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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别据#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法

学&%'法学&(文稿统筹!刘金林)

歌德的实习生涯

!""#

年
$

月
#$

日!位于小城韦

茨拉尔的帝国枢密法院一切照常 "

一位叫朗厄的陪审法官家里来了一

个年轻人"那是法官夫人的侄子!约

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他那时还未

满
#%

岁!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

完成学业!获得了候补官员的身份!

来当时的法学中心&&&帝国枢密法

院进行实习%

实际上 !从
&'

世纪开始 !帝国

枢密法院已经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活

动中心! 其四周拱卫着四所重要的

法学院% 法院所在的城市里! 实习

生' 律师和陪审法官们往来穿梭不

断! 时常举行面向毕业生与实习生

的培训" 有些法律人在帝国枢密法

院从事短期工作! 将此资历作为在

地方王室法院寻求职位的跳板 "从

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帝国

枢密法院! 寻找一位法官或辩护律

师作为 (师傅 )!在其指导下成为一

名法学(学徒)!并由 (师傅 )为他签

发一张非正式的声明! 以便求职之

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歌德并没有在他的姑妈苏珊

娜$朗厄&&&也就是陪审法官夫人

朗厄太太&&&家里住下! 而是自己

租了一间屋子! 同他在莱比锡上学

时的朋友' 莱比锡市长的儿子伯恩

住在一起%歌德在父亲的建议下!打

算专攻财政法和诉讼两专业% 但他

并不喜欢韦茨拉尔! 仅仅在四个月

后!他就离开了韦茨拉尔 %离开时 !

甚至连捆着法律书籍的箱子还没有

打开%

在短短的这四个月里! 歌德遇

到了韦茨拉尔历史上最著名的
&(

岁女孩&&&夏绿蒂%歌德无法控制地

爱上了她%可是!夏绿蒂却没有选择

他!对歌德明言!两人只能是朋友%

尽管歌德只在帝国枢密法院实

习了四个月!其间主要纠结于少年之

烦恼中!他仍然在多年后的自传*诗

与真+ 中用专节描述了帝国枢密法

院% 实习生歌德和他的同时代人一

样! 抱怨帝国枢密法院人手不足'审

判效率低下%然而不同的是!歌德在

抱怨之余!仍怀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想

法! 回忆起
&)($

年帝国枢密法院成

立时的场景, 当时的人们原本以为!

帝国枢密法院(只是作为惩罚治安扰

乱者的借口存在%然而!法院才一成

立!就有一种料不到的权力从法院自

身产生出来! 它感到自己的地位之

高!它认识了自己具有重大的政治权

威%于是!它力谋以惊人的活动来博

得更明确的威信%)他认为!假如没有

种种干扰和问题!(这个拥有精明能

干的德意志法律家的法院就会成为

非常有权威的机关%世人会尊称他们

为古希腊保护神庙同盟的代表--

因此!三百年以来!最优秀的人才也

委身于这个法院的工作%搜集他们的

画像的画廊!至今仍能唤起我们的同

情和鼓舞我们的勇气%)

歌德所说的古希腊保护神庙同

盟! 是古希腊诸城邦派代表到德尔

斐!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有着能

够给出神谕的女祭司# 举行的定期

会议!对各邦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

这确实是恰当的比喻% 帝国枢密法

院所扮演的! 正是为神圣罗马帝国

各领地各诸侯各城市定分止争的角

色%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正是领

主强势'皇权式微的时代!贵族们利

用领地上的财力物力人力! 通过征

战获得土地'金钱和荣誉%帝国内的

私斗' 复仇不断! 战争往往既是手

段!也是目的本身%帝国枢密法院正

是在这个时代! 由各邦派来的陪审

法官组成的! 旨在裁决各地领主之

间的纷争!维持帝国的和平%陪审法

官和出庭律师大多是拥有法学学位

的法律家们!换句话说!是长大了的

歌德们% 他们终有一天成为成熟的

法律人! 不再为情爱与人决斗或将

手枪对准自己! 渐渐会用自己的法

律知识!在诉讼中试图扮演起(最优

秀的人才) 的角色% 他们中的许多

人!在法律史上留下了足迹%

不过! 歌德并未在韦茨拉尔成

家留下! 而是在四个月后离开了那

个小城%他没有成为法官 !于他 !于

历史!都是某种注定的偶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每个人都可能是犯罪人
作者!知法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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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意大利帕维亚

