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思考 文章编号: 1001 － 2397( 2018) 05 － 0067 － 12

收稿日期: 2017 － 12 － 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债

与合同法改革研究”( 17JJD820007)

作者简介: 姚辉( 1964 ) ，男，浙江绍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焦清扬( 1990 ) ，男，江

苏扬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生。

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的重新定位

———以隐私权的规范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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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解释因其“立法化”的品格而扮演着实质法源的角色，亦在我国司法审判

中发挥指引功能。在民法典编纂的视域下，司法解释系属《民法总则》法源条款中的习惯

法，应当继续发挥其辅助立法、引导司法的功能，同时宜适时对司法解释做出整理与归并。

就典型事例来观察，隐私权在我国的发展轨迹为司法解释的上述功能提供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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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独特的民法法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在理论衍生、立法完善与司法适用层面均充

分彰显出得天独厚的优势，最为典型的例证即为有

关隐私权的一系列规范。囿于社会形态、文化传统

与法治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隐私权一直隐匿于我国

民法的立法历程中，而司法解释则极大程度地推动

了隐私权的立法进展，最终促成了民事立法对于隐

私权的肯定和认可，并且逐渐成为隐私权最坚实、

最庞大的裁判依据。时值民法典编纂之际，以探考

司法解释对于隐私权的影响为线索和例证，重新印

证、定位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与实践意义，亦是学者为立法、司法提供理论依

据的应有责任。

一、中国法语境下的司法解释

( 一)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生发与现状

在我国，所谓司法解释广义上是最高司法机关

为了审判机关能够在司法工作中正确适用法律而

作出的指引，是在总结过往的实践经验之基础上所

发布的解释性文件以及针对个案或者适用某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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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作出的批复或意见等①。早在 1981 年，第五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

决议》即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

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这为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而 1997 年最高人民法院亦曾发布《关于司法解释

工作的若干规定》②，其中第 2 条与第 3 条更是明确

界定了司法解释的地位与作用，即“人民法院在审

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

出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

精神，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 同时第 6 条明

定了司法解释的三种形式分别为“解释”“规定”和

“批复”，并且规定了每种形式的功用③。至此，司法

解释进入规范化的轨道，在理论研讨、实践裁判中

被重点关注与广泛运用，与法律法规并存为最基

本、最常用的规范依据，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

各级法院裁判时的“路径依赖”。沿用至今，司法解

释已完成了从单纯的文字解释、个案指导扩展为规

模化的、整体性的、兼备技术性说明与实质性解释

甚至创设性规定的进程衍化，不仅规模庞大、数量

可观④，在内容上亦愈发接近立法。

( 二)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功能与困惑

极富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肇始于我国司法审

判中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却“寻法无源”的情势中，自

始扮演了指引裁判的角色，具有规定细致、操作性

强、极富时效性等特点，能够在司法亟需之时发挥

其应有作用，填补制定法稳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

的缺憾，在审判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得到各

级法院及审判工作者的普遍采用，进而导致对于司

法解释的适用观念也愈发“激进”。2015 年修正的

《立法法》新增关于“两高”作出司法解释的规定，其

第 104 条第 1 款前段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

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

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据此，对于最高人民法

院作出的民事司法解释，系应作为“准立法”看待，

这应该被认为是从立法的角度对司法解释的法源

地位作出了肯定的表态。

然而，司法解释在大量被运用的同时亦生发出

诸多疑惑。由于我国 1982 年《宪法》仅规定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⑤，且 2000 年颁行的《立

法法》亦延续此立场⑥，即既未承认也未否认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故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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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解释的概念界定，学者多有概括，主要有以下几

种观点。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具体案

件时，对如何应用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阐释和说明，包

括“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 参见: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28． )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

司法效力的规范性解释。( 参见: 刘风景． 司法解释权限的界定与行

使［J］． 中国法学，2016( 3) : 207． ) 以司法解释的内容是否反映具体

个案情形为标准，将司法解释分为“具体司法解释”和“抽象司法解

释”: 具体司法解释是在其内容中明确提及某个案件( 即便对该案案

情不予详细描述) ，并以该案为基础对法律理解或适用问题进行解

释; 抽象司法解释就是一种无法从其内容中发现明确的具体个案的

解释( 即便需要解释的问题实际上来源于具体个案) 。( 参见: 沈

岿． 司法解释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J］． 中国社会科

学，2008( 1) : 102; 袁明圣． 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J］． 法商研

究，2003( 2) : 3 －12． )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 2007 年 3 月 27 日颁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并规定 1997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相关条文除了

第六条增加“决定”这种形式外，其他实质内容均未做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 6 条规

定:“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
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 根据

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

定”的形式; 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

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
笔者以“司法解释”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中搜索，可以

