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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能走多远?

———美国财产法学引领的私法新思维

熊 丙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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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世纪初，美国的私法学术同行发起了“私法的新思维运动”。在宏观层面，新思维运

动强调从单维的法律实用主义走向多元包容的实用主义，或者说更彻底的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的意

义上回归“公法 /私法”二元划分传统，重拾和重塑私法的内在独特性，包括私法的概念体系和教义学

说。在微观层面，以财产法学这一重要场景为例，新思维运动强调从“权利束”理论走向“模块化”

思维，以重拾财产法的结构化属性。这一学术运动正在引起中国和欧洲大陆私法同行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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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场 “回归”私法传统的学术运动

新世纪以来，一场以“回归”私法传统为主旨的学术运动在美国法学界悄然发生，且正呈

现出规模化发展的态势。这一运动以回归“公法 /私法”二元划分框架、重拾和再造私法的内在

独特性为要旨，希望将美国私法学从“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这一当前流行的认识 “误区”中

解救出来。哈佛大学法学院约翰·戈德伯格教授 ( John C． P． Goldberg ) 、亨利·史密斯教授

( Henry E． Smith) 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托马斯·梅里尔教授 ( Thomas W． Merrill) 等是这场

“私法的新思维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倡导者。
目前，这场学术运动正在引起国内民法同行和欧洲大陆民法同行的浓厚学术兴趣，并曾作

专题讨论。〔1〕 多篇以财产法为分析对象的专题文献正被逐渐译介到国内。〔2〕 这些在美国法学

界颇受关注的文献反映了新世纪以来部分美国财产法学者在改革美国财产法理论和研究范式上

所作的努力，也是美国私法学界正在经历的新思维运动的核心内容。
如戈德伯格教授所评论的那样，对于来自大陆法系国家和英联邦国家 ( 及其主要继受法域)

的法律同行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无新意，甚至是基本常识。〔3〕 但当我们把这场 “私法的新思

维运动”纳入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律现实主义学术谱系来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这场运动

对“公 /私”二元划分的回归并不是对经典 “公法 /私法”二元论的简单回潮，也不是基于对某

种本质主义的信奉而主张坚持 “公 /私”二元划分框架。相反，这场运动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

法律实用主义的再次延续，是基于更彻底的实用主义考虑而主张私法的内在独特性，特别是私

法的形式主义技术特点。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在某些方面强调和坚持私法的独特属性，是因为

这样能够给国家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福利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出于对某种教义学说的

简单信奉乃至盲从。这也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原因上，还是在内容上，新思维运动者所主张的

私法独立属性与经典的 “公 /私”二元论均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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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参见冉昊: “反思财产法制建设中的‘事前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79 ～ 97

页; Eike Gtz Hosemann，The New Private Law: Die neue amerikanische Privatrechtswissenschaft in historischer und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Rabe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 RabelsZ) ，78 ( 2014) ，pp． 37 ～

70; Max Planck Private Law Research Paper No． 13 /2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 / / ssrn． com /abstract = 2349587，最后

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2 日。Professor Henry E． Smith’s brief response to Dr． Hosemann，see Henry Smith，The New

Private Law—the View from Germany，avaiblale at http: / /blogs． harvard． edu /nplblog /2015 /09 /07 / the － new － private －

law － the － view － from － germany － henry － smith /，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2 日。

新近译介文献，例如〔美〕亨利·史密斯: “作为财产的知识产权———界定信息权利”，黄炜杰译，

《私法》2016 年第 1 期，第 148 ～ 208 页 ［Henry E． Smith，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Property: Delineating Entitlements

in Information，Yale Law Journal，116 ( 2007) ，pp． 1742 ～ 1822］; 再如，由冉昊教授组织翻译的以下三篇文献即将

付梓出版: 〔美〕亨利·史密斯: 《作为物法的财产法》 ［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Harvard

Law Review，125 ( 2012) ，pp． 1691 ～ 1708］; 〔美〕托马斯·梅里尔: 《财产权的模块化属性》［Thomas W． Merrill，

Property as Modularity，Harvard Law Review，125 ( 2012) ，pp． 151 ～ 163］; 〔美〕李·安妮·芬内尔: 《财产权价值

的波动性》 ［Lee Anne Fennell，Lumpy Proper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60 ( 2012 ) ，pp． 1955 ～

1994］。

See John C． P． Goldberg，Introduction: Pragmatism and Private Law，Harvard Law Review，125 ( 2012 ) ，

pp． 1640 ～ 1641，1663．



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献对大陆法背景下的民法学研究范式和民事法制建设

也具有启示意义。本文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正在大洋彼岸发生的这一场学术运动予以

概要介绍，并对这场运动可能给中国法律学术讨论提供的启示和教训予以简要评论。在宏观层

面，本文将着重梳理这一场学术运动在整个法律现实主义思想史上所处的位置，呈现现实主义

思维的发展脉络。在微观层面，本文将以财产法为例，来具体呈现私法新思维的新颖之处。本

文之所以选取财产法而不是合同或侵权法作为示例，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这一场学术变革发

端于财产法，且在财产法领域的发展相对更为成熟; 另一方面，中国私法同行对这方面的财产

法文献的关注和熟悉程度更高。

二、私法的新思维运动简史

( 一) 单维实用主义下的私法观

在法律学说史上，“每一代法学理论的领军人物都是先礼后兵，在向前人的学术思想表达尊

重之后，随即指出前人的盲点。”〔4〕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运动中，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法律及其作

用过程的新认识。史密斯、梅里尔和芬内尔的财产法专题论文当属这方面的努力成果，反映了

美国当代的财产法同行在财产法理论上的新进展，强调美国财产权研究要从当前流行的 “权利

束”理 论 ( property as a bundle of rights ) 走 向 一 种 “模 块 化”的 思 维 方 式 ( property as
modularity) 。而在更广泛的维度上，这些文献所倡导的财产法理论变革是美国当前正经历的整个

“私法的新思维运动”的一个代表性缩影。“私法的新思维运动”主张，美国私法学要改变自 20
世纪初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以来的那种 “单维的实用主义” ( brass-tacks pragmatism) ，从 “单维的

实用主义”走向一种多元包容的实用主义 ( inclusive pragmatism) ，即在强调私法的政治和权力

属性或者说公法属性的同时回归传统，重拾和发扬私法自身内在的独有特性 ( 如具有实用价值

的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 ，让当前流行的法律实用主义变得更加地实用，或者说走向更为彻底的

法律实用主义。〔5〕

在美国法学界，单维的实用主义突出强调私法与政治和权力之间的实质性勾连，认为私法

制度发挥着编织和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实际效果，〔6〕 与 “公法 /私法”这一二元划分观

念下的“公法”并无本质区别。即便是通常被视为典型私权利的财产权，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

种私人对财产或者说物本身的控制，因为，一个人对财产的控制在事实上起到了对其他私人的

控制效果。〔7〕 因此，就像美国法律同行普遍将自己标榜为 “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大多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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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同上，第 1643 页。

在更广泛的美国法律学术背景下，这与新世纪在整个美国法学界发生的“新现实主义”相一致。但

“国内对旧法律现实主义的研究颇多，但是对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关注，目前基本上还仅限于对其形成背景、原

因、提倡的内容等的初步介绍。”邓矜婷: “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与启示”，《法学家》2014 年第 4 期，第

3 ～ 4 页以及注释 4。另见范愉: “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与当代中国法学反思”，《中国法学》2006 年第 4 期，

第 38 ～ 51 页。

See Joseph William Singer，The Player and the Cards: Nihilism and Legal Theory，Yale Law Journal，94

( 1984) ，pp． 1，6．

See Joseph William Singer，Property Law: Rules，Policies，and Practices，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2010，

A Guide to the Book，Wolters Kluwer，( “Power over things is actually power over people”) ．



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8〕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联邦国家，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

分学说被广为接受。但根据此种私法怀疑主义 ( private law skepticism) ，区别于公法的私法是几乎

不存在的; 那些围绕法律概念及其体系结构展开的形式逻辑和教义学说推理即便不是掩耳盗铃，也

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没有抓住私法和私权背后的社会真实运作逻辑，特别是政治和权力逻辑。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邓肯·肯尼迪、约瑟夫·辛格等来自私法领域内的批判法学家发展

了自霍姆斯、卢埃林以来的法律现实主义，更系统地揭示那些基于法律概念及其体系结构的私

法教义学说推理在实际法律决策过程中的虚伪性，阐述私法文本和形式主义教义学说之外的诸

多现实因素 ( 特别是法官个人的政治偏好) 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判决的决定性影响。〔9〕 这一波源

自私法学术圈内部的批判法学运动〔10〕进一步强化了单维实用主义和私法怀疑主义在美国法学界

的流行地位。无论是司法机构的裁判活动，还是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活动，都受到私法怀疑

主义的重大影响。在司法界，裁判案件常常不是适用私法独有的教义学说，而是进行直接的政

策分析。例如，在侵权案件中将侵权责任视为管制私人行为和分配风险的工具。

而在美国主流的法学院，讲授法律概念、教义学说和方法的目的常常不是让学生相信他们的客

观真实性，而是揭示这些因素本身的必然内在矛盾和虚幻性，最后让学生认识到被这些形式主义私

法概念和推理方式所掩饰的实质利害关系。〔11〕 以哈佛大学法学院辛格教授编写的 《财产法》教

科书为例，该书在阐述律师如何为当事人辩护时，从利他主义 /利己主义、损害内部化 /自力更

生、鼓励安全投资 /鼓励相互竞争、限缩先例的适用 /扩张先例的适用、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谦抑