监狱的医生龙勃罗梭打开了意大

利著名的土匪头子维莱拉尸体的

头颅" 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

个明显的凹陷处" 它的位置如同

低等动物一样$ 由此龙勃罗梭欣

喜若狂地认为" 他揭开了犯罪人

与犯罪真相的神秘帷幕" 从而提

出了令他声名鹊起的天生犯罪人

理论"认为犯罪人在体格%心理方

面均异于常人" 犯罪人是正常人

的退化"也就是返祖现象"而且具

有遗传性$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是

多么的幼稚$ 然而真相显然不是

这样的简单$今天"即使你的邻居

可能就是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但

依然没有人能够全面揭开犯罪人

及原因的神秘面纱$

犯罪的原因各种各样"每个研

究刑法的人%研究犯罪学的人都在

试图寻找产生犯罪的原因"以图减

少犯罪的发生$然而犯罪如天女散

花"杂乱而无规则"唯一的规则就

是触犯了刑法的规定$ 犯罪人当

中"有恶贯满盈%穷凶极恶者"也有

曾贵为一方诸侯" 可谓聪明绝顶

者"更有善良无欺者"甚至有不敢

杀死一只蚂蚁的人"却成了致他人

死亡的凶手$当然"对于那些善良

无欺% 手无缚鸡之力却犯罪的人"

刑法依然不会网开一面$

我绝不是在谴责刑法的规定"

因为刑法的每一条规定都是在保护

值得保护的法益$我是想说"犯罪远

比你想象的简单而普遍$ 你贪图蝇

头小利"以为没人注意"或者一时疏

忽违反交通法规" 不小心可能就成

了犯罪人$在这个社会里"你随时都

可能触犯刑法$

面对如此可能随时让人身陷

囹圄的社会"我们该如何面对&我

的答案是'规范保障安全$一个笑

话说' 一人和学法律的人走在一

起" 学法律的人让他过马路要走

斑马线$他问为什么"学法律的人

告诉他" 走斑马线被撞死的话获

赔的钱多$ 虽然在外行人看来这

是多么的可笑"但这是现实$从法

律到行政法规%到规章"每一个规

定的本质都是归责$在风险社会"

你没有办法将风险降为零" 但你

遵守规则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

即使在你遵守规则的时候遭遇了

风险"你也可以不用承担责任"而

由不守规则的人承担风险$

从“控权论”转向“合作论”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之重构

!

王学辉 张治宇

自新中国行政法学起步以来!其

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走借鉴西方的

道路%行政法治变革固然需要借鉴西

方!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抄!相反!借鉴

的过程其实比我们想得要复杂和艰

难得多,首先!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西

方的(成功经验)仅仅是一种(经验)!

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次!我们要

明白西方的(经验)之所以是成功的!

原因在于其经验中可能内含了成功

之 (道)! 我们要有能力提炼出这种

(道).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我们必

须理解中国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

实现(道)与(法)的融合"因此搞清楚

行政法的(道)是什么!是借鉴能否成

功的关键所在"(道) 有大小之分!其

中最根本的(道)在行政法学中被表

达为(行政法学理论基础)"

(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这一概念

关注的是(到底什么是行政法)'(行

政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什么) 这样

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对于这一

问题不仅国外有争论! 国内学界也

是众说纷纭!目前有 (控权论 )'(管

理论)'(平衡论 )等多种观点 "由于

受到西方主流学说的影响! 目前在

中国 (控权论) 的影响相对较大一

些"(控权论)的理论要义大致是,行

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是一

种对峙的关系! 行政法的核心目标

就是控制行政权以保障人权" 行政

法就是控权法!具体地说就是控制'