得到如下数据: 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司法解释有 519 个( 现行有效

的为 430 个)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司法解释有

112 个( 现行有效的为 99 个) 。( 参见: 法律法规 － 北大法宝［EB /
OL］．［2017 －09 －04］． http: / /www． pkulaw． 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67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四) 解释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 年 3 月 15 日颁行) 第 47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

等效力。”2015 年 3 月 15 日修正的现行《立法法》第 50 条亦是如此

规定。



释存在的正当性、所属位阶的妥适性、所具功能的

效用性等在法律体系内并未能得以协调，由此聚讼

争议不断。质言之，司法解释并非属于传统意义上

的法律，亦难以归位于立法文件，更有法官认为为

解除人们对司法解释“立法化”乃至“泛化”的普遍

质疑，应对司法解释采取“五分法”①作区别看待。

以上争点本质上均直指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

概言之，司法解释自始贴上了“务实”的标签，

其存在的最大理据即是能够填补我国立法的缺漏

与粗疏，修正制定法的刚性有余、灵活不足，弥合现

代司法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与立法的相对滞后所产

生的鸿沟，故基于其所发挥的实质性效用，肯定司

法解释的法源地位无可厚非。但是，“孱弱的立法

+强大的司法解释”这一运作模式被理论界持续抨

击，司法解释的大量存在与适用也确实对我国民事

立法体系造成一定的混乱与不确定。面对民法典

编纂这一历史机遇，如何“安放”司法解释以及司法

解释“何去何从”，再次引发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普

遍关注。笔者认为，虽然司法解释与法律、法规等

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内容方面存有差异，但

鉴于功能至上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备受推崇，更何

况我国立法的确难言完备，所以司法解释在实务中

收获大量“拥趸”实属当然。况且从实质效用而言，

司法解释作为政策的产物所体现的效用与传统法

源别无二致，给予其“准立法”的评论亦不为过，所

以视司法解释为我国民法的法源之一已经得到司

法的“默认”。实践之倒逼促使我们必须重视并重

新审视司法解释的地位，下文即以司法解释对我国

隐私权发展的作用为例证及切入点，将司法解释置

于具体制度中，对其本体构造、运行机制、功能效用

进行观察、研析，力求通过研究与解释给予并证成

其应有的法源地位。

二、司法解释对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 以隐私

权为例

较之于 1890 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塞缪尔·

沃伦 ( Samuel D． Warren ) 和 路 易 斯·布 兰 代 斯

( Louis D． Brandeis) 合著并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

( Harvard Law Ｒeview) 的《隐私权》( The Ｒight to

Privacy) 一文所开创的隐私权学理研究与立法司法

引入而言，我国对于隐私权的研析直至近代都缺乏

重大突破。1986 年制定颁行的《民法通则》是新中

国成立以后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遗憾的

是其仅仅规定了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和荣誉权等进行保护，隐私权并未被规定其

中，所以我们至多可以认为隐私权被涵摄于“等”字

中。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出台，弥补了法律层面对于“隐私”未有提及的立法

疏漏②; 进一步将“隐私权”概念引入立法文件的，并

非民事层面的立法，而是于 2005 年修正的带有社

会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③;

直至 2009 年《侵权责任法》，我国以民事基本法明

确规定了隐私权，并将其归位于具体人格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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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所谓“五分法”是指: ( 1) 对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司法

解释，因有立法机关的授权而具有等同于法律的地位; ( 2) 为法院内

部“审判工作需要”而制定的司法解释，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

“部门规章”，各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 ( 3) 对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 比如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 、认定事实进行指导的司法解

释，因其解释的对象不是法律，可视为最高人民法院为各级法院提

供的办案方法、规则，供各级法院在审判中参考，以提高司法能力;

( 4) 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没有法律、法令为依据的“立法性”司法

解释，如符合习惯法的内部、外部条件的，则形成我国以司法解释为

载体的习惯法，具有法律效力; ( 5) 其他没有法律、法令为依据且不

符合习惯法形成条件的司法解释，应视为司法政策，仅在一定时期

内指导法院的司法活动。( 参见: 曹士兵．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

解释的法律地位［J］． 中国法学，2006( 3) : 180 －181． )

1991 年 9 月 3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已失效) 第 30 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

个人隐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2 条规定:“妇女的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此，我国民事立法层面才正式承认了隐私权的法定

人格权之属性。所以仅从立法层面而言，我国法律

特别是民事立法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稍显滞后和

孱弱。

然而，立法的滞后非但不能掩盖反而更加凸显

隐私权纠纷案件的频发，且“隐私”“隐私权”之类的

法律用语亦频繁且深入地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其

模糊而朴素的法观念急剧膨胀的同时，亦亟需法律

加以明确规制。在此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

司法解释填补了此项立法的缺漏，在指引司法实践

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牵引立法的作用。

( 一) 隐私权保护的萌发阶段

在隐私权保护的萌发阶段，司法解释( 包括司

法解释性文件、批复、解答等形式) 弥补了立法之不

足，并确立了以名誉权的方式保护隐私权的“间接”

