参见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 蔡桂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6页。
輨輴訛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 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 1-2页。
輨輵訛 参见前引譿訛， 卜元石文。
輨輶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雷磊文。
輨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魏德士书， 第 207页。
輩輮訛 [意]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2-13页。
輩輯訛 凌斌： 《什么是法教义学： 一个法哲学追问》， 载 《中外法学》 2015年第 1期。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輨輯訛， 耶林书， 第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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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概念性确定的缺点在于 “概念性的要素经常不能涵摄———依法律目的———应包含的全部
案件， 或者相反地将不应包含的案件涵括进来”。輩輱訛 制定法实证主义过于迷信法规范本身的力量， 认
为基于一系列概念命题或实证法条的逻辑涵摄推导出判决乃是当然之理， 甚至将此视为“唯一正确
的决定” 模式， 轻忽了实践问题的复杂性。 由于坚信现行法的合理性及未经批判的权威性， 在处理
“法无明文规定” 及 “法规范覆盖过度” 的案件情形， 司法者必然面临着 “捍守教义” 与 “规范外
因素补充” 间的冲突。 坚守实在法教义论， 会将解决问题的方案一味地向 “权威” 靠拢，“只要确信
找寻的权威与案件相互关联， 就不太关心其是否正确， 即使面临失败与气馁， 也冥顽不化地保持对
权威的愚忠： 只要权威与案件之间具有相关性， 只要两者能大致结合起来， 法院就应在其逻辑限制
下对它亦步亦趋”。輩輲訛 逻辑自洽的法律规则在适用中却可能功效低下 （个案正义的丧失）， 不得不承
认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实在法教义论的失败。

为了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 现法教义学者已无人持守纯粹的法实证主义立场， 大都主张对法规
范的理解由封闭转为开放， 开始容纳社科法学的合理因素， 承认利益法学及评价法学的合理性， 尤
其不能忽视裁判结果的个案正义。 “在当今的法律运作中， 结果主义的考量愈发盛行， 而基于教义
学信条的论证模式正在逐渐被弃用， 新的论证范式强调利益衡量或价值比较。 法律运作中的上述演
进， 使得人们对法律理论之牢固基础的认识发生动摇。”輩輳訛 在笔者看来， 这种被弃用的法教义学论证
模式正是以法条为中心的实在法教义论。 面对个案正义的倒逼， 法教义学对文本指涉的极端强调转
变为在流动性中理解法规范且注重司法者的创造性而非对立法的唯命是从。 “基于后果评价的司法
裁判及其推理给惯常的法律适用活动带来的是颠覆效应， 其不是从事先选择的法律规范推导出裁决
结论， 而是裁决结论的后果逆向地决定法律规范的确定和解释。”輩輴訛 这倒不是说可以随意理解法规
范， 而是说基于后果主义的审视可以参与到法规范的理解中来， 反复检测乃至矫正固有的规范认
知。 就此， 受制于结果主义的法规范不复存在往昔的自主自足的单向决定的权威性， 法律条文成为
一种为结论服务的规范存在。輩輵訛 加上自由法学运动的冲击， 将实在法视为不可批判的权威的教义学
立场显得难以为继。

其二， 将实在法视为教义本身， 其实是崇尚立法者意志、 信任立法权而不信任司法权的体现。
实在法权威论或者主张将现行法视为不可批判的对象， 实际上是促成司法者 “立法的卫道士” 这一
角色， 这对于践行法治固然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 如果将这一前提极端化， 给人的最直观感受
就是立法权的武断， 即立法者可以不受制约地任意设定规范， 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可不受审查。
“由于有权力和刑罚做后盾， 所以它们不论对错都成了法学的研究对象， 自然法也不得不放弃真理
而屈从于实在法。”輩輶訛 毕竟 “假定” 拗不过现实， 立法欠科学化、 法律存在漏洞或覆盖过度的情形十
分常见， 此时， 不可能完全单向化地对法条进行推演适用而不考虑结果合理性与否， 否则势必会将
立法上某一 “点” 的问题扩展到 “面”。 为应对这种局面， 有学者认为， 教义化对 “作为整体的实
在法” 有效性的肯定并不能等同于对单个法律规定的肯定， 即便某项条文获得了立法上的认可， 仍

輩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101页。
輩輲訛 [美] 本杰明·N.卡多佐： 《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 董炯、 彭冰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4页。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刘涛文。
輩輴訛 杨知文： 《利益衡量方法在后果主义裁判中的运用》， 载《人大法律评论》 2017年卷第 2辑，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27页。
輩輵訛 参见杨力： 《民事疑案裁判的利益衡量》， 载《法学》 2011年第 1期。
輩輶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基尔希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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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批评、 修正甚至废弃的可能。輩輷訛 由此显示出法教义学也可约束立法的立场。 但是， 现行法整体与
单个法律是什么关系？ 难道单个法律不属于现行实在法吗？ 也有学者指出， “法教义学承认法律的不
确定性和法律规则的缺陷， 也承认法官在此时需要从事续造活动”，輪輮訛 这显然是对实在法教义论的修正。

由上可见， 发展至今的法教义学已完全摆脱了制定法实证主义的立场， 而是承认利益衡量、 后
果主义等因素对法规范理解的 “反制”， 且在个别情形下认可实在法的不足， 实在法教义论实际上
已经被修正。 当预设为真理 （教义） 的基础出现了问题时， 就需要重新预设真理指向。輪輯訛

2. 学说性教义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 教义是在教义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 对法律自身以及法适用产生的问题进行阐

释、 界定、 细化和调整的学说的集合；輪輰訛 也有学者认为， 学术研究形成的教义具有近似于实定法的
权威性。輪輱訛 有学者将这种学说进一步限定为通说， 即通说是教义的主要内涵。輪輲訛 这些观点可归纳为学
说性教义。 在笔者看来， 相较于实在法教义论， 学说教义论的不合理性更加明显。