限制行政权的法"(控权论) 虽然仅

仅是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但是它

的根却扎在整个西方法哲学乃至政

治哲学的土壤里"近代以来!自由主

义政治哲学基本上都是在(控权)的

背景下展开论证的! 控权的理论前

提是 (对峙 )"这一对峙的政治理论

景观表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对峙 '个

人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对峙' 公民权

利与国家权力的对峙乃至民族国家

与民族国家的对峙" 这意味着挑战

(控权论)就等于挑战近代以来整个

西方政治哲学--

的确!生活中充满着由对峙而来

的社会冲突!可是就常识而言!消灭

冲突的方法至少有三种,第一!消灭

冲突的另一方! 例如战争或征服.第

二!冲突双方选择互相回避!所谓(老

死不相往来).第三!制定规则控制冲

突" 同样从常识角度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种冲突化解方式虽然可能一劳

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成本巨大.第二

种方法简便易行!成本低廉.相比之

下!第三种(定分止争)的方式不仅成

本较高!包括立法和执法的成本(!而

且操作起来最为复杂!而且还无法彻

底解决问题"但为什么人类偏偏选择

了第三种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

荀子的回答是 , (人生不能无

群")(群)即合作 !人类要想生存和

发展必须进行合作,首先!合作提高

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抵御灾难的能

力" 理性人的真正含义不是自私自

利的人! 那仅仅是对理性人的庸俗

理解"真正的理性人是(合作人)!因

为理性告诉他们其最大的利益来源

于合作"其次!人类社会生活中绝大

多数的冲突都是交往时的产物 !可

以说交往正是导致冲突的一个根本

原因" 这意味着人类化解冲突无法

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换言之!生活

的情势逼得人必须去合作" 反观生

活的现实! 也可以发现冲突固然无

处不在!但是合作却更为根本"人类

社会中的合作关系总是超过冲突关

系!否则这个社会早已崩溃"

从这个道理出发! 我们发现很

多习以为常的理论可以有另一种更

为合理的言说" 例如法律到底服务

于什么/惯常的回答是(权利)!法律

的核心价值就是保障人的权利 "问

题关键在于, 为什么必须认真对待

权利/权利为什么值得保护/这并非

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而*独立宣

言+ 之类经典文献恰恰在这个问题

上采取(不言而喻)的态度"

不过从合作出发!我们会发现另

一种更为合理的言说"既然人的最大

利益都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合作关系

之中!那么权利和义务就只有在合作

的语境下才能被正确地理解'把握和

建构"什么是权利/人们对特定的合

作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建立起期

待!当这种期待被规范所认可后就成

为权利!义务亦然!而确认和保障那

些认可期待的规则就是所谓的法律"

从本质上说!权利和义务产生于人与

人的合作关系!是合作规则定型化的

产物"法律的核心使命就是构建良性

有序的合作关系"

(合作)这个(道理)不仅在法哲

学的层面上讲得通! 在行政法的层

面上同样讲得通"从现象上看!行政

机关与民众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

系!后者为前者提供授权和税收!前

者以最低的成本为后者提供维护合

作秩序的服务"从本质上看!这种合

作关系并非是通常的互惠合作关

系!而是一种代理型合作关系!这种

关系下作为代理人的政府与作为委

托人的民众之间是一种利益一致的

关系!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关系"总而言之!政府从本质上看

也是人类合作的产物! 是服务于人

类合作关系的建制和制度安排"

如果(官)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

合作关系!那么行政法的 (道 )或者

说(基础理论)就应该有一种新的解

读, 行政法从本质上说是构建良性

(官)民合作关系的法 !这一观点可

以简称为(合作论)"

(合作论)认为控权是必要的!但

是光有控权是不够的"行政主体需要

必要的监督! 但是也需要信任和理

解. 行政相对人需要尊重和理解!但

是也需要必要的管制和指引"没有有

效的权威!合作就会退化!同时!没有

必要的监督!合作就会异化"善治既

要有强大'高效的政府!也要有强大'

凝聚'能将责任制强加于政府之上的

公民! 强大政府与强大公民的合作!

方能使善治成为现实"如果我们一味

强调控权!从理论上对行政权作妖魔

化处理!可能使得政府与民众合作关

系的生成缺少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

础" 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

家!在理论上和舆论上妖魔化行政权

将有可能撕裂整个行政合作关系!其

后果是会将不必要的负面情绪带入

正常的行政争议和冲突中!老百姓变

成了(老不信)!最终导致(官)民冲突

频发!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合作论)认为控权是必要的!但

是这种控制应该是建立在信任基础

上"良善的行政法不是由不信任培育

的!法治是无法建立在冷嘲热讽之上

的"生活告诉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

如何合作/不信任发自天性!而信任

却需要一种刻意的整体社会心理建

设" 这种社会心理建设的成功与否!

与整体社会合作关系的建构成功紧

密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监督是

在信任基础上的监督!制衡是在合作

基础上的制衡"以信任为导向的行政

法学有利于修复建设(官)民合作关

系所需要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无疑是

一种富于(正能量)的理论建构方向"

(合作论)认为控权是必要的!但

是这种控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修复

受损(官)民合作关系"要找出一个没

有冲突的社会是徒劳的!冲突存在于

任何合作关系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

制度对冲突的处置持何种态度"如果

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化解形成冲突的

危机源! 那么冲突不仅不会摧毁合

作!相反!它将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提高合作水平! 促进社会良性变迁!