保护原则。

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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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

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

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

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虽然该

“隐私”概念的内涵可能仅包含当时我国传统观念

中的男女关系与有关的“阴私”含义，与“隐私”的原

有之意大相径庭，但是这已然成为我国隐私权保护

的制度基石———通过名誉权的方式间接保护公民

的隐私权，严格意义而言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

释性质文件的方式补正了当时立法之缺漏①。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著名“荷花女”一案作出了关

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依法保护的复函②，复函认为

“以真人真名来随意加以虚构并涉及个人隐私则是

法律、道德所不允许的……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影

响，……名誉也受到了损害”，其重申了散布隐私构

成侵犯名誉权的司法态度。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其

中第 7 问的第 3 款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

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

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

处理。”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胡秋生、娄良英等

八人诉彭拜、漓江出版社名誉权纠纷”一案作出复

函③，复函亦指出: “……撰写的小说《斜阳梦》，虽

未写明原告的真实姓名和住址，但在人物特征有了

明显指向的情况下，侮辱了原告或披露了有损其名

誉的家庭隐私。彭拜应当也能够预见《斜阳梦》的

发表会给原告的名誉造成损害，却放任了损害后果

的发生，主观上有过错。……彭拜的行为已构成侵

害他人名誉权，应承担民事责任。”1998 年，最高人

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释》，对审理名誉权案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其中，第 8 问规定:“因医疗卫

生单位公开患者患有淋病、梅毒、麻风病、艾滋病等

病情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

答: 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人员擅自公开患者患有淋

病、梅毒、麻风病、艾滋病等病情，致使患者名誉受

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患者名誉权。医疗卫生

单位向患者或其家属通报病情，不应当认定为侵害

患者名誉权。”

以上五年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司法解释体

现了以名誉权的方式保护隐私权这一间接保护原

则的立场。尽管从表面看，隐私权能够得到应有的

保护，但是规范适用上都是基于各种法律的保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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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杨立新． 隐私权的发展与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EB /OL］． ( 2009 － 03 － 30) ［2016 － 08 － 24］． http: / / old． civillaw．
com． cn /article /default． asp?id =4373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

的函》( 〔1988〕民他字第 52 号)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秋生、娄良英等八人诉彭拜、

漓江出版社名誉权纠纷案的复函》( 〔1994〕民他字第 11 号) 。



象须与隐私权有所交叉的前提下，即以其他权益之

外衣来保护隐私之内核，保护效果自然难言充分。

所以，间接保护仅是立法不足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其只能保护公民的部分隐私利益，而面对私人信

息、私人空间等其他隐私利益时则显得捉襟见肘、

力所不逮。

( 二) 隐私权保护的演进阶段

在隐私权保护的演进阶段，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司法解释等方式修正了自身的先前立场，“隐私”得

以独立于“名誉权”并不再局限于被“间接”保护。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 1 条

第 2 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

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予以受理。”第 3 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

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

理: ( 一) 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

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 ( 二) 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

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

者隐私; ( 三) 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

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

遗骨。”上述司法解释将“隐私”区别于姓名、肖像、

名誉以及荣誉，认定其为一种“人格利益”。这体现

出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再附庸于“名誉权”等，即

不再是先前学界所称的间接保护，而是以“人格利

益”受到侵害的方式对其进行直接保护。之后随着

《侵权责任法》的颁行，隐私权更是被明确列举规定

在其中。此时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隐私权的概念

已得到真正确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概念

引入方面亦完成了其应有的“过渡”作用。

回顾我国立法境况，在 21 世纪初期，对于隐私

权的直接保护这一重担依旧是由司法解释所承受;

直至《侵权责任法》的颁行，隐私权在我国立法层面

才尘埃落定，这又一次表明司法解释在隐私权的立

法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 三) 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阶段

在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阶段，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例如最高院发布的

典型案例) 、参与颁行的两高文件、两高工作文件、

部门规范性文件以及团体规定等形式，结合经济社

会新态势的发展境况，推进了隐私和隐私权在实体

法与程序法、私法与公法等领域的运用。

隐私权的理论发展至今，已经从一个纯粹的民

法学概念衍生至各个相关部门法体系，从指引实践

的角度出发，对隐私及隐私权的保护和研究也不应

当仅仅局限于民法之内。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

院通过行使自身职权、履行职责，将广义的隐私权

保护理念渗透至各部门法学，从多方位对保护隐私

权、尊重自然人人格尊严、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法

治精神进行有力推动。例如，民事方面，在之前一

系列保护人格权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为适应信息

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颁行《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其中明确使