主义、尊重立法意志 /履行司法职责等多个角度呈现了完全相互对立的两组形式主义论据。〔12〕

此种教科书编排和课堂训练在实际效果上常常让学生认识到，这些被认为专属于 “私法”的形

式化思考方式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们是问题之所在。要想真正解决问题，法律人需

要对法律概念术语、体系结构及其形式化教义学说等被视为私法内在固有的东西进行抽丝剥茧，

透过现象看本质，积极主动地关注被形式主义话语所掩藏的实质性利益冲突和压制现象。〔13〕

( 二) 单维实用主义下的财产法学

具体到财产法这一具体的私法领域，“权利束”财产法理论是单维实用主义的集中体现。自

霍菲尔德在 20 世纪初叶提出和阐述 “权利束”理论以来，〔14〕 这一理论迅速获得了历代法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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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41 页 ( “The idea that‘all law is public law’is no less taken for

granted than the idea that‘we are all realists now’”，quoting George P． Fletcher who invoked the“all law is public law”

slogan and Laura Kalman who put“we are all realists now”popular) 。

关于批判法学家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见前注〔6〕，Joseph William Singer，第 6 页，note 11。

之所以说是从“私法学术圈内部”发起的运动，是因为，邓肯·肯尼迪、约瑟夫·辛格等大量从事

批判法学研究的美国法学家都谙熟财产法、合同法或者其他某一个具体私法领域。他们不仅讲授这些私法课程，

其中一些还有大量有影响力的私法著述。辛格教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作为私法的圈内人，发起了对各种

经典私法理论的批判。同上，第 10 ～ 14 页。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47 ～ 1648 页。

参见前注〔7〕，Joseph William Singer，第 412 ～ 421 页。

See generally Joseph William Singer，Normative Methods for Lawyers，UCLA Law Review，56 ( 2009) ，p． 899．

See Wesley N． 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Yale Law

Journal，23 ( 1913 ～ 1914) ，pp． 16 ～ 59．



实主义者和新近的法律经济学家的接受和阐发。〔15〕 毫无疑问的是，“权利束”理论在当代美国

的司法界和学术界都十分流行，〔16〕 甚至被布鲁斯·阿克曼教授贴上了 “科学决策方法”的标

签。在阿克曼教授看来，是否从“权利束”的视角来观察和讨论财产法问题，是区分 “科学决

策者” ( scientific policymakers) 和 “大众评论者” ( ordinary observers) 的重要标准。〔17〕 在法律

现实主义者于 20 世纪初提出和阐述 “权利束”理论以前，经典的财产法学说突出强调 “所有

权”概念的“对物性”和“绝对性”，强调“对物权”与 “对人权”的区分。经典理论不仅将

“所有权”视为一种人对物的控制，而且强调所有权人对物的控制权的完整性和绝对排他性。所

有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利用其财产。这种概念认识成为了当时认识和分析财产法问题

的当然起点和标准，因为，所有权的“对物性”和 “绝对性”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内在于财

产法的本质属性，是一种布莱克斯通所谓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教义或者说知识。〔18〕 从这一财产法

的内在教义逻辑出发，经典财产法学家能够较为容易地得出 “财产法 ( 私法) 区别于公法，有

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非经财产权人同意，公权力不得干预财产自由”等推论。在我国内地民

法理论中，这一点在今天被贴上了 “近代民法”的标签，与重视公共秩序和私权干预的 “现代

民法”相对应。〔19〕 在普通法上，布莱克斯通便是这种主张绝对所有权观念的代表人物，尽管其

本人在具体论述财产法时，常常否定此种绝对排他性。〔20〕 他认为，“一个人对世间外物主张和

行使的唯一和绝对的支配，完全地排除世上任何其他人的权利。”〔21〕

而法律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在观察财产权和财产法律关系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

个表象而已。重要的不是人与“他的”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围绕 “他们的”物所建

立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在包括法律世界在内的真实世界，经典理论所提出的那种 “绝对财产

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相反，财产法处理的现实问题历来都是: 如何将一宗财产上潜在的各

种利用机会在不同的使用人之间进行分配，以使得各使用人之间能够并行不悖地利用该宗财产?

这也就意味着，一宗财产之上的财产权 ( 包括经典意义上的所有权) 实际上是一束财产权的集

合，可以被分割为无限数量的子权利，并对应着相应数量的人际关系 ( 而非 “人—物”际关

系) 。〔22〕 在不考虑其他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只要各子权利之间能够得到清晰的界定，它们就可以

和谐共存。就像单维实用主义者努力消解“公法 /私法”二元划分这一经典的宏观教义学说一样，

“权利束”理论成了他们在相对微观层面消解 “对物权 /对人权”这一经典教义学说的工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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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参见前注〔2〕，Lee Anne Fennell，第 1978 页。

参见前注〔2〕，Thomas W． Merrill，第 152 页。

See Bruce A． Ackerman，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p． 26 ～ 27．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p． 1653 ( “William Blackstone is sometimes thought to have presumed—

that one will find in law’s complexity an ultimate，glorious harmoniousness or the best possible system of law”) 。

参见梁慧星: “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1997 年第 2 期，第 19

～ 30 页。

See Robert P． Burns，Blackstone’s Theory of the“Absolute”Rights of Property，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54 ( 1985) ，pp． 67，73 ～ 75．

Blackstone，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Abridged ( 1899) ，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 37，转引自前注

〔1〕，冉昊文，第 85 页。

参见前注〔17〕，Bruce A． Ackerman。

相似评论，参见前注〔1〕，冉昊文，第 86 ～ 88 页。



无论是对财产法理论，还是对财产法司法实践，“权利束”理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即便

是私法的新思维运动者，也明确承认这一理论的重大贡献，即 “权利束”理论让我们认识到

了财产权的形式多样性和弹性: 除所有权和其他有限数量的物权类型之外，一宗财产上的权

属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分割，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财产利用目的。一宗财产上可以创设的财产

权有无限的可能，远不止于既有法律已经承认和实践的权利类型。〔24〕 这也就意味着，立法机

关和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其所追求的理想公共政策目标，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分割和配置，而不

用受制于所谓财产权“绝对排他性”的限制或者说某种财产权固有结构体系的约束。这也为司

法机关更自由地介入和干预私人财产关系提供了较为强大的理论 “背书”。事实上，在美国的司

法审判实践中，的确有不少判决以 “权利束”的可分割性为依据，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权进行

重新分割和配置。〔25〕

然而，对私法的新思维运动者而言，诸如 “权利束”这类去结构化或者说富于弹性的财产

权观念恰好也是问题之所在，虽然这类观念在美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十分流行。如前所述，

这当然不是因为新思维运动者信奉某种先天存在、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财产权结构或者教条，而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高度去结构化的财产权观念还不够实用，不够经济。更具体地说， “权利

束”这类完全去结构化或者说富于弹性的财产权理论既无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大量财产权结

构化现象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 或者说根本就未曾努力去关注并尝试解释之) ，还会误导未来的

财产权制度建构和实践，徒增私人之间的财产权交易成本，白白浪费国民社会财富。用新思维

运动者的话来说，“那些一味坚持‘权利束’理论的人要么是太懒惰、太冷漠，要么是对现实生

活中真正的财产权运行机制和机理不怀好意。”〔26〕

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财产权的模块化理论及其所引领的私法新思维运动在新世纪登场了!

( 三) 一场走向更彻底实用主义的私法学运动

从形式上看，这一场以哈佛法学院为主要发起阵地的学术运动有两大主要标志: 一场专

题学术会议和一个专题研修项目。〔27〕 这场会议即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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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参见前 注 〔2〕，Thomas W． Merrill，第 153 页; 前 注 〔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969 页。

Typically see 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260 U． S． 393 ( 1922 ) ;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505 U． S． 1003 ( 1992) ． 即便是在那些法官认为财产权不可分割的案件中，法官也采用了权利束的论证

方法，体现了权利束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在当时的普遍适用性。例如，在 Loretto v 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案中，法官认为，永久性的物理侵占实际上对一宗财产上的整个权利束进行了横向切割 ( chop) ，侵犯了

每一束权利。因此，法官认为这种侵占构成管制性征收，需要补偿。See Loretto v 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458 U． S． 419，435 ( 1982) (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simply take a single“strand”from the“bundle”of property

rights: it chops through the bundle，taking a slice of every strand．”) ． Merill 教授也曾评论到该案例，参见前注〔2〕，

Thomas W． Merrill，第 152 页。

同上，Thomas W． Merrill，第 155 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新世纪的这一场新思维运动以哈佛法学院为主要发起阵地，但是，一方面，

参与这场学术运动的法律学术同行来自全美的法学院和研究机构，也有来自其他国家 ( 如以色列) 的持有相同

学术立场的法学家。另一方面，这一运动中提出的各种新思维并不是新近才发生的崭新学术现象。即便在这一

场运动之前，美国也有不少持有类似立场、采取类似研究思路的学术同行。只不过，这些同行及其观点在美国

的法律学术和司法实践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像法律现实主义那样得到集中和突出表达而已。



开的 “新私法研讨会” ( New Private Law Symposium) 。会议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戈德伯格教授和

史密斯教授牵头组织，由 《哈佛法律评论》编辑部协助。〔28〕 会议上报告的五篇学术论文于

2012 年 5 月刊载于《哈佛法律评论》，〔29〕 包括本文将评论的财产法译文之一，即史密斯教授的

《作为物法的财产法》。更准确地说，这次会议关注的 “新私法”指的是 “私法的新思维”
( new thinking in private law) 或者说观察和处理私法的 “新视角” ( new perspective) ，区别于

学术同行在实体法律制度的新发展意义上使用的 “新私法”概念。〔30〕 这五篇学术论文覆盖了

私法一般理论、财产法、合同法、损害赔偿法和著作权法等多个领域，通过私法领域中的大

量具体实例来说明私法特有的概念、类型、体系和逻辑，以重新认识 “私法”这一具有悠久

历史的概念范畴。〔31〕

而在这场学术会议的背后，则是一个由戈德伯格教授和史密斯教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领导

的长期专题研修项目，即“私法的基础” ( Project on the Foundations of Private Law) 。〔32〕 这一项

目既包括常年开设的研究型学术课程 《私法工作坊》，定期邀请法律学术同行报告新近研究成

果，结合私法一般理论和具体制度问题，从经济、历史、认知科学和哲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研讨

私法的地位和性质问题。该项目也包括不定期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议，就相关的专题问题展开学

术辩论。此外，该项目还设有专题学术博客，定期发表与 “私法的新思维”相关的学术观点和

专题论文。〔33〕

如前文所述，在具体内容上，私法的新思维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在宏观

层面，其主张从单维实用主义走向包容性实用主义，或者说更彻底的实用主义，强调坚持一

套区别于 “公法”的 “私法”观，深度挖掘各类私法概念及其逻辑体系的实用价值。在微观

层面，财产法学是这一场学术运动的主要阵地。私法的新思维主张从去结构化的、弹性的

“权利束”理论走向 “模块化”思维，重新认识财产权的结构化现象及其价值。下面分两个

部分予以分别阐述。

·531·

熊丙万: 实用主义能走多远?