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 可是!如

果一个社会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

在高度互相依赖的社会体系中!冲突

将会进一步激化!直至演变为暴力冲

突!最终摧毁合作关系!即社会崩溃.

在非高度互相依赖的社会体系中!冲

突有可能缓和化!但是社会成员之间

将减少和压缩合作!将合作水平降低

到最低的水平! 最终侵蚀合作关系!

导致社会萎缩"

常言说!家和万事兴"其实一个

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行政法学

转型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解决人治 '

维权这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

存在" 中国行政法的历史性重大命

题是在中国由传统(人治政体)迈向

现代(法治政体)的背景下如何构建

政府与民众的新型合作秩序"(上下

不和 !令乃不行 )!这才是问题的本

质所在"如果我们仅仅关注维权'限

权! 那么我们就忽视了我们所面临

的挑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认真对待合作! 因为它揭示出

了社会理论中最为深刻的道理 !它

所召唤的是 (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

长出来的东西!应该向上生长出来)

的东西 )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

海三联书店
&(("

年版#--

"作者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行

政法学院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

学院副教授)

天眼与天平：司法正义的不同隐喻

!

张 训

很多人知道!中西方理想的司法

者形象有所不同"西方的理想司法者

是蒙上眼睛的正义女神!中国的理想

司法者是长着(天眼)的包公"

在西方!象征正义的女神往往用

布蒙上双眼! 两手分别持天平与利

剑"一般认为!天平象征公平!代表衡

量与实现司法正义的技巧与程式"一

方面!司法者借助它来度量犯罪者的

罪过!以便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另一

方面!司法者用它来衡量不同个案之

间的差异以便做到处罚均衡"利剑则

代表正义的力量!用以震慑与惩处犯

罪者"蒙上双眼则隐喻了司法者的中

立态度"这似乎昭示人们!唯有中立

的裁判者!才能更为准确'客观地衡

量罪与罚! 才能得出确信的司法裁

决!并获得司法公信力"

不过! 人们似乎忘记了事物总

是具有两面性" 司法者消极的中立

态度也可能导致事情走向另外一

端"人们有理由提问!没有周密的观

察!不进行积极 '细致的调查 !蒙上

眼睛的司法者如何才能做到对具体

个案的内心确信"因为有些时候!事

情在一个阶段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

场景中只会呈现出一种表象! 而真

相很可能因此被遮蔽"而且!司法者

的消极态度可能会人为地拉长战

线!从而造成资源耗损"

然而! 作为一种精确的测量工

具!和(天眼)相较!(天平)的隐喻性

恰恰提醒我们! 为防止司法者疏忽

甚至歪曲真相!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设计一套精致' 完整与富有弹性的

司法程序" 精致的程序可以弥补司

法中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程序的

完整及富有层次性则可以发挥后程

序对前程序的纠偏功能!从而过滤'

剔除错误信息! 甄别' 遴选正确信

息! 为裁判者作出最终裁决提供真

实的判断依据" 程序的弹性凸显程

序的时空维度! 程序具有空间拓展

性!使其能够允许多方参与!从而为

裁判者提供充分的辨识材料和多维

的判断标准!正所谓事不辨不明"

在中国! 理想的司法者形象是

百姓所呼唤和拥戴的清官形象 !其

代表人物是包公" 人们提到包公总

会说其 (铁面无私 )!现代影视剧也

往往把包公塑造成不苟言笑的黑脸

尊神"其标志性特征是面色黢黑!神

情严峻!天眼灼灼"面色黢黑象征法

律的威严" 神情严峻表示司法者的

责任与司法的严肃"(天眼) 则表明

司法者具有超常的洞察力! 善于明

察秋毫!不容犯罪者逃避与狡辩!更

隐喻了一种神秘的震慑力"

笔者曾经揶揄过影视剧里塑造

的古代中国一个人的司法程式"在这

一套程式中! 官老爷从接到命案!到

深入现场!再到升堂断案!最后还要

亲临监斩! 用现代司法话语表述!即

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一条龙

均由其一手操办"不可否认!一个人

的司法程式因为缺少必要的监督往

往成为滋生贪官'庸官的温床!但所

幸在一定的情境中也可能促成清官

至少是勤快官员的生成" 所以才有

(包公)形象的诞生"

与西方借助于(天平)这种精巧

的(工具)不同!中国的司法者更多依

赖于观察!尤其在量刑上轻视甚至排

斥精确的量刑方法而选择 (估堆式)