用“隐私权”这一概念，并将其与传统的其他各项人

格权并列保护，从而通过司法解释拓展了隐私权的

适用空间①。而在其他领域，例如针对法官与当事

人容易产生对立情绪进而有引发案件外纠纷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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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利

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

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益引起

的纠纷案件。”第 12 条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

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

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

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



这一社会现实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颁行法官行

为规范对法官及相关从业人员提出保护当事人隐

私的行为约束制度，同时也通过该规范保护法官的

隐私权以充分保障法官的人格尊严，维护司法的公

信力①; 在公法领域，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颁行文件将

泄露个人隐私列为司法机关、公证机关等政府部门

的过错行为，间接提高公权力机关对于尊重个人隐

私权的重视程度②; 在程序法领域，司法解释多将个

人隐私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并列，给予其程序上

的特殊保护，刑事诉讼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

开审理等即为例证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发

布典型案例，以案例指导的方式对隐私权的重要性

进行多次重申，例如通过颁布的典型案例强调对未

成年人、学生等身份的人群进行特别保护④。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各类文件表明隐私权在裁判

文书的书写和公布、失信执行人公布、政府信息公

开等问题中的豁免，以此推动隐私及隐私权保护的

实践运行⑤。以上例证清楚地表明，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及其他司法文件在我国隐私权制度的

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为推动隐私权的立

法肯认、司法适用以及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司法解释法源定位之证成

( 一) 困局纷争: 司法解释法源地位之辨

从司法和法官裁判角度观之，法源系指“一切

得为裁判之大前提的规范的总称”［1］。如前述所

言，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和存废问题自始即充斥非

议，时值民法典编纂之际，这一争论愈演愈烈。笔

者以为，针对规模庞大的司法解释规范群，听之任

之的暧昧态度实不可取; 全部废止而融入各分编似

乎亦不可行⑥。在我们看来，继续沿用，是其唯一可

能，而找寻司法解释的法源归属亦是亟待破解之

难题。

反对司法解释具有法源地位的典型观点大抵

如下: 其一，司法解释是我国特定的法治发展产物，

其历史语境的合理性不能成为其应然存在或合法

存在的理据; 其二，司法解释的现实功用并不能证

成其“立法化”的正当性; 其三，司法解释由最高人

民法院作出，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性质上是司法机

关，并没有法律上的立法权，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

将最高人民法院创设的规范纳入到制定法体系; 其

四，试图将司法解释纳入到制定法的法源框架体

系，在由“基 本 法 律—法 律—行 政 法 规—部 门 规

章—地方性法规”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制定法效力体

系中，为司法解释谋求一个定位是方向性错误; 其

五，适逢民法典编纂，对于清晰界分立法者与裁判

者身份是良好机遇，不应偏废; 其六，司法解释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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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

干意见》规定“侵犯法官人格尊严，或者泄露依法不能公开的法官及

其亲属隐私，干扰法官依法履职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又例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官行为规范〉的通知( 2010 修订) 》
规定“遵守各项纪律规定，不得泄露在审判工作中获取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以及“在接受采访时，不发表有损司法

公正的言论，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不披

露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非公开信

息”。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

件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

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 三) 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规定:“审判案件应当公开进行。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或

者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12 起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

销监护人资格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24 起发生在校园内

的刑事犯罪典型案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从《民法总则》的立法态度可揣测各分编的趋势: 民法典各

分编与《民法总则》一样均面临立法时间紧迫、条文意见分歧较大等

困难，而从业已颁行的《民法总则》观之，较为保守的立法态度很有

可能继续体现在各分编的编纂中，如此，完全废止司法解释将其条

分缕析纳入各分编之中，基本无此可能性。



了下级法院的审判路径依赖，法律体系中的人为混

乱和司法解释的“权域”问题①。

笔者以为，上述对司法解释的批判可大致区分

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司法解释法源地位的根源性

批判，该类观点认为司法解释不是也不应当称其为

法源，其主要理由及论证逻辑是: 如果司法解释属

于法源之一种，即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享有了实质性

的、广泛而全面的法律规范创制权，但依据我国宪

法，立法权应当由立法机关行使而最高人民法院只

享有司法权，以法源中的制定法统摄司法解释，则

会存在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是两种权力的交

错重叠。第二类是功能性批判，此类观点着眼于司

法解释作为法源在运用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进而

认为成为法源会是司法解释功能所难以承受之重。

这类观点并不完全否定司法解释的功能和作用，但

同时强调要对司法解释的运行机制加以调试、完

善，并补足现有缺憾。总之，无论是上述哪一类批

判，均值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 二) 破局之道: 司法解释的习惯法依归

基于对上述批判性观点的思考，若欲将司法解

释纳入法源，则如何合理、合法地重新配置司法者

与立法者对民商事法律规则的创制权，将成为司法

解释定位的难题。在笔者看来，将司法解释归位于

法源中的习惯法庶几是其中可行之策。

1． 历史先验: 司法解释对裁判官法的传承与

借鉴

回溯罗马法，其中的裁判官法与我国司法解释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谓裁判官法，是指“由执法