其一， 某种学说获得一致认可或者形成通说的可能性与所针对问题的复杂程度是呈反比关系
的， 由此呈现的局面就是， 简单问题无争议、 复杂问题无通说。 不可否认， 在某些个别问题的探讨
上， 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且为司法实践所采纳， 但这种无争议或争议不大的问题往往是较为浅显、 不
甚复杂的， “任何法学通说都不可能在充满价值区隔、 学术壁垒及理论歧见的多重语境中形成”。輪輳訛

现实也表明， 鉴于现实案件的复杂性， 提供一种能够消弭争议、 取得共识的理论支撑并不是多见现
象， 较为常见的是各有各的理论主张。 换言之， 即便在个别问题上能够形成通说， 其在整个法学知
识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低的。 除此之外， 一般认为， 学术共识或大多数人的认可是形成通说
的前提，輪輴訛 但是， 如何界定 “大多数人” 也是非常困难的。 再者， 如何区分通说与有力学说， 受众
的认可是否带有某种被动性 （如司考命题者将自身观点通过考试形式传授予未来的司法者）， 等等，
均决定了将学说视为教义不具有合理性或一般可行性。

其二， “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学说并不一定是学理上真正富有理智论证力量的学说， 通说也不一
定是学术和理论上最完备、 充分或合理的学说”。輪輵訛 例如， 在全面借鉴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前，
“四要件” 长期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 甚至如今仍是为大多数司法者采纳的定罪标准。 随着
学界的不断揭示、 批驳， 该犯罪构成理论的欠合理性 （主要是逻辑上的不严谨性） 已有目共睹。 那
么， 我们能说这种四要件论就是教义吗？ 再如， 传统理论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 “其他方法” 大多
坚持一种同类解释， 即限于物理上的破坏， 但随着新类型案件的不断出现， 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对
此进行客观解释、 扩大解释， 那么， 应将哪种学说界定为教义呢？ 就此而言， 即便在学理上存在所
谓的主流观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不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法律时， 就有可能为论证更为优越
的非主流观点所代替”。輪輶訛 随着学术认识的进步、 司法实践的深入， 学说观点必然是不断推陈出新

輩輷訛 参见陈景辉： 《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 载《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3期。
輪輮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雷磊文。
輪輯訛 参见陈辉： 《德国法教义学的结构与演变》， 载《环球法律评论》 2017年第 1期。
輪輰訛 参见董邦俊： 《教义学发展、 功能与内涵之刑法学揭示》， 载《环球法律评论》 2014年第 4期。
輪輱訛 参见车浩： 《学术开放与刑法教义学》， 载《法商研究》 2017年第 6期。
輪輲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雷磊文。
輪輳訛 姜涛： 《认真对待法学通说》， 载《中外法学》 2011年第 5期。
輪輴訛 参见前引輪輳訛， 姜涛文。
輪輵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王凌皞文。
輪輶訛 参见前引譿訛， 卜元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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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并且这些观点间往往互相借鉴才能取得更为优越的效果，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
其三， 法教义学越追求精细化， 就会越发发展出脉络复杂且内容精细的学说， 以至于对于司法

者而言过于应接不暇， 反而有违教义论的初衷。 有德国学者便批评德国刑法学的 “过度精致化” 现
象， 称这种圆满的释义学之梦将面临转变为噩梦的危险。 因为， 当任何一种实践立场都可以随便在
学术领域中找到可以代表它的主张时， 教义学就从监督者转变成了杂货铺，“司法裁判就像蝴蝶一样
不受逻辑性推论的拘束， 在最新近的释义学发展成果中到处乱舞， 因此可能将持续与法律学术上秩
序井然的把握背道而驰”。輪輷訛 当然， 并不是说法学理论不应追求精细化， 而是反对脱离实践导向地一
味求细； 也不是意味着理论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导， 而是不宜将这种学说绝对化、 教义化， 各种学说
充其量就是一种面向实践 “销售” 的学术产品或者一种论证工具， 即具有某种 “服务” 性质， 司法
者根据具体情况视需而选。“法教义学的落脚点是一种判决说理方式”，輫輮訛 针对具体案件类型， 更有助
于说理论证的学说自然会成为实践者的首选， 很难想象存在一种学说在各种场合可以 “包打天下”。
即便学者们自认为某种学说应当上升为教义， 对于司法者而言， 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 “自我造势”。
当然， 对于理论和实践上广泛接受的主张 （如果确实存在的话）， 司法者欲另起炉灶， 则需付出更
大的说理论证努力。

3. 真正的法教义应系一种法之公理 （原则）
学界在界定法教义学概念时， 一般将现行实在法秩序 （体系） 作为坚决信奉的前提或不予批判

的对象， 问题是， 实在法秩序是否就是实在法本身？ 或者， 当主张法教义是一般性的权威命题或原
理时， 应在何种范畴内界定、 辨识这种命题或原理， 即应将之置于何等抽象的程度———整体规范抑
或抽象性的原则？ 这直接关系着对法教义的认知。

实在法秩序一般被视为实在法规范的整体或总和，輫輯訛 这种观点总会显得模棱两可。 因为， 既然
承认实在法秩序是由具体法规范构成的， 两者就不可能分而论之， 对具体法规范效力或合理性的否
定绝不会对整体不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 一方面主张可以批判、 质疑特定法规范， 另一方面又强调
对整体法规范的信仰， 多少是有些自我矛盾的。 其实际上是实在法教义论向实在法局限性的现实所
作出的妥协。 可见， 不宜从形式上理解所谓的法秩序或法体系。 作为整体的实在法秩序之所以有
效， 或者人们之所以应当信赖、 尊重现有的法秩序， 不是由于形式上的实定性， 而是由于其内含的
某种价值追求， “以信奉实定法秩序为立场的法教义学， 诉诸的必然是实定法秩序的内在价值”。輫輰訛

换言之， 支撑其有效性的是实在法背后的确实存在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和最高的基本原则， 尤其
是当它们确定于宪法之中时， 可主张绝对的效力， 亦即构成屹立不变的 ‘教义学支柱’， 撑起了法
秩序的整体结构。”輫輱訛 拉伦茨也认为， 实在法规范整体以一定的需要实现的目的和价值为基础。輫輲訛 拉兹
将这种基本价值界定为第一部宪法所确立的基本规范， 按照 “一个个别规范→一个一般规范→现行
宪法中的一条规范→第一部宪法中的规范→基本规范” 的脉络构建出了实在法体系的基本价值。輫輳訛