的观察法"希求量刑上精确制导固然

艰难!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搞不

好还会批量生产懒汉法官和机械法

官" 但是!(大差不离) 的量刑经验

图式一定会造成量刑失衡!并由此引

发人们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直至司法

公信力的质疑"

可以设想! 在程序严重萎缩的

司法模式中! 就算每一个审判者都

力图依据法律追求事实的真相 !并

希图做到罪与罚的相当! 但一个偶

然情景的出现就足以挫败法律规范

的目的! 而症结就在于无法找到确

保判断正确结果的程序! 从而无法

实现理想的司法正义"所以!完善的

程序乃实现理想司法正义的底线"

至此 !西方之 (天平 )与中国之

(天眼)!实际上有诸多相同的隐喻意

义"比如二者都突出法律的威严与震

慑力! 都以实现理想正义为最终目

标"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天眼)强调

裁决者的洞察力!(天平)则依赖司法

程序的精细"不过!关于(天平)与(天

眼)之司法正义象征的讨论似乎陷入

两难困境!即蒙上眼睛则意味着过于

倚重司法程序!而往往要么因为程序

的不完善而陷入僵局!要么因为司法

程序设计成(中立格局)而使审判陷

入被动.反过来!将正义的实现交由

一两个洞察力敏锐并兼具良心的司

法者!舍弃程序的精耕细作!也必定

走向另外一面"

理想的司法裁决!既需要裁判者

通过身临其境或借助于可以信赖的渠

道获悉案件的真实情况! 又需要借助

于结构稳定'布局合理'技术精良的司

法程序来防止或者阻断裁判者过分倚

重主观意志! 这样才能从形式和实质

双重角度保障司法正义的实现"

"作者为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

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宪忠!

从“国家治理”角度理解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国家治理"是国家与法权学说中一个非常久

远的研究命题$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权

力的运行如何能够保障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个方面的长久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科学手段

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种国家治理

的基本制度" 保障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立和运作"

既能够保持国富民强" 也能够保障社会的和谐$

在我们讨论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这个严

肃的话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比如提高司法机

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的管理级别这样一些具体

的制度建设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从国家治理的

角度"整体地讨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

基础问题$我国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我们需

要依法治国"建立稳定的宪法秩序$在这种体制

下"我国要解决的国家治理问题和很多国家都是

一样的"比如"我们也必须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

子里-"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司法

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因此"独立的司法体制建设

是我们必须从顶层解决的制度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够树立法治的根本威信"根绝法律虚无主义

的损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军!

建立统一的
“合同义务违反”概念

我国民法在移植的过程中" 不仅有立法继

受"还有学说继受"再加上在,中国特色-名义下

的,本土化-概念创造"又无立法机关公布的,立

法理由书-"使得对现行立法中诸多制度的解读

发生重大争议$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

而且影响了司法实践$债法中的,违约责任-就

是在民法继受过程中自创的本土化概念之一"

自从其诞生后" 就在我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

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瑕疵履行-已被许多大

陆法系国家纳入到,债务不履行-范畴的今天"

我们的学理对合同法关于,瑕疵履行-与,违约

责任-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对,合同解除-

是否属于,违约责任-问题也存在争议$应该建

立统一的,合同义务违反-概念"进而统一对违

反合同义务的救济手段" 以消除违约救济中的

不协调问题$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坚定地将合

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将,违约-作为,债务不履

行-的一种类型"将违约救济作为债务不履行的

后果对待$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大勇!

对待谣言
从压力性规制到动力性沟通

谣言的本质是一种信息" 在谣言上集聚了

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 现有的法律制度体

现出政府对谣言规制的严格态度" 促使发表言

论的人在发表言论之前就陷入过度自我审查的

漩涡中$ 这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

看法"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在

谣言规制上"采用过度严苛的规制政策"会导致

寒蝉效应" 影响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思想市场的

形成$ 如何寻求谣言规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平

衡与界限" 是政府规制谣言所需要考虑的根本

问题$ 政府规制往往是在谣言话语的冲击下展

开" 不少制度安排是应对谣言冲击的回应型产

物"政府对于谣言规制也被简缩为,冲击///回

应-的被动过程"形成基于谣言话语的压力型规

制%被动型规制$政府对待谣言的态度应当有立

场性的转变"从被动型规制转向主动吸纳"从压

力性规制到动力性沟通"从事中规制%事后规制

转移到事前规制上$与此同时"谣言在一定意义

上也扮演了民意信息反馈的作用" 政府只要妥

善利用" 就可以成为弥补正式信息途径不畅的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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