官在司法审判中创立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其构

成主体即是裁判官所发布的各种告示。“裁判官创

制裁判官法的主要领域是司法活动，但由于其专业

知识的有限性，其必然与法学家形成良性互动，法

学家的意见也就在裁判官法中得到体现。而法学

家和裁判官之间的这种密切合作为罗马法由严格

法转变为理性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3］24《瑞士民

法典》的编纂者们很好地承袭了“裁判官法”的精

髓，立法之初就理性地认为，立法没有穷尽一切问

题的能力，绝对理性的法典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

的。基于此，《瑞士民法典》多使用一般性规定，授

予法官创制性解释法律的巨大权力，即让法官区别

不同类型的案件，将之再具体化，这种具体化应依

逻辑程序或依其他解释方法［4］37。从我国隐私权保

护的历史脉络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司法解释正

是由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在裁判大量案件的基础上

所总结作出的，法官在此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

诚如前述所涉隐私权的案例，特别是在“间接”保护

原则中，法官对隐私权的理解与认识不仅解决了隐

私权纠纷，还对今后的立法起到辅助作用。所以将

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司法解释规范群归位于习惯

法进而与制定法法源鼎足而立，从形式上看就是在

本土法治环境下再现罗马法上市民法与裁判官法

二元规范体系，从实质上亦是对裁判官颁行法令的

“基因”传承。所以，司法解释与裁判官法存在异曲

同工之妙，均是由司法活动的主导者作成法源。由

此说明司法解释这一法官“造法”有兹可循，且罗马

法中对于裁判官法的适用规则，特别是对其颁行限

度之合理界定都可为司法解释提供借鉴。

2． 功能彰显: 司法解释与习惯法效用的异曲

同工

法源作为司法之方法随着时代的逐次演进，特

别是当法典之封闭性谢幕、开放性显露时而受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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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薛军． 民法典编纂与法官“造法”: 罗马法的经验与启

示［J］． 法学杂志，2015( 6) : 23 －32; 袁明圣． 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

探微［J］． 法商研究，2003( 2) : 3 －12; 陈林林，许杨勇． 司法解释立法

化问题三论［J］． 浙江社会科学，2010( 6) : 33 － 38; 蒋集跃，杨永华．
司法解释的缺陷及其补救———兼谈中国式判例制度的建构［J］． 法

学，2003( 10) : 10 －18．



论与实践的双重关注，当法源由法理幕后走向立法

台前时，何种法源能够得到立法承认，各法源之间

的优先顺位如何遂成为争点。习惯法作为法源条

款肇始于《瑞士民法典》①，其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民法立法多有效仿，诸如《日本民法典》第 92 条②、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5 条③、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第 1 条与第 2 条等④。以上立法例皆为习惯法

在立法例中的表征，并且都以法源的地位被立法所

认可。

作为与制定法、法理并称为三大法源之一的习

惯法，是在法律未规定或者当某行为在一定区域内

形成惯例时，由法院认定并运用于司法裁判。其最

为显著的功能是补充制定法，弥合制定法的稳定性

与社会生活的多变性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习惯

法因其充分的灵活性、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性与直观

性，进而对社会秩序、交易安全有着巨大的统治力

与润滑力。如前所述，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亦有此功效———这在隐私权规范的发展中得以

充分彰显。在隐私权案件频发而立法有所不逮时，

审判机关正是基于大量案件的积累作出总结归纳

并将之成文化，形成裁判规则，使得法官在面对隐

私权案件时有了裁判基础与依据。由此可以认为，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中社会发展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经过调研与法理论证后，

将现实生活、交易中长期而广泛适用的一些习惯进

行法之“演变”，确定其为裁判规则，最终制定颁行

成为法源。所以在功能论的视角下，我国的司法解

释无疑完美扮演了法理意义上习惯法的角色，承担

了习惯法的应有功能⑤。循此逻辑，司法解释隶属

于法院“造法”，而法院“造法”是存在被解释为习惯

法的适用空间的。因为司法解释在功能发挥上与

习惯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其定位为习惯法在功能

上完全具有可行性。

3． 结构暗合: 司法解释的机制与习惯法的形成

从反面观察，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倘若

不认定司法解释为法源之一种，将会导致诸多理论

上的难题和实践上的困惑。当理论研究愈发精深、

司法实务更为复杂时，法律的稳定性将会对实践发

展形成限制，因为“一成不变”的立法易成为司法的

羁绊。以曾经轰动一时的“延安黄碟案”为例，2002

年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接群众电

话举报，称张某夫妇在家中播放黄碟，警察遂前往

并进屋查处⑥。该案当中的公权力、私权利乃至社

会权利互相交错，观点纷呈，在此不一一探讨，仅就

张某夫妇的隐私权而言，确实无法援引当时的法律

进行保护。而根据《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可以诉请精神损

害赔偿的前提在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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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瑞士民法典》第 1 条规定:“任何法律问题，凡依本法文字