輪輷訛 许玉秀、 陈志辉合编： 《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逎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 春风煦日学术基金 2006年版， 第 123页。
輫輮訛 参见前引輩輯訛， 凌斌文。
輫輯訛 参见前引輩輯訛， 凌斌文； 参见前引輩輷訛， 陈景辉文。
輫輰訛 参见前引輩輯訛， 凌斌文。
輫輱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吕特斯文。
輫輲訛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1966 年 4 月 20 日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 赵阳译， 载《比较

法研究》 2005年第 3期。
輫輳訛 参见 [英] 约瑟夫·拉兹： 《法律体系的概念》， 吴玉章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 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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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 拉兹所欲表达的显然不是说世界上第一部宪法必须为继后的其他国家宪法所遵循， 而
是说， 其中所确立的法治基本原则具有共通性或普适性。 这种作为认知起点的公理或基本假定才是
真正的法之教义。輫輴訛 因为， 这种公理最能凝聚共识， 也是建构法学知识体系的最应具备的基础， 也
就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这里涉及一个前提， 即如何理解公理。 如果将公理限定为一种自然科学知识中的几何式定理，輫輵訛

那么， 因为法之基本原则不具备价值无涉的客观确定性， 也就不能划归为一种公理。 但是， 如果将
公理界定为一种不受质疑、 不可变的基本原理 （道理）， 那么， 在整个法秩序中便可提炼出这种公
理， 该公理也就最贴合教义的本意。 在法理学界， 通常有政策性原则与公理性原则的区分， 前者是
指政治共同体为了达至某一特定目标而设立的较为特殊性的原则， 而后者 “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
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理的法律原则，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原则。……由于公理性原
则来自事物本身的性质， 所以公理性原则较政策性原则有更大的普适性”。輫輶訛 这种公理性原则往往具
有超越时空、 超越国界的普遍权威性和约束力，輫輷訛 “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 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
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輬輮訛 一切关于法的实践活动都不可违逆这种公理。

从践行法治及保障国民权益需要的角度， 这种基础性的价值框架不是任何人能够随意设定、 改
变的， 而需遵循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 在伯尔曼看来， 作为世俗理性的法律也会具备某些超理
性 （与宗教所共有） 因素， 即 “法律中包含了象征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联系的普遍有效的概念或者
洞见”。輬輯訛 人类理性虽然抵制 （类似于宗教的） 绝对真理， 但法教义既然关系着法的基本价值， 就可
赋予其近乎绝对真理的特性， 从而具有神学教义般的强力和权威。 至此， 我们便找到了法学教义与
神学教义同源的道理所在。 相较于诸如因信称义、 道成肉身、 末日审判等神学教义， 这些为实在法
秩序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正是法学领域的教义。 作为法律人， 只有对这些公理保持信奉， 才能从事后
续的学术创作、 规范创制及法律解释。

将这种公理视为不可变更的法教义具有其现实意义。 其一， 可以防止法的过于意识形态化， 使
法与政治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具体的法律制度可能会因国而异， 但基本的法治理念却没有国界，
这也就构筑了各国间法律可比较借鉴的价值基础。 其二， 便于对立法的检视。 与概念构成的体系不
同， 这种公理性体系具有开放性， 能够纳入价值评价因素， 法条本身乃是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
存在。 既如此， 法条 （在必要的时候） 便可称为检视的对象， 即是否有助于价值实现。 其三， 这种
公理是保障实现良法善治的基础。 所谓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即承认法有
“良劣” 之分， 显然是将实在法视为审视而非信奉 （当然也应予以尊重） 的对象， 只要承认实在法
尚有提升科学化的空间， 便难以将其视为一种真正的教义。 评价是否为良法或科学立法的标准， 显
然不是实在法自身， 而是是否有助于落实法之公理。 其四， 为解释文本提供了总体的方向， 即 “援
引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 （价值确信） 来阐释现行法”。輬輰訛 在法解释和适用中， 难免存在各学说观点的

輫輴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吕特斯文。 这种公理显然不能理解为数理上的公式、 定理， 而是一种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检验， 不需要
再加证明的命题。

輫輵訛 参见雷磊： 《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 》， 载《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6期。
輫輶訛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75页。
輫輷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360页。
輬輮訛 参见前引輫輶訛， 张文显书， 第 74页。
輬輯訛 [美]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梁治平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0-21页。
輬輰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吕特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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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一种学说能够为实践采用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对法规范的理解不应对基本的原则形成挑战。 这
也能够避免因政策的过度介入导致法适用的应时性而走偏。

那么， 如何界定这种公理或原则呢？ 考夫曼认为，“法律理念是法律最高的价值， 而此最高的价
值则是正义”。輬輱訛 这种正义观也是 （“二战”后） 自然法复兴带给人们的一种法律基本信仰。 但这种法
律思想需要一些更加细化的基本原则作支撑， 于此， 就形成了 “正义→最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更
下位原则→具体规则” 的价值传输纽带。 当然， 穷尽性列举这些基本原则几乎不可能， 因为， 随着
这种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理解上的争议势必也会增加。輬輲訛 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大都为宪法所规定， 如
法治原则、 人权保障原则、 平等原则等， 在各部门法中又可落实为不同的基本原则， 如民法上的私
法自治、 契约拘束力、 诚实信用、 公序良俗； 刑法上如罪刑法定、 罪刑均衡、 法益侵害、 责任主
义、 比例原则； 刑诉法上的不得自证其罪、 无罪推定、 非法证据排除等。 此外， 同一最基本原则在
不同的部门法中可能有完全相反的体现， 如保障人权 （限制公权） 在公法中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而
在私法中就是法不禁止即自由。 对于这些公理性原则， 在贯彻到具体法条的理解或案件的裁定时，
可能会存在具体的差异， 但对这些原则本身不应形成挑战。 换言之， 这种法之公理才是具有自在权
威性的教义， 实在法的权威或效力来自对此教义的贯彻落实而不在于其实定性， 即不存在自在的权
威。 正如教徒们带着对神学教义的信仰来解释圣经文本一样， 法律人也需心持法学教义对法律条文
进行解读， 同样的文本不免会得出不同的意见， 但可接受的前提就是不可偏离这种教义价值。