〔28〕

〔29〕

〔30〕

〔31〕

〔32〕

〔33〕

关于会议的基 本 情 况，可 见 Conference Announcement: The New Private Law at Harvard，available at

http: / / lsolum． typepad． com / legaltheory /2011 /10 /conference － announcement － the － new － private － law － at － harvard．

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3 日。

这五篇文章分别是: 前注〔3〕，John C． P． Goldberg; Shyamkrishna Balganesh，The Obligatory Structure of

Copyright Law: Unbundling the Wrong of Copying，Harvard Law Review，125 ( 2012) ，pp． 1664 ～1690; 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 Stephen A． Smith，Duties，Liabilities，and Damages，Harvard Law Review，125

( 2012) ，pp． 1727 ～ 1756; Benjamin C． Zipursky，Palsgraf，Punitive Damages，and Preemption，Harvard Law Review，125

( 2012) ，pp． 1757 ～ 1798． Available at http: / /harvardlawreview． org / issues /volume － 125 － issue － 7 /，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3 日。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40 页，note 1。

参见前注〔28〕，Conference Announcement ( “its papers aim to demonstrate concretely the value of taking as

worthy objects of inquiry private law’s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

详见 Project on the Foundations of Private Law，http: / /blogs． harvard． edu /privatelaw /events /#Workshop，最

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3 日。

详见 New Private Law: Project on the Foudations of Private Law，http: / /blogs． harvard． edu /nplblog /，最后

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3 日。



三、私法的新思维: 从单维实用主义走向包容性实用主义

自霍姆斯在一个多世纪前提出 “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34〕 这句名言以来，法律

现实主义开始逐渐渗入整个美国法学界及其思维方式。可以说，“在今日美国的法律实践、法学

教育、法律思想中，随处可见现实主义的身影”。〔35〕 司法，特别是私法的司法，曾经被认为是

一种超脱政治斗争和公共政策的实践理性活动，有其自身独立的内在逻辑，法官不过是从诉到

法院的个案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法律问题，然后诉至逻辑推理，从形形色色的私法先例、私法原

则和教义学说中找到答案。〔36〕 但现实主义者坚持 “打破砂锅问到底”，以追问 “法律的背后到

底是什么力量在发生实际作用”为要义。相应地，法律的确定性和客观性问题也是这一历史性

追问过程中的一大主线。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问过程中，霍姆斯、卢埃林和肯尼迪等历代现

实主义者先后掀开了前人给 “法律及其作用过程”裹上的各种虚幻“面纱”。〔37〕

( 一) 霍氏现实主义

在霍姆斯眼里，法律的背后既不是道德，〔38〕 也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国家的意志和雄心。那

种仅仅将法律思维归结为基于某些教义的逻辑推导的想法是一个谬误。〔39〕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

的法律推理活动并不是 “实践理性” ( practical reason) 这样的抽象描述能够概括的。法官实

际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根据 “定理”来推导算术题，不是基于先例或法律原则、教义的简单形式

逻辑推理。〔40〕 尽管，法律人寄希望于这样一种逻辑推导来满足人们普遍发自内心的 “确定

性”期盼，〔41〕 以至于有些杰出的法官也会宣称自己 “在确定一个结论绝对正确之前，是不会作

出判决的”。〔42〕

相反，霍姆斯认为，私法同样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互动，与公法或者说立法活动没什么本

质的区别，具有浓厚的公共政策色彩。法官在裁判私人之间的法律争议时，考虑的是如何通过

判决来保证人们的行为与国家的需求相一致。例如，在合同法上，经典私法教义认为，合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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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霍姆斯在 《普 通 法》中 开 篇 就 指 出 了 这 一 点，“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O． W． Holmes，Jr． ，The Common Law，Boston: Little，Brown，1881，p． 1，also available at http: / /www．

gutenberg． org / files /2449 /2449 － h /2449 － h． htm，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4 日。

陆宇峰: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 内容、兴衰及其影响”，《清华法学》2010 年第 6 期，第 97 页。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42 页。

霍姆斯、卢埃林和肯尼迪是戈德伯格教授在评述 “单维实用主义”时选取的三位代表性人物。这不

仅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主义运动中的学术代表性，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代表性作品都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

( 同上，John C． P． Goldberg，第 1641 ～ 1642 页) 。下文先因循戈德伯格教授的评论顺序，对这三位代表人物的现

实主义论断予以呈现，然后呈现私法新思维的看法。

法律之所以不同于道德，因为，即便是一些被道德否定的行为，并不会引起法律上的评价。See

O． W．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Harvard Law Review，10 ( 1896 ～ 1897) ，pp． 457，459．

同上，第 465 页。值得注意的是，“霍姆斯从来没有认为逻辑和概念在裁决中是完全无用的，而是他

的某些现实主义后继者们把他的观点极端化了”。柯岚: “法律方法中的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法律科学》

2007 年第 2 期，第 34 页。

参见前注〔38〕，O． W． Holmes，第 459 页。

同上，第 466 页。

同上，第 465 页。



是当事人之间一致的意思表示或者合意。但事实上，在大量情形，即便缔约当事人之间并没有

主观上的合意，他们也会被法官确定的一种合同所约束。有时，法官认定的合同甚至不符合任

何一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例如，一个在其他方面都没有效力瑕疵的合同并没有约定履行时间，

一方当事人的本意是一周内马上履行，而另一方当事人的本意则是待他准备好了再履行。但法

官却可能不会支持任何一方的真实想法，为双方当事人强加一个 “合理的履行时间”。〔43〕 再如，

在侵权案件中，法院当时面临的侵权案件主要是因铁路、工厂的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争议。从

现实的角度看，损害赔偿责任最终会以商品或者服务价格调整的形式转嫁给社会公众，让社会

公众为损害事故赔偿责任提供 “保险”。相应地，法官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重点考虑的并不是

诸如“填平原则”之类的概念逻辑、形式主义教义学说，而是 “在多大程度上让消费者为商家

的损害事故责任提供保险”。〔44〕 总之，在霍姆斯的眼里，法官的私法裁判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执

行公共政策，与公法处理的问题并无二致。
不过，霍姆斯仍然没有放弃对法律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的追求。尽管他对私法的独立属性和

私法固有的概念术语、逻辑体系作了猛烈的批评，但他仍然认为法律背后有一种确定性来源，

即国家的需要和雄心。他认为，在特定的时空，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着一个发挥着主导作用的阶

级和意识形态。因此，法官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去研究历史，通过梳理历史来发现特定社

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公共政策观念，并以此为标准来处理诉争法律问题。〔45〕 这也就意味

着，在霍姆斯的眼里，法官仍然是可以排除个人情感和个人价值取向，并通过梳理历史来发现

确定的法律判断标准、作出确定的裁判结论的。但正是这一点，成了下一代现实主义者批评

的起点。
( 二) 卢氏现实主义

卢埃林，下一代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度评价了霍姆斯所开启的法律现实主义思维

方向。〔46〕 同霍姆斯一样，卢埃林认为，法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像传统法学理论宣称的那样，

根据法学院教化的某种信条，从先例或者成文法中的概念术语中推导出某种既存的正确结论。
这类教化虽然常常看起来很复杂，很精深，很有技术性，但在哲学认知层面却常常是在复制无

知，幼稚可笑。〔47〕

因为，法学院这类教化混淆了 “手段”与 “目的”这两个基本范畴。在法官眼里，法律和

法律中的规则只不过是用于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仅此而已。在案件的背后是复杂的案件事实。
法律，无论是先例还是成文法，需要应对的是复杂的社会事实状况。但社会变化快，而法律变

化慢，不太可能为复杂的社会事实状况事前 “量身定制”各种答案。这也就决定了，法律的适

用过程将深受适用法律的人的影响。毕竟，法官作为“人类”，其内心决策过程必然要受到各种

社会生活环境的多元影响，〔48〕 远不像霍姆斯所说的“从主导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中推导出确定

的公共政策然后适用于具体案件”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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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同上，第 463 ～ 464 页。

同上，第 467 页。

同上，第 457、466、469、471 ～ 472 页。

See Karl N． Llewellyn，Holmes，Columbia Law Review，35 ( 1935) ，pp． 485，487 ～ 489．

Karl N． Llewellyn，Some Realism About Realism-Responding to Dean Pound，44 Harv． L． Rev． 1222，1223

( 1931) ．

同上，第 1222 ～ 1223 页。



卢埃林认为，有价值的法学研究和司法推理既不是去推敲各种概念术语和教义学说，希望

“计算”出既存的法律结论; 也不是霍姆斯所说的那种对宏观操作，通过梳理历史来发现主导阶

级的主导意识形态，为司法判决提供一个外在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根基。相反，更现实的法律思