或其解释有相应规定者，一律使用本法。法律未规定者，法院得依

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得依其作为立法者所提出的规则，为裁判。在

前款情形，法院应遵从公认的学理和惯例。”( 参见: 瑞士民法典

［M］． 戴永盛，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 )

《日本民法典》第 92 条规定:“有与法令中不涉及公关秩序

的规定的不同的习惯，如果可以认定法律行为当事人有依其习惯的

意思时，从其习惯。”( 参见: 日本民法典［M］． 王爱群，译． 北京: 法律

出版社，2014: 28． )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5 条规定:“1． 在经营活动的某一

经营活动领域形成并广泛适用、立法并未作规定的行为规则，不论

它是否在某个文件中固定下来，均被认为是交易习惯。2． 交易习惯

如与相应关系参加者必须执行的立法规定或合同相抵触，不得适

用。”( 参见: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M］． 黄道秀，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 36 －37． )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 条规定: “民事，法律所未规定

者，依习惯; 无习惯者，依法理。”第 2 条规定:“民事所适用之习惯，

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参见: 陈聪富． 月旦小六法

［M］．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2013: 第叁 －1． )

司法解释与习惯法的构造与功能是高度契合的。但从严

格意义上，司法解释与习惯法也存在一些错位，例如习惯法一般并

不允许与制定法相抵触，但我国的司法解释在一些情境下为弥补制

定法相较于社会生活的落后与刻板，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制定法

的规则。
具体案情参见: 延安“黄碟案”引发的法学思考［J］． 法学

家，2003( 3) : 10 －11． 相关讨论可参见: 张新宝． 我国隐私权保护法

律之都的发展［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 2) : 13 －14．



侵害他人隐私，这就意味着保护隐私是与社会公益

或公德有关联的。按此逻辑，若某一行为是由于维

护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所致，则即使其侵犯了隐私

亦不可被诉请赔偿。对于警察执法查处所谓的“传

播淫秽物品”，我们很容易推定该行为是基于职权

且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益与公德，故本案中的张某夫

妇即使受到侵害也无法根据司法解释诉请精神损

害赔偿。但问题在于，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

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

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5］。隐私权

的本质，就是要保护纯粹的私行为与私生活，其保

护的对象和范围不应当被其他条件所掣肘，特别是

泛化的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更不应轻易成为阻却

该项权利救济的事由。而目前立法乃至司法解释

在面对无意或假借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而侵犯

隐私权的问题时，无疑对隐私权是缺乏保护力度

的。再举一例，在“杨政权诉山东省肥城市房产管

理局案”当中，杨政权诉请房管局公开经适房、廉租

房的分配信息并公开所有享受该住房住户的审查

资料信息( 包括户籍、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居

住面积等) ，而房管局未公开住房人信息①。此案中

的焦点问题集中在是否应当以及能否公开所有享

受保障性住房人员的审查材料信息，即此时司法面

临的窘境是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的优先

顺位之选择。找寻目前的立法，对此均无相应规

定，甚至现有的司法解释在面对这类具体问题时，

也显得较为粗疏，而遇到本案中涉及个人隐私权与

公众知情权这一本就蕴含法理、民法乃至行政法学

的交叉案件时，更是无所适从。

民法学理中，隐私权的边界主要涉及言论自

由、报道自由、公共利益等词语，上述案例所呈现的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亦因此被涵摄于公共利益

之中。一般而言，对于政府公职人员以及曝光度较

高的明星艺人等主体，其隐私权的限度应当低于普

通公民，这是由其特定身份所造成的。因为政务公

职人员为民服务，理应受到社会舆论更多的监督;

明星艺人本就生活在“聚光灯”下，其应当让渡一定

的“隐私”以满足娱乐舆论。这暗合权利与义务相

对等的基本民法原理。而新闻报道由于具有时政

性、监督性，并承载了社会公众对于社会新闻事件

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故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权利，此

时涉及的隐私权亦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背后

的法理依据是比例原则，即为了社会更大多数公众

的利益，个人或少数群体的“隐私”应当受到限制，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舆论以及制度的效用，依法保障

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上述见识在判例法上发展

出了两项原则———“公共 利 益”原 则 与“名 人 原

则”［6］169。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关于隐私权的司法解

释主要还是集中于如何使用、保护隐私权，而没有

深入到下一个层面，即如何“限制”以及在何种程度

上“限制”隐私权，这对于司法适用而言不吝为一种

缺失。面对上述理论难题与实践困惑，仅凭原有法

源是无法作出公正裁判的，然而，频繁地修法并不

现实，而在现有的境况下持续作出司法解释又会造

成法典体系的松动，更加激化司法解释本身“合法

性”的矛盾。所以只有将司法解释确认为法源并且

将其归位于习惯法，才能在维护法体系内协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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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案一审法院认为，杨政权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包含享受保