（三） 小结

当法律文本的权威与个案正义出现矛盾时， 现今的法教义学者不会否定基于结果主义对文本理
解的校正或调整， 这也促使我们对预设为真理的前提进行反思。 实在法教义论在实际操作中容易滑
向教条主义或法条主义； 由于过于注重实在法本身的作用， 容易与实践理性出现裂痕。 因此， 当下
的法教义学向社科法学保持了体系上的开放性， 以消解文本中心主义。 目的、 利益和价值考量因素
的介入也就对实在法本身的自在权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即在决定案件裁量上， 法条失去了独断的
排他的决定力， 就此便凸显出实在法教义论的欠合理性。 法教义应当具有权威、 稳定、 普适和否定
禁止 （即不容置疑） 的特性， 是从事任何与法相关活动的认知起点， 符合这一特点的只有从实在法
中提炼出的公理性原则。 实在法的效力正是在于对此原则的贯彻落实， 即实在法的权威来自法教义
的赋予。 这便引申出另一个问题： 如果实在法对此教义贯彻不力甚至有违教义本旨， 是否容许对实
在法的批评。

三、 应允许以法教义对实在法检视批评

坚持实在法教义论即以现行法作为不可质疑的逻辑起点， 自然会反对立法的批评； 在 “法律不
是嘲笑的对象” “法律不应受裁判” 的传统认知下， 这种实在法教义论也得到了巩固。 在这种互动
下， 一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 法教义学只能在实在法基础上进行有效解释， 与以批评立法、 完善法
律为宗旨的立法论存在截然不同。輬輳訛 由此， 便将法教义学限于解释论层面， 一切质疑、 批评现行法的

輬輱訛 [德] 阿图尔·考夫曼： 《法律哲学》， 刘幸义译，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75页。
輬輲訛 诸如，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 “无法无罪” 的基本价值不应受到质疑， 但应该是持形式解释论还是实质解释论的立场、

具体罪名中扩大解释受允许的边界， 总是会存在争议的。
輬輳訛 参见车浩： 《理解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 载 《中外法学》 201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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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均被打上非教义学的标签。 在学术研究上， 该教义学立场便在解释规范与创制规范间划出了一
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学界甚至出现一种谈立法色变的现象。 但是， 从新近学术成果来看， 法教义学
者也悄悄地将目光转向了立法论。輬輴訛 这种立场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寓示了实在法教义论的命运。 基
于以下理由， 笔者反对将法教义学等同于解释论的立场， 而是认为应当允许以法教义对实在法检视
批评 （因此也就未超出法教义学的范畴）， 这也可进一步巩固本人反对实在法教义论的主张。

（一） 教义学不反对法体系内的批判

法教义学认可在现行有效的体系未被碰触的前提下， 可以对个别实在法规范展开批判， 即认可
体系或秩序内的批判。輬輵訛 吕特斯恰当地指出，“法教义学不只是一个仅仅 ‘进行分类的’、 形式化的归
类体系。 所有的教义学概念和基本原理均存储着一个在法秩序中扎下根基， 作为法秩序先决条件的
价值秩序”。輬輶訛 也就是说， 这种法秩序并非仅是一种逻辑的、 概念的框架结构， 更是一种价值的关联
体， 法的价值将各种法规范、 法概念串联在一起。 “当且仅当， 该实在法背后的确存在某种价值且
该价值是的确成立的， 那么借助这个价值才能真正捍卫实在法体系的有效性。”輬輷訛 与将实在法视为不
可批判的教义不同， 公理性教义论主张的不止是文本的贯通、 逻辑的一致， 更是评价上的、 公理式
的一致性， 意在建构一种由主导性的评价观点所构成的、 “公理式的或目的性的秩序” 体系。輭輮訛 拉伦
茨认为， 借着从现行法的主导原则本身， 发现其背后的标准， 教义学就能与个别的规则、 决定保持
一定的距离， 因此也就有可能批评他们。“以现行法的正义前提为标准所作的批评， 经常可以得到法
律改革的具体建议。”輭輯訛 据此， 在笔者看来， 这种确保体系的有效性只是保证法体系背后的基础价值
或原则不被触动， 而非主张具体规范不受批评。“我们将实在法的规范———无论是某项特别制度中的
规范还是某个自成一体的领域中的规范———看作一个整体， 而这个整体则以一定的需要实现的目的
和价值为基础。 如果根据这些基本思想， 应当对某种情形加以规范， 而规范却不存在或者不合理，
那么上述的意义整体就出现了漏洞。”輭輰訛 由此可见， 确保法体系的有效性完全不是意味着不能就体系
内的某规范展开批评， 而是注重对基本思想或价值的落实。 如果某项规范与公理性价值相左， 完全
可以且应当在价值秩序内对其批判。

判断某具体规范是否与法秩序冲突， 需要有一定的参核标准， 这种标准不能是抽象的 “总和”，
而应是法规范整体上所体现的一种价值导向。 因此， 所谓的法秩序或法体系， 与其说是一种合乎逻
辑的 “概念-规范” 集合体， 不如称其为一种价值框架或体系， 在此体系内各种法价值呈现出一定
的位阶或由抽象到具体的结构， 其中不可变的价值取向就是法之公理即法教义。 所谓体系内的批
判， 正是在保持此教义不受挑战的前提下， 识别、 剔除与整体价值导向不相符合的具体法规范。 例