维是针对个案案件事实和法官行为心理的微观分析，即是什么样的具体案件事实，通过什么样

的法律程序，经由什么样的法官得出了法律判断结论，〔49〕 对法律圈外的普通市民产生了什么样

的现实影响。〔50〕 真正的法律分析不是去关注那些虚幻、神秘的概念术语，也不是去简单地描述

或预测权威法律机构 ( 法院、立法者或司法者) 在表面上说了些什么或者给了什么理由，而是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对法庭内外的市民产生了何种现实的影响。〔51〕 例如，在大多数合同案件和

侵权案件中，问题的要点不是约因、因果关系、过错等表面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民事法律责任机制

来减少和分散风险。只有在搞清楚这些事实问题之后，再讨论应然法律政策问题才可能有意义。〔52〕

而在这一点上，私法判断与公法上的政策判断并无二致，所谓的私法独立性更是无从谈起。
这样的分析虽然无法像传统法学理论或霍氏现实主义那样去预期和追求一种高度的法律确

定性，但并不等于放弃了对法律确定性和客观性的追求。相反，法官的政策分析活动需要贴近

社会实践，去发现一个社会在特定工业行业或者某种社会交往实践模式中所分享的认识和规

范。〔53〕 例如，在工业社会，减少和分散风险是人们对法律的普遍要求，是法律的确定性和客观

性基础。职业法律人需要不断追求和虔诚信仰这样的确定性和客观性。〔54〕 尽管，在分析和处理

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中，我们的确会发现对事实和共享规范的不同主观理解并认识到法律的不

确定性。但对不确定性的这种认识本身，却有助于不断减轻法律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55〕 而在

对法律的确定性和客观性追求和信仰上，卢氏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霍氏现实主义，并

成为下一代现实主义者 ( 批判法学家) 的靶子。
( 三) 肯氏现实主义

关于法律概念术语及其教义学说在法律作用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霍姆斯、卢埃林等现实

主义者予以了坚决的否定。肯尼迪、辛格等批判法学家不仅继承了这一点，认为形式化的概念

术语及其教义对司法判决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强，而且还用私法中的大量现实案例去证明: 即便

是同一个法律概念术语，在形式主义层面都可能面临多重不同的可能解释，且没有一个元规则

能够决定如何取舍多元的形式化解释方案。〔56〕

例如，在合同解释中，“认识错误” ( mistake) 的解释常被视为一种纯技术性法律问题，但

以单方认识错误为例，其到底应该引起何种法律后果，在形式层面至少有四种解释方案: ①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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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同上，第 1242 ～ 1245 页。

同上，第 1248 页。

同上，第 1248 ～ 1249 页。

同上，第 1255 页，especially note 73。

See William Twining，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at 210 ～ 212，216 ～ 217 ［outlining the

argument of Llewellyn’s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 1960)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44 页。

参见 Twining，at 205 ～ 207; 同上，第 1644 页。

参见前注〔47〕，Karl N． Llewellyn，第 1242 页。

See Duncan Kennedy，A Semiotics of Legal Argument，in Duncan Kennedy，Legal Reasoning: Collected

Essays，Aurora，CO，USA Davies Group Publishers，2008，pp． 87 ～ 146; 参见前注〔6〕，Joseph William Singer，第 6

页，especially note 11。



入错误的一方不享有法律上的救济，另一方可请求实际履行或者赔偿履行利益; ②无论认识错

误是否因当事人自己的过失所致，只要另一方对合同产生了信赖，都有权请求赔偿信赖利益;

③只有认识错误是因当事人自己的过失所致，且另一方已经对合同产生信赖，另一方才可以请

求赔偿信赖利益 ( 区别于履行利益) ; ④公平裁判法，即法官 “综合考虑个案案情”后作出判

断，以保证“交易公平”或避免“不当得利”。〔57〕 对于这四种解释方案，法官是不太可能根据

某种概念术语本身或者形式化的教义学说作出选择的。
然而，在法律的确定性和客观性问题上，肯氏现实主义却与霍氏现实主义、卢氏现实主义

分道扬镳。在批判法学家看来，无论是霍姆斯，还是卢埃林，在有一点上与他们所批判的经典

法学理论并无二致: 即始终相信法律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确定性基础，法官在法律解释和适用活

动可以排除个人主观偏好，通过发现和应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基础来为现实生活中的个案提供确

定性结论。〔58〕 只不过，他们所信奉的客观基础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别而已: 在经典法学理论那

里是近乎科学的概念逻辑，在霍姆斯那里是在历史长河中呈线性规律式的主导阶级的主导意识

形态，在卢埃林那里则是特定社会在特定行业上分享的规范。〔59〕 在批判法学看来，那些关于法

律的外在客观确定性来源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是一些法学理论家用来吓唬人们

( 包括法律人) 、让其相信和尊崇各种私法教义的伎俩。因为，人们很可能担心，要是法律没有

一个客观的确定性来源的话，司法裁判和社会生活就一定会陷入霍布斯所描述的混乱状况

( 尽管，如后所述，这种担忧并不成立) 。诸如 “公法 /私法”之类的二元划分具有强大的误

导性。〔60〕

在批判法学家看来，无论我们是否看到，也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司法判决都受到法官

个人主观偏好的影响，是法官个人主观偏好和其他社会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肯尼迪根据

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对待自身个人偏好的态度将法官及其判决分为 “善意的”和 “恶意的”两

种:〔61〕 前者发自内心地希望排除个人主观偏好对法律解释及其适用的影响，寄希望于通过对各

种法律文本及其解释技术的运用来得到客观的法律结论。这类法官虽然主观上是 “善意”的，

但他们的判决并不一定具有确定性，因为，法律文本如 “认识错误”案所呈现的那样，形式化

的解释技术本身并无法对四种解释方案作出评判。而“恶意”的法官不仅具有明确的个人偏好，

而且有意识地在法律操作中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偏好。例如，在 “认识错误”案中，持利己主

义取向和持利他主义取向的法官在四种方案中很可能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62〕 更严重的问题

是，这类法官并不在判决中坦诚地披露影响其决策的个人偏好，而是用各种形式主义解释技术、
教义学说来“偷运”其主观偏好，让人误以为是某种客观的技术或者公理决定了最终判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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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62〕

Duncan Kennedy，The Political Stakes in“Merely Technical”Issues of Contract Law，European Review of

Private Law， ( 10 ) 2002， pp． 7 ～ 28， available at http: / /direitorio． fgv． br / sites /direitorio． fgv． br / files /

08ThePoliticalStakesin Merely Technical_0． 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2 月 26 日。

参见前注〔6〕，Joseph William Singer，第 8、25、27 页。

See Duncan Kennedy，Form and Substance in Private Law Adjudication，Harvard Law Review，89 ( 1976 ) ，

pp． 1685，1642，1764，especially note． 151 at 1764．

对各种二元划分理论的系统批评，参见 Robert Mangabeira Unger，Knowledge and Politics，New York:

First Free Press，1975。

See Duncan Kennedy，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 157 ～ 164，183．

参见前注〔57〕，Duncan Kennedy。



也是为什么肯尼迪认为其 “恶意”的主要原因。
在批判法学家看来，法官不应当迷信所谓纯客观的形式化解释技术、教义学说，不应当迷

信所谓的非政治化的私法领地 ( apolitical private law) ，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形式化对立和矛盾。相

反，法律人需要主动揭示那些被形式化技术、教义学说所掩盖的真实政治、经济现象，特别是

“左派”法学家所关心的社会不平等和集体压迫现象。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需要主动审视法

律和司法判决的现实政治、经济影响，主动披露和阐明其内心真实立场，让社会受众知道其到

底在打什么牌 ( the player and the cards) ，〔63〕 如到底是基于利己主义取向还是基于利他主义偏好

选择了某一种“认识错误”的解释结论。这样才能真正满足法律的公开性要求，让那些现实影

响司法决策过程的因素被社会公众所认知和批评。〔64〕 当然，这既不等于承认法官的武断决策，

也不等于宣称司法判决毫无确定性可言，更不等于走向法律虚无主义。〔65〕

( 四) 包容性现实主义

霍姆斯、卢埃林和肯尼迪共享着实用主义思考基因，即致力于将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从形而

上学式地追问某种先天存在的基础和答案中解放出来，让法律人的思考回到社会生活现实。而

新世纪出现的私法新思维运动者同样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基因，强调法律思维要贴近社会生活实

践，谨慎对待法律的概念体系和教义学说。〔66〕

新思维运动者认为，此前的法律现实主义者在探究法律作用过程 ( 特别是法官的法律解释

和适用过程) 的真实面貌时，都表现为一种单向度思维: 一方面，一味地去概念化和去结构化，

几乎一律否认法律概念体系和教义学说在法律作用过程中的角色和意义，“使法律研究成了零敲

碎打”〔67〕; 另一方面，将法律作用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如霍姆

斯所说的社会主导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卢埃林所称的特定社会共享的行业认识和规范、肯尼

迪所言的法官的个人主观政治偏好。这类现实主义思维都希望把复杂的现实和法律归结为某个

单一的维度来理解，是谓单维的实用主义。
在新思维运动者看来，单维实用主义还不够实用，并没有揭示法律真实作用过程的全貌。

从实用的立场来看待法律及其作用过程的视角远不止一个，相反，可以是多维的。只要是贴

近社会现实生活的维度，能够反映法律作用于社会的真实过程，都值得重视。法律人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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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参见前注〔6〕，Joseph William Singer，第 32、62 ～ 63 页。

See Julius Stone，Fictional Elements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A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ocess，

Sydney Law Review，1 ( 1954) ，pp． 344，349．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美国法学家还是中国法学家，都存在严重的误解。具体来说，在批判法学家看

来，法官在司法中实现自身主观偏好的努力面临一系列约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一方面，法官也是人，知