障性住房人的户籍、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等内容，此类信

息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不应予以公开，判决驳回杨政权的诉讼请求。
杨政权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涉及公众利益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与保障性住房申请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隐私相冲突时，

应首先考量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属性，使获得这一公共资源的公民让渡

部分个人信息，既符合比例原则，又利于社会的监督和住房保障制度

的良性发展，并基于此撤销了一审判决而支持了杨某的诉求。( 参见:

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之四: 杨政权诉山东省肥城市房产管

理局案［EB/OL］．［2016 － 08 － 24］． http: / / www． pkulaw． cn / case /
pfnl_ 1970324840287634． html? keywords =杨政权诉山东省肥城市房产

管理局案 ＆ match =Exact． )



础上，解决实践的新问题。因为习惯法本身就是由

客观的事实习惯与主观的习惯认同合力所形成，发

展中的社会实践与人们朴素的法情怀恰恰暗合了

习惯法的客观要素与主观心素。因此，司法解释作

出的前提和机制与习惯法的形成是相符合的。

4． 立法表征:《民法总则》规定习惯( 法) 的突破

与留白①

随着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将司法解释归位

于习惯法可谓已具备了充分的立法依据。《民法总

则》出台前，我国《民法通则》第 6 条大体可被视为

我国民法渊源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

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该条表明，法

律、国家政策为我国民法渊源，而习惯不在其列。

我国《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法源规定的基

础上进行了突破，其第 10 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

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至此，习惯与法律并行成为

我国民法立法所承认的法源。

对于法源，尤其是涉及司法解释、习惯法的规

定，在立法进程中一直存有演变与争论②。从学者

们的建议稿反映出，学界对于习惯法属于法源是持

肯认态度的。但在“法学会稿”中司法解释是独立

于习惯法的，依旧属于法律之列。而在《民法总则》

的各审议稿中，习惯作为法源也有体现。例如，在

《民法总则( 草案) 征求意见稿》( 2016 年 5 月 20 日

修改稿) 、一审稿、二审稿、三审稿中，法源条款均有

微调，但是不变的内容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

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说明，在后

《民法总则》时代，习惯已经被认可为法源之一种，

与法律共同承担司法裁判规范的功能③，同时亦强

调习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成为公认的准则。值得

注意的是，上述学者建议稿和各审议稿中，除“法学

会稿”采列举式规定法源，其余均以位阶形式对法

源体系进行规范，且无论是二位阶法源体系还是三

位阶法源体系，习惯均单独为序。这从一定程度上

表明，学界和立法部门都对习惯给予极大关注，其

成为法源的重要种类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较高

的认同度。

由此看来，《民法总则》明确将“习惯”作为处

理民事纠纷的正式法律渊源，而司法解释应当依归

于法源中的习惯法。承认习惯作为法源无疑是对

《民法通则》时代法源体系的突破，是我国立法的进

步所在。但是，不得不提到的是，我国《民法总则》

在此亦有缺憾———法条之表达未能清晰分辨“习

惯”与“习惯法”———而这一“留白”甚至是将司法

解释明确定位为习惯法的潜在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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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惯与习惯法是有区别的，后文对此将专门论述。严格意

义上，《民法总则》以习惯作为法源的表述是有所欠缺的，笔者对此

持遗憾态度; 本节用习惯表述只是为了与法条规定相符合，其含义

应当等同于习惯法。
在关涉民法总则的各建议稿中，“法学会稿”第 9 条规定: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以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法律以及法律解释、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依照

习惯。习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提交稿) ［EB /OL］． ( 2015 －02 －24) ［2017 －
09 － 04］． http: / /www． civillaw． com． cn /zt / t /? id = 30198．) “梁慧

星稿”第 9 条规定:“民事关系，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有规定的，应当优

先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

习惯; 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的，可以适用公认的法理。前款

所称习惯，以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为限。”( 参见: 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3: 4．) “王利明

稿”第 12 条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的，应当依据习惯;

没有习惯的，依据本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参照法理处理。前款所称习

惯，不得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的要

求。依据本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参照法理作出裁判时，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关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就所依据的原则、参照的法理以及裁判

理由进行详细的论证和说明。”( 参见: 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

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 22． )

2015 年 3 月 15 日修正实施的《立法法》在“附则”章单列

一条( 第 104 条) ，增加规定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

正式将司法解释纳入《立法法》的规制范围，学者认为这是“委婉认

可司法机关对于立法权的分享”。( 参见: 朱庆育． 民法总论［M］．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8． ) 笔者认为，该条规定也是《民法通