輬輴訛 以刑法领域为例， 坚定主张 “解释刑法而非批评刑法” 的张明楷教授也开始提出， “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 刑法理论
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 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与解释并不是对立关系”。 （张明楷： 《刑
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载 《法学论坛》 2017 年第 6 期）。 并且， 张教授近来也多关注刑事立法问题 （如 《贪污贿赂罪的司法
与立法发展方向》， 载 《政法论坛》 2017年第 1期； 《刑事立法模式的宪法考察》， 载 《法律科学》 2020 年第 1 期）。 车浩教
授也直截了当地指出， “法教义学不仅承担解释法律的任务， 也具有指导和批判立法的功能。” （车浩： 《刑事立法的法教义
学反思———基于 〈刑法修正案 （九）〉 的分析》， 载 《法学》 2015年第 10期）。

輬輵訛 参见前引輬輱訛， 考夫曼书， 第 13页。
輬輶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吕斯特文。
輬輷訛 参见前引輩輷訛， 陈景辉文。
輭輮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46页。
輭輯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76页。
輭輰訛 参见前引輫輲訛， 拉伦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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輭輱訛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 陈璇译， 载《法学评论》 2015年第 1期。
輭輲訛 参见前引輬輴訛， 车浩文。
輭輳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雷磊文。
輭輴訛 [德] 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读》， 郑永流译，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75页。
輭輵訛 参见前引輨輳訛， 罗克辛书， 第 51页。
輭輶訛 参见前引輬輱訛， 考夫曼书， 第 210页。
輭輷訛 参见前引輬輱訛， 考夫曼书， 第 209页。
觼訆訑訛 [德]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律智慧警句集》， 舒国滢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6-17页。

如， 由人权保障或限制公权所延伸出的刑法上的法益保护原则， 不仅具有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方法
论机能， 也具有立法批判的机能， “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在确定某一罪刑规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
题上，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个绝不会对他人的发展可能性造成损害的举动， 不能被评价为刑
法上的不法”。輭輱訛 立法者不能基于个人的喜好随意设定法规范， 也不应一味追求刑法的显性功效或为
了迎合舆论需求而进行情绪化立法， 而应充分说明基于何种原因增设刑法规范， 某种禁止性规范所
规制的行为的危害性何在， 这种危害性的认知应符合刑法在整个法律系统中的定位以及价值追求。
这既是出于刑法理性的需求， 也是公权力保持谦抑自觉的需要。 我国学者便尝试从法益保护的正当
性、 必要性和辅助性角度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增设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
给予了批判性审视。輭輲訛 当某刑法规范过度压缩国民自由空间而意图创设一种不可扰乱的秩序格局，
或者突出强调对公权力的保护， 便与刑法乃至宪法的价值追求相悖， 自然可以且应当成为批判的对
象。 这种对实在法的批判并未对法秩序的效力形成挑战， 相反却是出于捍卫法价值秩序的考虑。

（二） 法安定性的需要不能推导出 “实在法不可批判” 论

法教义学所倡导的认真对待法规范之主张意在确保法的安定价值的实现， “因为对于社会公众
而言， 经颁布而成为其行为准则的仅仅是法律文本和语词本身”。輭輳訛 这使 “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的形
式正义得以落实， 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得到保障。 如果人人可以随意指责立法的效力或可对法规范进
行随意的解读， 法便无确定性或稳定性可言。 通过认真对待文本， 国民可从文本中获取指引、 预测
行为的信息， 即 “法官的行为变得更好预知”“在一般可获得的法典中， 可查阅哪些必须被考虑到的
权利和义务” 以及 “可根据编纂的法律规定对法官行为进行审查”。輭輴訛 尤其在刑法领域， 罪刑法定原
则与法的安定价值密不可分。 刑法作为一种责任后果最为严厉的 “行为规范”， 最需要的是确定性，
公众只有按照既成的法律文字决定某种行动的义务， 不能严苛要求他们还去考虑法律背后甚至法律
之外的实质的东西， 否则便会使得他们在行动前瞻前顾后、 畏手畏脚， 也就是对自由的变相侵犯。
但是， 当实在法一味追求自身的安定及自在权威时， 容易陷入概念法学或法实证主义的保守、 封闭
与僵化。“抽象体系的弱点是， 它不仅抑制了刑事政策， 而且更为普遍地是， 它还忽视了个案的特殊
性， 因此， 在许多案件中， 为了维持法的安定性， 却牺牲了正义。”輭輵訛 由此呈现出 “介于实质正义和
法律安定性之间的目的冲突”。輭輶訛

一旦将法的安定性价值极端化， 例如将其理解为法律的不变性，輭輷訛 或者将实在法视为不可批判
的对象， 便极易忽视法的安定价值与个案正义的冲突， 甚至纵容衍生出 “恶法”。 在安定性与正义
价值间， 拉德布鲁赫本人有过明显的立场转变。 纳粹统治之前， 拉氏认为，“法律制度的此在比它的
正义更为重要” “正义是法的第二项重大的使命， 不过其第一项使命则是法的安定性”。觼訆訑訛 在此之后，
他转而主张， “法的安定性不是法必须实现的唯一的价值， 也不是决定性的价值”， 而是为正义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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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为正义而服务。觼訆訒訛 拉氏后期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合理性。 一方面， 如果在规范设定的框架内， 某
种对法规范的前理解与个案正义形成冲突， 便需要对此作出矫正而非固守前理解。 另一方面， 如果
规范框架内的各种解释均难以达至个案正义， 便系实在法本身存在问题， 此时法的安定性就须作出
退让。 “我们期望， 将实际情况与规则相匹配， 发现其中的一致， 然后无所畏惧地公之于众， 由此
获得心灵的满足。 然而， 随着不断出现的众多新事务或新事件， 迫切需要追寻令人确信不疑的公
正， 这要求我们涂抹规则、 修正规则、 限制规则， 甚至删去规则， 尽管它们墨迹未干。”觼訆訓訛 因为， 法
的安定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为了持续地保持、 落实法之教义价值。 法是为人服务的， 而非相反；
在法的稳定性与人本理念间出现冲突时， 作出让步的只能是现行法。 就此而言， 法的安定价值无法
推导出 “实在法不可批判” 的结论。