冷暖、懂人情，尽管具体感知不一样。允许法官坦诚面对法律的政治经济影响并不等于法官就会胡作非为。另

一方面，法官的司法裁判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活动，不仅需要面临来自上级法院和其他监督机构的程序监督，而

且还需要面对来自社会公众的评价压力。即便是法官个人认为更好的判法，如果其认为难以说服监督机构和公

众，其很可能放弃或者折衷个人主观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表现出了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既不是

来源于某种客观存在的基础，也不是绝对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语境化的切实观察。批判法学家同样认识到了

法律确定性和法治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所主张的法律确定性的来源和法治的版本与前人都有重大差

别。参见 Bingwan Xiong，Chinese Jurists’Misconceptions of Critical Legal Studies，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12

( 2017) ，pp． 310 ～ 332。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50 ～ 1651 页。

前注〔35〕，陆宇峰文，第 96 页。



一种多元包容的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法律。例如，法律的概念体系和教义学说并非都像霍姆

斯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大量私法概念术语及其体系结构安排、教义学说都有实用的

一面。诸如权利、义务、责任、免责事由、物权法定、约因、过错等概念术语和大量教义学

说在人类法律思想史和实践史上不仅从未销声匿迹，反而表现出了坚韧的生命力。事实上，

单维的实用主义从未垄断学术市场，即便在 《哈佛法律评论》这一单维实用主义的 “主战场”，

也未曾垄断过。即便在单维实用主义广为盛行的时代，在积极肯定的意义上强调私法概念术语、
教义学说和道德性的专题学术论文，也曾在同期大量刊载于 《哈佛法律评论》，且得到的学术关

注度不容小觑。富勒 ( Lon L． Fuller) 、哈特 ( Henry M． Hart) 和弗里德 ( Charles Fried) 就是这

方面的代表人物。〔68〕 即便在今天，从概念术语和教义学说的建构主义导向编写的私法教科书也

同样不容忽视，如与肯尼迪同在哈佛法学院任教的史密斯教授、戈德伯格等所编写的财产法、
侵权法教科书。〔69〕

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私法概念术语和教义学说至少与单维实用主义所强调的 “公共政策”、
“行业共识”和“政治偏好”一样，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70〕 法律的作用过程当然有卢

埃林说的法官和市民行为学的一面，但同时也离不开法律概念术语的支撑。〔71〕 法官的司法活动

的确很可能受到法官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但在包容实用主义者看来，“并没有必要像肯尼迪那样

把法律简单地定性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的角力场” ( 尽

管这是对肯尼迪的误读) 。〔72〕

进一步讲，私法的新思维运动者认为，社会现实是复杂多元的。只有去耐心品味和考察每

一个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社会运行的真实理解的面向，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身处的复杂世界有更

切实准确的把握。〔73〕 否则，就是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以至于最后失去了对原貌的理解。在

私法的独立性问题上，包容性实用主义者并不否认政府在私法运行中的角色。毕竟，“私法也是

法，因此，政府必然牵涉其中”〔74〕，具有政治性。然而，私法的这种政治性主要不是党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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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74〕

See Lon L． Fuller，Reason and Fiat in Case Law，Harvard Law Review，59 ( 1946 ) ，pp． 376 ～ 392; Henry

M． Hart，Jr． ，Holmes’Positivism-An Addendum，Harvard Law Review，64 ( 1951) ，pp． 929 ～932; H． L． A． 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Harvard Law Review，71 ( 1958) ，pp． 593，606 ～615; Charles Fried，Book Review，

Harvard Law Review，93 ( 1980) ，pp． 1858，1860，1867． 转引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48 页。

See John C． P． Goldberg ET AL． ，Tort Law: Responsibilities and Redress，Aspen Publishers，2008; Thomas

W． Merrill ＆ Henry E． Smith，Property: Principles and Policies，Foundation Press，2007． 转引参见前注 〔3〕，John

C． P． Goldberg，第 1655 页。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50 ～ 1651 页。

同上，第 1651 页。

同上注。但如前文所述，批判法学常常被法律同行所误解，包括被误解为极端主义者。戈德伯格教

授在这里对肯尼迪的理解便是一个例证。肯尼迪教授并没有说“法官必然是极端利己主义”或“极端利他主义

的”。相反，肯尼迪认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频谱，法官的个人价值取向可能出于该频谱中的任何一个位

置。此外，肯尼迪也并没有认为法官一定会受到其主观偏好的影响。除了前文所述的那一类“善意”的法官之

外，还有一类法官会在一些问题上下意识地作出相似的选择，因为，在借债还钱等日常问题上，即便是价值取

向不同的法官也会分享相似的直觉，作出相似的下意识选择。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详见前注〔65〕，Bingwan

Xiong。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50 页。

同上，第 1640、1658 页。



而是在私法的监督和执行机制上的政府依赖性。〔75〕 政府涉入私法的方式与作用于公法领域的方

式有着重大差异。单维实用主义一味否定私法的独立性，将所有法律问题都归结为与政治权力

和经济利益争夺相关的公法问题。“这种努力实际上不过是在塑造一种新的教条，把 ‘政府’和

‘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挤压进一个单一的模子。”例如，在这一模子中，政府与公民在民事诉

讼中的作用关系与二者在刑事诉讼案件或者社会福利分配事宜上的互动关系毫无差别可言，尽

管这种判断违背了基本常识。〔76〕 再如，单维实用主义将把民事损害赔偿、行政罚款和公共税收

归结为同一码事情; 把财产法问题简单地归入合同交易，把合同法问题化约为侵权，最后再把

所有私法问题化约为成本和风险的分散、控制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将立体复杂的社会简化为一

种扁平结构，〔77〕 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立体型的认知。特别是，美国法院偏爱的惩罚性赔偿，希

望藉此发挥民事责任的管制功能，但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政府监管行为的运作和监管逻辑、规则

与民事诉讼是有重大差异的，如是否需要接受合宪性的审查。〔78〕 单维实用主义在一百多年来一

直批评那些虚幻的私法教条，但却没想到自己却滑入了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

总之，私法新思维运动者一方面延续了百余年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法学理论和法律思

维要接地气，能够反映真实世界的运作过程。但他们反对单维实用主义前辈将立体世界扁平化

的思维倾向，特别是反对单维实用主义主张的 “法律概念和教义必然无用论”、“私法怀疑论”。

同样重要的是，新思维运动者在主张回归私法概念和教义的同时，并不希望导致现实主义运动

之前的教条主义或者纯粹教条主义的回潮。相反，他们强调在实用主义轨道上重塑私法概念术

语和教义学说，深入阐明法律概念术语及其教义学说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力和解释力 ( reflective
and explanatory power) ，搞清楚它们到底是如何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拼弃那些看似高深

莫测、实则空洞虚幻的东西。〔79〕 包容性实用主义强调认真对待私法律概念和教义，重视私法区

别于公法的内在独特性，但并不将它们等同于纯逻辑推理或者数学演算，更不为私法预设一个

先天存在的客观基础，或者说应然意义上的“善”。相反，私法的新思维在应然价值取向上秉持

一种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让那些即便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讨论者也能够在一起建设性地讨论私

法的概念术语和教义学说，探求概念术语和教义背后的共识性规律。〔80〕 即便是在价值取向和法

治目标上相同的法律同行，也有必要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去讨论实现这一目标的更优制度方案，

而不能因过度痴迷于某种理想目标而开出不经济的药方，最终得不偿失。〔81〕 特别是，私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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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80〕

〔81〕

同上，第 1658 页 ( “The New Private Law readily acknowledges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state． Private law is

inherently political，not in the sense of being partisan，but in the sense of being overseen by and realized through the

state”) 。

同上，第 1651 页。

同上注。

同上，第 1659 页。

参见前 注 〔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00、1716 页，at 1700 ( “The

alternative to the bundle should not be a return to prerealism or pure doctrinalism． Unreflective conceptualism or formalism

is a nonstarter and is not what the New Private Law is about．”) 。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62 页; 前注 〔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23 ～ 1725 页。

See generally Henry E． Smith，Mind the Gap: The Indirect Relation between Ends and Means in American

Propertyt Law，Cornell Law Review，94 ( 2009) ，pp． 959 ～ 989．



思维强调广泛诉诸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认知科学等被经典私法学视为外部知识并拒之门外

的学科知识，从而不断丰富我们关于私法作用过程的新认识。〔82〕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现转入微观视角，回到文初介绍的财产法译文中的具体问题。

四、财产法的新视野: 从 “权利束”走向 “模块化”思维

在财产法这一微观层面， “权利束”理论是单维现实主义去概念化和去结构化的代表性作

品。这一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财产权形态的多样性和弹性，同一宗财产上的财产

权有进行多元分割的可能性，进而用于实现各式各样的财产利用目的。“这与科斯所描绘的 ‘零

交易成本’世界有几分相似”，是一种有价值的假象性理论建构。〔83〕 例如，立法者和法官为了

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可以对诉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权关系进行调整，以直接实现相应目

标或者激励当事人在未来采取符合相应目标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对在政治立场上偏 “左”的批

判法学家而言，“权利束”理论对于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是有重大意义的。包括财产权在

内的私权机制在赋予私人对特定财产的控制权的同时，也常常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既有利益格

局，包括阶层、种族、性别方面的不平等格局。而财产权的弹性机制则意味着，法官可以在个

案中根据实现特定社会平等目标的需要，随时对既有财产权的内容作相应的调整，而不用受某

种固有的财产权结构或者教义学说的束缚。〔84〕 类似地，对一些法律经济学家而言，弹性化的

“权利束”概念意味着，法官可以为了追求更经济有效的社会生产和交易方式，对既有的财产权

( 以及整个私权体系) 进行重新配置。〔85〕

然而，在新思维运动者看来，“权利束”理论在打破前现实主义时代的极端形式主义 ( pre-
realist formalism) 和教条主义之后，却被现实主义前辈逐渐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即完全忽视财产