则》施行中、《民法总则》颁行前立法机关对于司法解释的态度，亦

可以认为是对《民法总则》的前瞻。



探析上述国家和地区立法例中的“习惯”这一

表述，其实至少具有两种含义———习惯与习惯法。

例如，对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 条规定中的

“习惯”，通说认为是指习惯法，而第二句的“习惯”

则兼指“习惯法”及“事实上习惯”［7 －8］。所以法条

的真正意旨是:“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应适用习

惯法，此际习惯法有补充法律之效力; 法律明定习

惯( 事实上之惯行) 应优先适用，此际乃依法律之规

定而适用习惯，习惯本身并不具法源之地位，洵属

的论。”［9］

在法源层面对习惯与习惯法予以严格区分是

完全必要的，应当对习惯与习惯法进行清晰厘定。

习惯本身是一种事实，是在某地区经过较长时代所

积淀的惯行，是“跳脱”于制定法的; 习惯实则反映

了社会公众对某种规范、秩序与价值的认可与合

意，进而在某一地区被遵照实行，一般而言不会有

违公序良俗。而习惯法源自于习惯，是习惯经法院

之承认而被援引并由此具备法效，易言之，习惯法

可谓是对习惯的确认，是以法院适用为手段，对制

定法未规定，但业已成为普遍确信之行为的法效赋

予。所以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在于: 其一，习惯是

一种客观事实，习惯法应当是客观事实与主观意志

的统一，即习惯只有获得普遍认同与遵守才具有衍

变为习惯法的可能; 其二，习惯蕴含了某类问题的

传统解决态度与方式，而习惯法则是国家对该习惯

合法性的背书，代表了国家对其的认可和强制采

用; 申言之，习惯法即天然地具备了补充制定法之

功效，在制定法无明文规定或者存在语焉不详之

时，习惯法可以发挥作用，这也是习惯法作为法源

的意义所在。依据上述对于司法解释的渊源、性

质、构造和功能的讨论，司法解释应当也只能是依

归于法源中的“习惯法”而非“习惯”。故笔者认为，

《民法总则》如果能将“习惯”明确表述为“习惯

法”，则能更顺畅地理解将司法解释归类于法源的

思维路径，亦能更加彰显司法解释为习惯法的正当

逻辑。

四、余论: 习惯法视域下司法解释的出路

虽然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与逻辑构造，司

法解释应当可以归位于习惯法这一法源类型，但民

法典的编纂依旧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现行

民事领域中芜杂的司法解释; 二是民法典编纂完成

后，最高人民法院能否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司法解释

的颁行。笔者以为，这两个问题与司法解释归属于

习惯法并不矛盾。司法解释不仅满足了我国过去

阶段司法实践的需要，也能很好地因应与契合现如

今社会情势更迭频繁的特点，已然发挥了一种颇具

特色的补充法源的作用。在《民法总则》已经明确

法律和习惯二元法源结构的前提下，采用修法将司

法解释转换为制定法显然不切实际。务实可行的

做法是应当将这些司法解释转入习惯法的视角进

行确认。诚如本文前述关于隐私权的立法发展脉

络所清晰呈现的，很多有关隐私权的司法解释本身

就来自于习惯法，司法解释实则也是一种过渡性、

前置性的“修法”，其在立法未对隐私权作出规定时

率先承认隐私权，在立法对隐私权规制不够完善时

弥补了相应欠缺，在回应司法实践的同时亦为今后

的立法提供基础与借鉴。民法典的编纂无疑是最

为全面、深刻的一次立法活动，所以对于第一个问

题，笔者认为，应当借此时机对司法解释进行全面

而细致地梳理与归并，将凝聚司法实务智慧、切实

有效的部分吸纳至民法典的制定和适用之中，而对

于落后的、不适时宜的司法解释则应当明确予以废

止，使得相关内容完备合理、体系井然有序。对于

第二个问题，这已不仅是理想层面的学理探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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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涉及到司法机构的权力运行模式及其配置，仅从

学理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编纂完成后当然

仍旧可以也应当会继续颁行相关的司法解释。可

予改进之处则为: 应当构建更为科学完备的司法解

释体系，根据实践所需完善“制定 － 废止”体系，及

时颁行的同时亦应当注重及时规整，使得司法解释

内容充实却不累赘，体系饱满但不显臃肿，以此更

好地体现习惯法辅助立法运行的效用，与其圆润自

洽且并行不悖。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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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orient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Times of Civil C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Ｒight of Privacy Ｒegulation
YAO Hui，JIAO Qing-yang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Ｒesearch Center，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cts as a substantive source of law because of its legislative character and

also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horizons of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Code，judicial interpretation belongs to the customary law in the legal source provisions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which should continue to assist legislation and guide the judicial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properly arranged and merged． According to typical cases，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in our country provides a model for the above-mentioned function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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