当然， 法的安定性应当得到最大限度保障， 本文所主张的公理教义论也赞同认真对待法律规范
的做法， 只是反对将此推演至一个极端而主张实在法不可批判， 或认为批评现行法的立法论就不属
于教义学立场。 当某具体规范的合理性难以为继时， 对此进行的批评或检讨便无可避免， 实在法教
义论只能做出妥协。

（三） 从现实状况看 “批评实在法” 的必要性

从现行实在法状况看， 确有可批判的空间， 此时， 法教义学的作用是为立法上的改进提供方
向。 “法学绝对不是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 在立法的后面跛脚跟进， 而往往是毋宁走在立法的
前面。”觼訆訔訛 以刑法中的个别规范为审视对象， 平等原则要求在形式平等之外尚需考虑到个别情形下合
理差别对待 （实质平等）， 即国家积极创设条件为弱势者提供倾斜性保护以弥补实质的不平等。 在
当下刑法立法中， 却存在特殊保护 “强者” （扶强） 以及倾斜规制 “弱者” （抑弱） 的有违平等原则
的主体针对性立法现象。 对于这种立法造成的缺陷， 显然无法在保持未经批判的局面下仅仅通过解
释论途径克服。

例如，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 针对实践中一
些个人缠访、 闹访， 屡教不改， 严重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的情况， 增加规定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罪， 以实现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法律上的衔接。觼訆訕訛 在此之前， 对比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聚众冲击
国家机关罪， 刑法对社会中教学、 科研、 医疗等非权力机构与国家权力机关实行同等程度的保护，
均要求聚众行为致使工作无法进行且造成严重损失方可入罪。 随着这一新条款的增设， 保护的不平
等性凸显。 从常识角度分析， 国家机关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理应不会比其他非权力机构更脆弱、
更易于攻击， 那么对其实施特殊刑法保护的根据何在？ 一旦失去平等原则对立法的强力制约， 即便
坚守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也就只能将错就错。 复如，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辩
护人、 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中， 对 “弱者” 的倾斜性规制现象十分突出，
通过限缩解释的方式尽力压缩本罪名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如果否认实在法的
可批判性， 法教义学应对此种现象便是无力的。 仅仅通过对现行规定进行精细地解释无法解决法规
范内在的平等性问题， 立法论层面的探讨就十分必要。 “一个单纯的 ‘解释论’， 必然是被阉割的部
门法理论。”觼訆訖訛 由此可见， 将实在法视为一种自在权威或排他性假定的教义学论点， 只能是一种美好

觼訆訒訛 参见雷磊： 《拉德布鲁赫公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9-10页。
觼訆訓訛 参见前引輩輲訛， 卡多佐书， 第 34、 38-39页。
觼訆訔訛 参见前引輫輲訛， 拉伦茨文。
觼訆訕訛 谢文英： 《贪污受贿不能单纯以数额量刑》， 载《检察日报》 2014年 11月 3日第 5版。
觼訆訖訛 参见前引輩輷訛， 陈景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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觼訆託訛 参见前引譼訛， 康德书， 第 41页。
觼訆記訛 Vgl. Rüthers, Rechtstheorie, C. H. Beck, 1999, §7， Rn.312.
觼訆訙訛 [德] 弗兰茨·冯·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徐久生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页。

愿景， 任何部门法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仅仅通过解释论难以克服的缺陷， 批评实在法有其现实必要
性， 应当为法教义学所容纳。 将法教义学等同于解释论的传统观点有待商榷。

（四） 小结

法教义应是为整体法规范所体现、 所遵循的基本价值， 在此指引下， 各法规范之间追求的不仅
是逻辑上的一致， 更是价值上的融通协调。 如此， 在各规范间便建立起了 “概念-逻辑” 与 “内在
意义脉络” 的关联， “这个意义脉络提纲挈领的表现就是这一法规整的法原理与法原则”。觼訆託訛 换言之，
法教义是此意义脉络的基础与核心， 对于任何规范的阐释不得脱离该脉络结构。 法教义学的目标是
尽可能在概念框架内对特定法规范朝着法教义设定的目标或方向进行解释； 当既有的文本概念难以
容纳此教义价值时， 法教义学并不反对突破既有的文本设置而寻求新的立法。 这实际上便是对实在
法教义论的扬弃。 法教义学所主张的 “认真对待法律规范” 并非意指将实在法规范视为一种不可批
驳的教义， 而是指认真对待法律规范的概念、 逻辑与内在价值， 基于法教义对实在法规范的批评建
议而使其和洽地融入整个意义脉络或价值体系， 当然也是一种 “认真对待” 的态度。

四、 面向判例的开放性教义学知识体系

在法教义的价值指引下， 围绕既有法律规范可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理论与知识体系， 这种知识
体系源于从制定法、 学术研究乃至司法判例中的总结，觼訆記訛 并且不是顺承单纯的 “概念-演绎” 思维，
而是注重对其他社科知识 （如法经济学的利益衡量） 的借鉴。 法教义学知识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有助
于将法教义倡导的价值以及对法规范的理解落到实处， 形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适用路径， “只
有将体系中的知识系统化， 才能保证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统一的学说， 否则， 法律的运用只能停留在
半瓶醋的水平上。 它总是由偶然因素和专断所左右”。觼訆訙訛 知识体系一旦形成便具有了稳定功能、 减负
功能及批判功能， 即为司法者裁判案件提供了一种适用模式， 能够降低裁判的恣意， 强化判决的可
预见性和司法理性； 提供既成的问题解决模式， 减轻司法者说理论证的负担； 较为纯熟的知识体系
有助于发现司法实践乃至实在法的缺陷， 并提出有理有据的论证和改善建议。 在笔者看来， 对于这
种知识体系需要具备三个基础性认知。