权形式化和结构化的实用价值，把财产权安排仅仅是视为权威机构事后为 “明智”的公共决策

贴上的一个标签。〔86〕 任何关于财产权形式化和结构化的主张都被视为清晰思考和社会秩序重构

的障碍。〔87〕 新思维运动者认为，这样的“权利束”理论明显还不够现实主义。这是因为:

一方面，一个高度弹性的财产权机制将赋予权威决策机构肆意干涉个人财产安全和自

由的口舌，损 及 法 治 的 稳 定 性 和 可 预 期 性，违 背 了 “有 恒 产 者 有 恒 心”这 样 的 人 类 常

识。〔88〕 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真实世界的财产权现象并非如此。这就好比，真

实世界的交易成本并非科斯假想的 “零”状态，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而对于法律史上大

量长期存续的财产权结构化现象 ( 如对所有权的排他力的强势保护; 对物权法定主义的坚持

等) ，此前的现实主义者既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也没有尝试去搞清楚这些现象背后是否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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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84〕

〔85〕

〔86〕

〔87〕

〔88〕

参见前注〔3〕，John C． P． Goldberg，第 1663 页。

参见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696 页 ［此处参引 R． H．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3 J． L． ＆ Econ． 1，7 ( 1960) ］。

See Duncan Kennedy，supra note 61，at 6，8 ～ 11．

参见前注〔2〕，Lee Anne Fennell，第 1978 页。

See Edward L． Rubin，Due Proces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California Law Reviw，72 ( 1984) ，p． 1086．

See Thomas C． Grey，The Disintegration of Property，in NOMOS ⅩⅩⅡ: Property 69 ( J． Roland Pennock ＆

John W． Chapman eds． ，1980) ，cited in Smith，supra note，at 1692，1697．

参见前注〔1〕，冉昊文，第 84、94 ～ 95 页。



有道理。〔89〕 甚至可以说，此种高度弹性财产权观念有违人类在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财产权观念

的“常识沉淀”。〔90〕

新思维运动者强调，要想切实理解财产权的运行逻辑，就有必要重新回到财产权的结构化

思维，在对大量既有的财产权结构化现象予以尊重的基础上，去细致地甄别到底哪些结构化安

排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去搞清楚为什么有些模块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另一些是普遍

不存在的。〔91〕 这就类似于在假象建构一个 “零交易成本社会”、认识到社会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之后，去细致地分析现实社会到底面临哪些交易成本，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去控制这些成本。
( 一) 财产权的模块结构与信息成本

在私法新思维关于财产权的结构化现象的观察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史密斯和梅里尔等

所阐释的“模块化”现象 ( property as modularity) 。〔92〕 在新思维运动者看来，尽管私人在现实

生活中可以创设的财产权形态丰富多样，且国家立法和司法等权威机关常常为了实现特定公共

政策目标对私人的“财产权束”进行增减，但是，历史上的财产权总是以一种标准化的模块形

式 ( in the form of standardized modurality) 出现，而不是一种毫无规律可言或者说可以随心所欲

地创设、干预的财产权“杂烩束”。
财产权之所以会以模块化的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界定、描述和呈现财产权的信息

成本所决定的。〔93〕 单维现实主义认为财产权在实质上并不是 “人对物”的关系，而是 “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在新思维运动者看来，这一观察无疑是准确地。但正是财产权的 “人际关系”
属性决定了，一个人对一宗财产的控制关系 ( 财产权) 需要得到准确的界定和描述，从而可以

呈现给其他人 ( 特别是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同伴) ，以便于被其他人所理解和尊重。
在一个理想的 ( 假想的) 情境中，每一位其他人与该宗财产的每一次 “相遇” ( 以及因此

而产生的与该财产权人之间的财产权关系) 都能够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协商或者法律的事前

规定来作出安排和描述，以保证当事人之间能够在该宗财产上和谐共处 ( 赢) 。例如，在春耕初

期，一个陌生人为了抄近道，赶着羊群穿过一片正在犁耕的土地，不仅能够帮助松土，而且还

可能留下粪肥。即便在初春时节，羊群无处觅食，仅有冬小麦已经初长成。而让羊群适度啃食

冬小麦有利于小麦分叉，进而增加麦株的结穗数量，提高亩产。小麦主人和羊群主人同样能够

实现双赢。无论是自由谈判还是法律规定，都会允许陌生人的羊群穿过甚至逗留。而在播种以

后，无论是自由谈判还是法律规定，都会禁止羊群穿过土地。凡此等等，一事一议。在此种假

想的情境中，财产权的确可以像 “权利束”理论所说的那样进行随心所欲的安排，无需受到某

种结构化安排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财产能够通过高度碎片化 “权利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最大限地发挥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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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参见前 注 〔2〕，Thomas W． Merrill，第 153 页; 前 注 〔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692、1700 页。

前注〔1〕，冉昊文，第 91 ～ 92、95 ～ 96 页。

参见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699 页。

同上注; 前注〔2〕，Thomas W． Merrill。

同上，第 1698 页。史密斯教授关于界定、描述和呈现财产权的信息成本的更多讨论，See Henry E．

Smith，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Property: Delineating Entitlements in Information，Yale Law Journal，116 ( 2007 ) ，

pp． 1742，1751 ～ 1753; Henry E． Smith，Exclusion Versus Governance: Two Strategiesfor Delineating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1 ( 2002) ，S． 453 ～ 488。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境遇是纷繁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使得当事人之间不可

能通过自由谈判来就每一次 “相遇” ( 和相应的财产权关系) 作出安排。这不仅是因为土地所有

人并不是时刻都在土地上，无法看到陌生人每一次通行; 也不仅是因为一事一议的谈判需要耗

费过多精力; 而且还因为，当事人之间通过谈判约定的内部财产权关系有可能会对其他无数的

外部社会同伴 ( 如潜在交易人) 产生实质性影响，当事人同样难以与外部关系人就未来可能产

生的财产权关系一一作出约定。类似的道理，国家立法也不可能对每一次 “相遇”作出事前规

定，国家根本不具备这样充分的信息，或者说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去搜集和处理这些信息。这

也是为什么，国家立法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将私人创设和持有的财产权予以标准化，让私人财产

权以模块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简化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和处理的财产权形态的复杂性，并

减轻其他人为了理解和尊重财产权而付出的信息处理成本。〔94〕 在这个意义上，将财产权模块化

是实现物尽其用的一大手段，也可以说是为了应对财产权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成本而做出的一种

妥协。而“权利束”理论无法反映和处理这一问题。〔95〕

这同时也决定了，财产权的标准化程度取决于潜在交往当事人的身份，特别是取决于财产

权人与交往者之间的熟悉程度。财产权人与交往者之间越陌生，财产权的标准化程度就越高;

反之，越熟悉，标准化程度越低。〔96〕 具体来说:

1． 在陌生人之间，财产权以高度标准化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十分简明的 “排他性”权利形

态 ( exclusion) ，非经财产权人同意，任何陌生人不得进入和使用该财产。否则，陌生人将被认

定为侵害了财产权人的权利，并面临诉讼风险和赔偿责任 ( tresspass，conversion) 。且这些责任

通常是严格责任，没有什么抗辩理由。回到前面提到的羊群穿过土地案，在真实的世界中，法

律并没有为每一次“相遇”量身定制财产权关系和法律后果，而是一律赋予土地所有权人以

“排他权”。无论陌生人的羊群穿越土地是增进还是损害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也无论后者在主

观上是否同意前者的穿越，后者都一律被赋予拒绝羊群穿过的权利。
之所以如此简单，是因为: 陌生人数量众多，与所有人相遇的情形千差万别，而以 “排他

权”这样一种简明易懂的模块来界定、描述和呈现土地所有人的权利，有利于减轻各方当事人

在处理复杂“相遇”时面临的信息成本。〔97〕 对陌生人而言，只要知道土地不是自己的，就立刻

意识到“不能碰”，而无需关心和思考“谁是土地所有人”、“土地是否已经出租或抵押”、“羊群的

穿越行为是否符合土地所有人的利益”之类的复杂问题。因为，对陌生人而言，只要知道如何才

能避免损害他人财产并避免赔偿责任即可，根本无需知晓前述复杂的信息。而法律通过简明的

所有权模块或者说规则，将这些复杂的信息隐藏起来，降低与陌生人之间相遇的复杂性。〔98〕

但是，“排他权”本身既不是一种价值取向，也不能代表全部的财产权模块。这样一种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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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作法。” See Herbert A． Simon，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第 195 页

( 1981 年版) ，转引自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25 页，note 138。

参见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05 页。

关于这一点的专题论述，See Thomas W． Merrill，The Property Prism，Econ Journal Watch，8 ( 2011 ) ，

pp． 247，250 ～ 252; 前注〔2〕，Thomas W． Merrill，第 157 页。

参见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02 ～ 1703 页; 前注〔2〕，Merrill，

第 157 页。

同上，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03 页 ( “It then employs information-hiding and

limited interfaces to manage complexity”) 。



简明 ( 且普适) 的财产权模块只是财产法体系的基石和起点而已。法律为了追求 “高效交易”、
“物尽其用”等各种价值目标，需要创设或承认各种新的财产权形态，以满足财产的高效交易、
有效利用的需要。但同样的道理，对财产的这些利用方式同样面临信息成本的约束，财产权同

样会以不同程度的标准化模块出现，而不是可以随意创设的 “大杂烩”。只不过，这些新的模块

具有更浓厚的语境化色彩 ( contextual) ，是根据具体语境设定的，而不是向“排他所有权”那样

普遍适用于所有财产。〔99〕

2． 在共有人或者其他内部人 ( insiders) 之间，财产权的标准化程度常常可以忽略不计。同

一个财产权模块以内的权利人可能是多个自然人或者其他私主体，他们共享这一块财产权。毫

无疑问的是，这些内部人之间也将发生财产权关系，且事关每一个内部人的利益。但这些内部

人之间的财产权关系通常是通过合同约定或者各式各样的非正式规范来界定和呈现的，几乎没

什么标准化可言。无论是房屋的共有人之间，还是信托财产的委托人与受托人，都可以自由地

设计相互间的财产权关系; 而公寓室友之间如何分配卧室、如何分享公共空间、谁负责做饭、
谁负责扫地等事宜则通常是由高度多样化的非正式规范来调整的。

这些现象同样可以通过界定和呈现财产权的信息成本来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一方面，

这些内部人之间相互熟悉、交往频繁，就相互间的财产权关系作出个性化约定的成本并不高。
另一方面，内部人之间的财产权的影响范围一般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内部人之间，并不会给其他

人造成外部性信息成本，因此没有必要予以标准化。〔100〕 这与陌生人间财产权的标准化程度形成

鲜明的对比。
3． 在潜在交易人之间，财产权以中等标准化的形式出现。在人际熟悉程度上，潜在的交易

人介于陌生人与内部人之间。相应地，潜在交易人在寻觅潜在交易对象时所面对的财产权标准

化程度要比陌生人情形低，但比内部人之间高。换句话说，从潜在的财产权出让人的角度看，

财产权人可以享有的、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的财产权 ( 物权) 的类型是有限的。这种具有对抗

第三人效力的财产权虽远不限于 “所有权”这一种，但也不像内部人那样可以自由创设。这也

就是大陆法系民法中常说的物权法定主义。〔101〕 因为，如果财产权的公示系统不够统一和便捷，

则潜在的交易人将付出大量成本，去调查那些具有对抗第三人法律效力的财产权的信息。需要

调查的物权类型越多，则潜在交易人面临的信息成本越高，以至于在达到特定节点后高于因财

产权交易带来的社会收益。而各国普遍实行物权法定原则，将具有对抗交易第三人法律效力的

财产权标准化为有限的几种类型，就是为了控制潜在交易人所需调查的潜在物权类型和成本。
“而对于票据这类旨在实现高速流通性的财产权 ( 货币是极端的票据) 而言，需要将潜在交易人

所面临的信息成本控制在最低幅度。”〔102〕 这也是为什么票据和票据权利的标准化程度特别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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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102〕

同上，第 1704 ～ 1705 页。

参见前注〔2〕，Thomas W． Merrill，第 157 ～ 158 页。

史密斯和梅里尔关于财产权标准化理论的早期讨论主要是围绕 “物权法定原则”展开的 ［Thomas

W． Merrill ＆ Henry E． 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in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Yale Law

Journal，110 ( 2000) ，pp． 1 ～ 8］。尽管这一讨论在与“物权法定原则”这一具体事例的信息成本的估算上并不妥

当 ( 参见 Henry Hansmann，ReinierKraakman，Property，Contract，and Verification: the Numerus Clausus Problem and

the Divisibility of Right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1 ( 2002) ，pp． 373，382］，但其关于财产权标准化现象及其背后

的信息成本原理的讨论，是很有见地的。

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03 页。



原因，以至于在货币这一极端情形，财产权的标准化程度与陌生人之间的财产权并无差异。
不过，一方面，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登记系统的发达程度的影响。对

于不动产和具有可编码和登记性的动产而言，如果存在统一的登记公示系统，潜在交易人可以

便捷地获取同一宗财产上的财产权登记信息，物权的自由创设行为并不会对其信息获取成本产

生实质性影响。且允许自由创设和登记物权不仅能明显促进对物进行更有效的分割和利用，而

且更有助于发挥搭建登记系统时所投入巨额固定成本的价值。因此，允许物权自由创设，降低

财产权的标准化程度要求，是可行的。〔103〕

另一方面，一旦潜在交易人确定交易对象，那么，其与交易对象之间的交往频繁度和熟悉

程度进一步增加。二者之间可以围绕拟交易财产设定的财产权的个性化程度随之增加，甚至接

近于内部人之间的财产权形态的个性化程度。〔104〕 毕竟，这种通过合同约定的财产权具有封闭

性，只要不希望赋予财产权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其并不会给其他人造成信息搜集成本。
( 二) 财产权模块结构的局限与弹性

与“权利束”理论相比，“模块化”理论对现实世界中的财产权现象具有明显的反映力和解

释力优势。其不仅反映了陌生人、共有人和交易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财产权形态的结构化规律，

而且还从信息成本的视角对这一规律作出了有力的解释。用史密斯教授自己的话来说，“‘模块

化’理论为‘对物权’这类财产权观念填充了实质内容，是一种真正的理论。”相比之下，“所

谓的‘权利束’理论是如此的空洞，以至于根本无法称作财产权理论。”〔105〕 “权利束”理论顶

多是一种类似于“零交易成本社会”的假象情境，有启发性但缺乏反映力和解释力。
不过，在新思维运动者看来，务实的财产法理论并不能停留于 “模块化”理论，还需要看

到“模块化”理论的解释力局限。就如包容性实用主义在批评单维实用主义时所强调的那样，

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都有可能出现过度简化的问题，减损其实用性。“模块

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财产利用和流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成本问题，反映了 “物尽其用”这一

理想价值目标对现实世界中 “信息成本”的妥协。然而，阻碍 “物尽其用”这类理想价值目标

实现的因素并不限于“信息成本”，还包括溢出效应 ( spillovers) 、〔106〕 规模利用和平等分配等大

量更具个性化的因素。这也就决定了，财产权 “模块”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以适应个性化语

境中的特殊治理要求，从而根据现实语境对财产实现真正的 “物尽其用”和平等分配。
例如，在相邻关系中，邻居之间的关系与陌生人关系和内部人关系都不同，与潜在交易

人之间的关系也有重大区别。相邻的财产之间常常具有相互依赖性，一宗财产的有效利用常

常需要邻居提供各种便利 ( 如通行便利) 或者保持某种克制 ( 如保持安宁 ) 。除通行便利、
保持安宁等典型的邻里需求之外，邻里之间的协助需求或者克制要求基于特定具体情景，很

可能以十分不规律的形态出现。这些情境中的财产权不太可能标准化为财产权模块，而需要

个案判断。〔107〕 这同时也意味着，邻居享有的标准化模块将因此被剪裁，且是一种没有规律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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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106〕

〔107〕

物权自由创设行为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但此类限制应采“负面清单”模式，即

“物权自由 + 个别排除”模式。关于这一点的更系统论述，可见常鹏翱: “体系化视角中的物权法定”，《法学研

究》2006 年第 5 期，第 3 ～16 页; 张鹏: “物债二分体系下的物权法定”，《中国法学》2013 年第 6 期，第 67 ～78 页。

参见前注〔2〕，Thomas W． Merrill，第 158 页。

前注〔2〕，Henry E． Smith，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第 1725 页。

同上，第 1703 页。

参见前注〔2〕，Thomas W． Merrill，第 159 ～ 161 页。



裁，是一个反标准化的过程。

再如，财产权模块的经济价值有时受到规模效应的影响，同一宗财产上的多个财产权模块

或者多宗财产上的财产权聚合在一起利用的经济价值要高于单个财产权模块或者单宗财产分别

利用价值之和。换句话说，财产权的经济价值具有波动性，而不是线性增长的。〔108〕 在另一些较

为极端的情形，即便先前有大量财产权模块或者多宗财产聚集到一起，但如果最后关键的那一

个模块或者那一宗财产缺失了，那么，先前的规模化聚集根本无法产生规模效应，甚至造成浪

费。芬内尔教授曾用修桥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即便筑桥的大多数材料模块都已安装到位，

但在最后那一块材料安装之前，之前聚合的材料根本无法发挥经济价值。〔109〕 这也是在特定情形

下赋予政府征收权或者其他私权管制权的原因，以保障财产权规模效应得到发挥，尽管政府政

策面临比较高的决策失误风险。〔110〕

财产价值的非线性增长特点一方面挑战了单维实用主义推崇的 “权利束”理论，另一方面

也构成了“模块化”理论的例外情况，同样对财产权模块提出了弹性要求。具体来说，一方面，

财产权并不像“权利束”理论说的那样，可以进行随机分割和组合，财产权束中的每一种具体

财产权的价值符合线性增长规律。财产权之间并非完全散乱的大杂烩，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

另一方面，与相邻关系类似，财产权的规模效应或者说财产权价值的非线性特点只是从反面说

明了财产权不是什么样的，但并没有说明应该是什么样的，同样只能是个案判断，难以模块化。

即便是各国法律普遍赋予政府在追求公共利益时以征收权，但并无法对 “公共利益”进行高度

的标准化，而是在列举典型情况之外采取开放式条款，并配以决策程序控制。

五、中国启示: 私法的独立性与私法教义的供给模式

前文对美国正在发生的私法新思维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包括其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这一场远未结束的学术思想运动，其最终发展结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特别是，在这一场

学术运动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派。虽然他们的学术趣旨相似，即重拾私法的独

立性、私法概念和教义的重要性，甚至还有共同的反单维现实主义的情绪因素，但他们所采取

的学术路径并不相同。一些运动参与者倾向于从严格的内在视角来观察和解释私法，而另一些

运动者则倾向于从外在功能的视角来评价私法。〔111〕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场思想运动已经对美国的私法学术话语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

一点在新思维运动最初发端的财产法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权利束”概念在英文图书文献中的

兴衰史就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点。如前文所述，在普通法系，“权利束”概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

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中被逐步提出和推广的。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 (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提供的数据较为形象地反映了 “权利束”概念的兴衰史。如果以 “bundle of rights”作

为搜索关键词，在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上检索 1860 年至 2008 年间的英文图书文献，则可以获得