其一， 体系的形成需遵守基本的逻辑， 如果某套知识体系难以自圆其说、 前后自相矛盾， 也就
无体系性可言。 例如， 我国师承于苏俄的传统刑法理论既认为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 又
在四要件之外论述正当防卫， 这显然是体系上的痼疾。 其二， 只要不影响法教义价值实现， 体系内
部并无固定的排列组合。 例如， 三阶层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违法性与有责性分别对应着罪刑法
定、 法益侵害及责任主义原则， 这些原则便属于刑法教义， 不可以时移世易为由予以突破， 但诸如
违法性认识究竟属于故意范畴还是独立的责任要素、 是否全面承认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等等， 并不
影响法教义的落实， 因此， 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 其三， 知识体系理应保持开放性， 通过 “概念-
演绎” 所形成的外在知识体系其实是为价值体系服务的， 其终极目的在于有效落实法教义价值。 例
如， 在传统的刑法知识中， 普遍认为 “近现代国家的刑法分则， 一般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内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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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进行分类”。觼訆訚訛 但是， 如此理解法益性质在具体罪名 （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分则第
三、 六章违反经济或社会管理秩序类罪名） 的适用上容易导致对国民自由的过度限制以及个案正义
的缺失。 针对具体个案， 有学者便提出了修正， 认为如果某种秩序性法益 （公法益） 不能还原为个
人法益， 便不属于刑法层面上值得保护的法益。觼計訑訛 就此而言， 并不存在一种终结性的知识体系， 知
识总是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 这种知识本身也就不属于法教义。

法教义学知识是连接法规范与具体案件的桥梁， 其目标是 “法以致用”， 既要作用于对现行法
律的理解适用以及 “协助法的发展”， 又要 “作一些能获致裁判基准的陈述”。觼計訒訛 教义学者在借鉴学
习域外教义学知识的同时容易陷入一种极端， 一味追求理论的精细而忽略本国现实情境的支持， 从
而陷入一种学理的孤芳自赏； 如此， 在学术繁荣的表象之下， 司法实践却可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
撑。 “理论教条主义和司法机械主义 ‘两头尖’ 的情况受人关注。 一方面， 理论研究者不关心当下
的社会实践， 专注于概念法理学， 研究成果长篇累牍、 汗牛充栋而对实践毫无借鉴意义。 另一方
面， 又有司法实践者陷入司法的自动售货机的角色。”觼計訓訛 作为教义学者， 应当透过个案留意到事件的
一般性及典型特征， 通过司法裁判提供的案件素材发展出新的基准或知识， 这种知识可为实务界提
供一般性借鉴。觼計訔訛 借此提炼的作为 “点” 的知识又能被镶嵌进入整个知识体系的内部关联之中， 与
其他知识保持逻辑、 价值上的协调。 “每个体系都是透过研究个别问题所获致认识状态的概括总
结。”觼計訕訛 尤其是面对新案件类型， 知识是为问题服务而非为了屈从既成的体系而无视具体的合理解决
方案。

以一度备受争议的 “我不是药神” 假药犯罪为例， 为何转售实际上有利于患者的救命 “神药”
一而再地被认定为犯罪， 其背后 “是患者生命健康权与当前药品管理秩序的冲突， 是一场情与法的
碰撞”。觼計訖訛 该类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广泛争议， 是因为在普罗大众的法感情中， 人的健康及生命至高
无上。 在陆勇代购假药案中， 释法说理书认为， “陆勇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
品的管理秩序， 但其行为对这些方面的实际危害程度， 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
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后者而片面地将陆勇在主观上、 客观上都惠及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认
定为犯罪， 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觼計託訛 这显然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思维方式， 但无论是实务界
还是理论界都并没有就此深入挖掘， 也就未能形成一种法教义学知识。 继后发生类似的案件时， 个
案的示范意义往往被忽略。 刑法上的法益其实是经过利益衡量后更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类型。觼計記訛 换
言之， 法益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之利益， 是立法者从各种利益类型 （包括冲突中的利益） 中有目的性
地选择其一作为保护对象， “须经刑事政策上之价值判断， 评价为极具重要性， 方值得以刑法加以
保护”。觼計訙訛 可见， 法教义学者完全可以从该典型个案切入、 以法益保护及合比例原则为价值指引， 重

觼訆訚訛 张明楷： 《法益初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36页。
觼計訑訛 参见张明楷： 《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 理念、 方法与路径》，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4期。
觼計訒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112、 119页。
觼計訓訛 周朝标： 《刑法教义化与法官的贡献》， 载 《人民法院报》 2018年 10月 1日第 2版。
觼計訔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112-113页。
觼計訕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拉伦茨书， 第 45页。
觼計訖訛 刘羡： 《印度仿制抗癌药的功与罪： 患者称其能续命， 多名药商因它获刑》， 载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sh/

2019/04-08/8802691.shtml， 2021年 11月 10日访问。
觼計託訛 阮占江： 《检察机关详解陆勇案撤诉缘由》， 载 《法制日报》 2015年 2月 28日第 8版。
觼計記訛 参见王海桥、 马渊杰： 《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变迁中的利益衡量思考》，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年第 5期。
觼計訙訛 高金桂： 《利益衡量与刑法之犯罪判断》， 元照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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觼計訚訛 参见崔志伟： 《法益识别与 “情节” 评定： 利益衡量作用于构罪判断之另种路径》，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年第 5期。
觼訉訑訛 参见庄绪龙： 《“法益可恢复性犯罪” 概念之提倡》， 载 《中外法学》 2017年第 4期。
觼訉訒訛 参见前引譿訛， 卜元石文。
觼訉訓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雷磊文。

新考量该罪名的法益性质。 这种利益衡量的思维方法也可延伸至整个行政犯罪名适用当中， 用以判
断刑法所保护法益的性质以及处理 “行刑” 衔接关系。觼計訚訛

总之， 法教义学的任务并不只是对法条进行单向地解释， 也应立足于典型个案的争议焦点， 进
行知识点的提炼并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归到合适的位置。 在全面借鉴德日刑法学知识的当下， 有学者
立足本国实践， 归纳总结出现实司法中的争议问题并进行概念抽象， 例如， 针对财产经济类犯罪中
犯罪既遂后行为人主动通过事后的恢复行为使法益受侵害的状态得以逆转， 提出 “法益可恢复性”
概念， 主张可以据此实现出罪。觼訉訑訛 相较 “既遂后的事后行为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的传统观点，
这无疑是一种 “新知识”， 符合刑法的节俭性要求， 与法益保护原则也不相悖， 充分体现出既有知
识体系向实践判例的开放性姿态。 不足之处在于， 该学者自身也意识到， 如何将该知识镶嵌入合适
的体系位置仍是有待探究的问题。 法教义学的知识创造既不能是脱离问题导向的纯粹横向移植， 也
不应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散排布， “归纳” 与 “归入” 是发展教义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
步骤。