·841·

清华法学 2018 年第 1 期

〔108〕

〔109〕

〔110〕

〔111〕

参见前注〔2〕，Lee Anne Fennell，第 1958 ～ 1960 页。

同上注。

同上，第 1971 ～ 1972 页。

参见前注〔1〕，Henry E． Smith。



如下图示。〔112〕

我们可以从上图中看出，“权利束”这一术语在 19 世纪 60 年代首次出现之后，先经历了一

段缓慢的增长。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其被使用的频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并在 20 世纪

末达到顶峰。这一时间段恰好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历程相重合。甚至可以说，

“权利束”观念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史，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113〕

然而，进入新世纪，“权利束”概念的出现频率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虽然这一历史拐点的发生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鉴于这一拐点的特殊发生时间，没有比新世纪以来美国财产法领

域的“模块化”思维更具解释力的理由了。〔114〕 至于这一场思想运动对美国法律实践的影响或者

说将形成的影响，不仅需要另题专门研究，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的时间观察。然而，这并不妨碍

我们站在中国私法学的视角来初步评论这一场学术思想运动，思考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

教训。特别是，这一场运动的前后有着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多种

不同法律观察和分析视角之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可能性。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制度和学

说发展史除受本土经验的影响之外，还具有浓厚的复合继受特点。来自欧洲、美国等不同法域

的多种法律思想正在同时竞争中国的法律思想市场。这一点在私法学领域同样明显。〔115〕 对于我

国这样一个正同时经历多种不同视角之竞争的法域而言，无论是在私法理论上 ( 或者说一般的

法学理论上) 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大洋彼岸的这一场新思维运动提供的启示都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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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

〔114〕

〔115〕

See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available at https: / /books． google． com /ngrams /graph? content = bundle +

of + rights＆year_start = 1800＆year_end = 2000＆corpus = 15＆smoothing = 3＆share = ＆direct_url = t1% 3B% 2Cbundle%

20of%20rights%3B%2Cc0，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4 月 2 日。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能够提供的最近文献检索年

代为 2008 年，收集了 520 万本数字化书籍。尽管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所收藏文献的完整性有待进一步考察，但

“520 万本”这个藏书量也足以让我们去采信相应的统计信息。在英语法律文献中，这一统计数据信息源也得到

了重视。See Daniel B． Klein，John Robinson，Property: A Bundle of Rights? Prologue to the Property Symposium，Econ

Journal Watch，8 ( 2011) ，p． 193，194．

至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下行数据，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解释依据。不过，笔者推测，这很可能与“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在那一时期，整个法学家阶层的法律学说创建活动都很可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而受到抑制。

参见前注〔112〕，Daniel B． Klein，John Robinson。

侵权责任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ee Jacque deLisle，A Common Law-like Civil Law and a Public Face for

Private Law: China’s Tort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TOWARDS A CHINESE CIVIL COD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353，353 ( Martinus Nijhoff 2012) ．



鉴于本文的写作目标和篇幅限制，这里略述一二。
新世纪的私法新思维运动者虽然致力于回归私法的内在独立性，重拾私法概念体系和教义

学说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这种努力仍然是一种务实导向的。他们认为私法有区别于公法的内在

独立性，是因为他们认为私法有自身独特的运转规律，并努力去深刻揭示这些规律 ( 如财产权

结构化现象背后的信息成本原因) ，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私法的独立性”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

好东西。他们认为有必要坚持部分私法独有的概念体系和教义学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概念

和教义本身具有实用价值，对现实生活世界具有强大的反映力和解释力，能够反映和解释现实

社会的真实运作规律，而不单单是因为私法概念和教义是 “祖传秘方”或者“进口洋货”。这也

就意味着，关于私法独立性、私法概念和教义的知识，是与对相应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同

步生产、供给和传播的。而这些规律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还可以是认知科学的。
这还意味着，即便是所谓的“内在私法规律”，同时也是一种“外在”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史

密斯教授预测，“随着私法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不断发展，两个方面最终会融合起来”。〔116〕

实际上，欧洲大陆和英联邦国家的私法学也正变得日益开放，越来越重视私法与公法的互

动，日益明确地承认和引入政治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和哲学等外部知识。〔117〕 但就如欧洲私法

同行自己所评价的那样，与欧洲私法学同行在这方面的努力相比，美国私法新思维运动者对私

法独立性的强调则具有更大的雄心。欧洲同行的这种知识开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严守

私法的内在独立视角为前提的，而且并没有从外部深刻阐释私法独立性的计划和雄心。〔118〕 而美

国私法新思维运动倡导的这种法律知识的复合生产、供给和传播模式，一方面可以避免重蹈单

维现实主义的覆辙，即在从外部视角观察和评价私法时忽视私法内在的独特原理; 另一方面有

助于避免走经典私法理论的老路，发生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
具体到中国语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同时发生:

一方面，中国当代私法学脱胎于片面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集体的单方面服从、国家计划

和管制无处不在的计划经济时期。 “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建设上走过一段弯

路，尤其是从反右斗争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 ［集体］ 利益，否定个

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已趋于极端的社会本位。”〔119〕 以至于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从未听

说过“民法”的概念，更不知道“民法”是什么。〔120〕 即便在今天，刚刚启蒙不久的 “私人自

治”、“公 /私财产权一律平等保护”等观念尚未内化为全民的普遍实践。近年来一些打着 “公共

利益”幌子的暴力违法拆迁现象表明，“公法 /私法”不分的“遗毒”仍有待大力清除。
类似问题同样反映在我国当前民法典编纂进程中关于民法与宪法之关系的认识上。在现代

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无疑在诸多方面构成民法的上位法约束。但当前也

开始出现“民法的泛宪法化”学术思潮，〔121〕 将宪法视为制定民法典的唯一根据，陷入了 “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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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1〕，Henry E． Smith; See also Yun-chien Chang，Henry E． Smith，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ivil

versus Common Law Property，88 Notre Dame Law Review，2012，p． 1。

See Martijn W． Hesselink，The New European private Law: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p． 241 ～ 244．

参见前注〔1〕，Eike Gtz Hosemann。

梁慧星: 《民法总论》 ( 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3 页。

参见王利明: 《民商法研究》 ( 第 1 辑)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序言。

参见韩大元: “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术史的梳理”，《清华法学》2016 年第 6 期，

第 163 页。



依据”陷阱。〔122〕 实际上，早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私有财产是否应获得与公有财产同等的

排他性保护，也引发了同样的合宪性争论。这些认识都没有注意到 ( 甚至根本就没有尝试去理

解) 私法自身独有的规律，包括前文着重讨论的财产权的模块结构和投资激励功能，这一失误

是科学设计和准确理解民法典制度设计的障碍。再如，在是否应当坚持 ( 以及应当在何种意义

上坚持) 物权法定原则的问题上，我国法律学术同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物权法定模式 ( 或物

权自由模式) 在“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 “维护市场交易安全”这两个不同维度上的社会

效应纠缠一起来讨论，未能准确认识和发挥物权自由模式在不动产和具有可编码登记性的动产

领域的制度优势。〔123〕 在这一层意义上，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努力阐述和强调私法的

独特原理和观念、概念术语和教义学说的活动仍有必要。〔124〕

然而，另一方面，在以上学术努力过程中，经典私法理论所面临的脱离社会生活现实的问

题也同步发生了。特别是，一些私法教义学说并不是与其背后的规律性认知同步供给的，至少

供给得很不充分。〔125〕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这些教义学说被建构之后，后续学术研究和司法

实践经常将其“口号化”，变成套套逻辑来使用。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的区分

学说就是典型的例子。近年来，针对我国审判实践中出现的 “强制性规范”的效力判断难题，

提出了“效力性”与“管理性”之分，但并没有同步对这一区分背后的深刻原理和操作技术予

以系统阐述。这也使得，大量法官在实际判决文书中作出了诸如 “因为某规范属于效力性强制

性规范，所以违反该规范的合同无效”之类的说理。〔126〕

甚至可以说，这是我国当代私法学发展过程中时常面临的双重难题。〔127〕 美国的私法新思维

运动带来的一项重要启示就在于，如果我国私法学术同行在坚持私法的内在独立性、建构私法

概念体系和教义学说的同时，能够积极借助外部知识去同步阐明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现实运行规

律，并反过来及时改进既有私法概念和教义，那么，我们有可能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双重难题。
另一项启示在于，就如新思维运动者在阐述包容性实用主义时所观察的那样，社会生活是一个

立体、多维的范畴，我们在侧重从一个维度去观察和建构私法理论的同时，要深刻意识到，还

有从多个维度去观察和评论法律的可能性，〔128〕 并积极尝试换维思考或者多维融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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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依据’陷进”一词来自龙卫球教授的评论，参见林来梵、龙卫球、王涌、张翔: “对话一: 民

法典编纂的宪法问题”，《交大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6 页; 更系统论述，参见龙卫球: “民法依据的独特性

———兼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6 期，第 27 ～ 38 页。

关于这方面的专题论述，参见前注〔103〕，常鹏翱文; 前注〔103〕，张鹏文。

关于这方面的新近努力，参见易军: “‘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私法精义”，《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第 121 ～ 142 页; “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法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68 ～ 86 页。

关于这方面的新近评论，参见张凇纶: “傲慢与偏见: 传统民法学与法经济学”， 《人大法律评论》

2017 年第 1 辑，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1 ～ 117 页。

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分析，参见姚明斌: “‘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 以《合同法解释二》

第 14 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中外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1264 ～ 1265 页。

类似观察，参见前注〔1〕，冉昊文，第 94 ～ 97 页。

米诺教授最近将典型的美国法学研究分为九类，包括“司法学说的重述”、“重构性研究”、“政策分

析”、“关于经济社会及人性的看法”、“关于法律机构、系统或制度行动者的研究”、“批判性研究”、“比较和历

史研究”、“法理学、法哲学研究”，以及综合前述多种类型的研究等。〔美〕玛莎·米诺: “典型法学研究志”，

阎天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3 月 1 日，法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