从基本语义上， 广义的法教义学可分化为 “法” “教义” 与 “学”， 发展法教义学的基本前提是
区分作为认识对象的法律规范、 法教义本身以及为理解、 适用法规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其一， 所
谓的 “法”， 指的是现行法律规范， 是法教义学意在阐述 （或认真对待） 的对象， 而不是教义本身。
法规范为法教义学的运作空间划定了相对封闭的疆域， 即尽量保持在法规范设定的概念框架内实现
法的价值追求。 之所以称其为 “相对封闭”， 是因为其所设定的框架结构并非牢不可破的， 当框架
内难以容纳法教义价值时， 完全可以在此之外觅求新的立法方案， 这并不违背 “认真对待” 的本
意。 其二， 真正的法教义是指能够获得最大稳定性的、 不可违逆的公理性原则或价值， 具有真正的
不可批判的自在权威， 是从事立法、 释法的总体价值指引。 其三， 所谓的 “学” （狭义的法教义学）
除了指称一种受一般权威拘束的思维方法， 更大程度上是指在法教义的价值指引下围绕实在法形成
的知识体系， 这种知识体系是作用于法律规范的理解与适用， 应当保持十足的开放性， 赋予法规范
合乎时宜及满足个案正义的内涵。 即 “法教义学必须是一种开放的、 与时俱进的体系”。觼訉訒訛

由此， 法教义学内部便呈现出 “法教义-整体规范-具体规范-知识体系-判例” 的层次结构， 处
于最顶端的法教义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法教义价值依次传递而作用于具体案件。 无论是实
在法规范还是学说知识抑或判例， 其本身均不属法教义范畴； 即便认可其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威性，
也是源于法教义的赋予， 当与法教义所体现的整体价值相悖时， 这三者均可成为批判的对象。 为
此， 我们便可摆正法教义学封闭与开放的关系： 一方面， 所谓的封闭是就法律规范而言的， 法教义
学处理 （包括解释与批评） 的对象只能是现行法而非法外的其他规则或标准； 另一方面， 所谓的开
放是就知识体系而言的， 任何符合科学的知识均可作用于法规范的理解与适用， 而不能表现出排斥
性。 法教义学知识体系也呈现出双重构造， 即 “概念-命题” 的外部体系与 “价值-原则” 的内部体
系，觼訉訓訛 前者是通过现行实在法规范予以设定， 后者则通过法教义所设定的价值体系建构一种意义脉
络。 由于法体系不仅意味着一种 “概念-逻辑” 架构， 更意味着一种价值层次所带来的意义一致性，
因此， 即便对既存的法规范提出质疑批评， 只要是出于教义价值的更好落实， 且在必要范围内， 就
仍然属于法体系内部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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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教义学的内部构造予以分析可以发现， 能够真正称为法教义的只有公理性原则， 实在法、
学说乃至指导性案例都不甚符合 “最大稳定性” “自在权威” “不可批判” 的要求， 因而不属于真正
的教义。 本文所主张的公理教义论虽拒绝将实在法视为法教义， 却仍主张认真对待法律规范， 这种
“认真对待” 不排除在个别规范与教义价值相悖的情形下展开对该法规范的批评； 由于法律规范不
存在自在的权威， 可以基于个案处理妥当性的需要， 在合教义价值的指引下， 对法规范的固有理解
予以矫正， 作为大前提的法规范与作为结论的个案裁决不再是单向决定的关系， 后者对前者具有着
一定程度的反制功效。 法教义学与传统的解释学均将侧重点置于对实在法规范的阐述， 但也有不同
之处： 法教义学不满足于对各个条文的解释， 更注重由此形成的知识的体系性及系统化； 法教义学
确立了解释过程中不可变的核心即教义， 由此保持整体法规范价值上的一致性并对现行法体系的意
义脉络的共识； 法教义学并不限于解释论， 当个别法规范无法通过恰当的解释与法教义价值保持一
致时， 对该法规范的批评当然也属于教义学范畴。

（责任编辑： 陇 西）

Abstract: The� premise� of� developing� legal� dogmatics� lies� in� properly� framing� the� category� of�
“doctrine”,� that� is,�demonstrating�whether� there� is�a� real�doctrine.�Legal�doctrine� should�be� the�
basic� value� embodied� and� followed� by� the� overall� legal� norm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hority,�stability,�universality�and�denial�of�prohibition,�and�it�is�the�cognitive�starting�point�for�
any�activities�related�to�law.�Axiomatic�doctrine�is�reasonable.�The�objective�phenomenon�of�the�
existing�legal�norms�is�not�without�defects,�and�its�lack�of�independent�and�self-sufficient�one-way�
decision� authority,�which� is� subject� to� consequentialism,� can� prove� the� consistent� claim� of� legal�
doctrine.�Legal�dogmatics�advocates “taking�legal�norms�seriously”,�of�course,�including�criticizing�
and� suggesting�positive� legal�norms�based�on� legal�doctrines,� so� that� they� can� be� harmoniously�
integrated�into�the�whole�value�system.�legal�dogmatics�presents�a�hierarchical�structure�of “ legal�
doctrine-overall� norm-specific� norm-knowledge� system-� legal� precedent”,� and� the� knowledge�
system�formed�around�positive�law�under�the�guidance�of�the�value�of�legal�doctrine�(narrow�legal�
doctrine)� is� the� bridge� connecting� legal� norms� with� specific� cases.� The “ induction” and
“subsumption” are�two�indispensable�steps�to�develop�the�knowledge�system�of�the�legal�dogmatics.

Key Words: Legal� Doctrine;� Legal� Dogmatics;� Positive� Law� Doctrine;� Axiomatic� Doctrine;�
Knowledg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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