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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与中国民法学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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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民法典编纂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民法学研究所形成的民法学理论体系，

对民法典编纂具有体系构建、概念和术语的确立、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的作用。民法典编纂将促进民法学学科

的体系化、价值体系的完善、民法学研究的发展、现代化和法律解释学的体系化发展。中国民法学的主体性意识，

即问题导向意识、本土意识、实践意识、时代意识和创新意识，在民法典编纂中得以提升。民法典编纂推进中国

特色的民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包括民法价值、民法内容、民法体系、民法解释学和民法方法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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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40 年，是社会全面进步的 40 年，更是民法迅速发展

的 40 年。40 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民法学理论也从一片荒芜的园地逐步变成为一个百

花盛开、草木繁茂的花园。我国民法典将在 2020 年颁布，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也将迎来一个振兴、
发展、繁荣的新时期。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每个民法学人确有必要思考，我们是否有必要创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体系? 如何创建这样一个体系?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对此谈一点

粗浅的看法。

一、民法典编纂需要民法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

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但法典不是立法者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法律科学长期发展的结

果。艾伦·沃森曾言: “在法典化的前夜，民法法系里的英雄人物是法学家，而非法官。”① 在罗马

法时代，法学家的学说构成了罗马法的重要内容。例如，《学说汇纂》和 《法学阶梯》几乎都是由

法学家的著述构成。在中世纪罗马法复兴后，法学家对罗马法的解释在许多国家成为对法院具有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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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的法律渊源。② 在近代民法典编纂阶段，由于没有既有的法典作为蓝本借鉴， 《法国民法典》
等法典的制定都大量地参考和借鉴了法学家们的学说和理论成果。各国学者对罗马法进行注释、整

理，将散乱的、矛盾的规则体系化。这一过程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民法制度的研究和构建。例如，

《法国民法典》三编制立法体例的形成就前后经历了多马、波蒂埃、布尔琼、波塔利斯等人的理论

发展。《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模式也是从注释法学派开始，经过萨维尼、海瑟、温德沙伊德等人

的发展，是德国数代民法学者的智慧结晶。英国学者梅特兰在评价 《德国民法典》时指出: “我认

为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一流智慧被投放到一个立法行为当中。”③ 《瑞士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实际上

就出自于欧根·胡贝尔之手，甚至被认为是胡贝尔的一部个人作品。④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同样需要民法学的理论支撑。诚然，法典的制定是立法者的工作，但民法典

体系的构建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学者的努力。民法典绝不仅仅是立法者的工作，还需要民法学者积极

参与、建言献策，这也体现了立法和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正如《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温德沙伊

德所指出的，“立法者的思想同其他人一样，并不完美，只是尝试，所以需要立法者以外的人参与

思考法典，以此作为帮助和补充; 同时，还需要委任一些人正确认识并适用法典的内容。”⑤ 从欧洲

民法典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典在制定前期就应有足够的理论准备。例如，《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虽

然最后只花了 4 个月的时间，但是此前康巴塞雷斯已经提出了数部详细的民法典草案。⑥ 在我国民

法典制定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可以说，学界通过向立法机关提交学者建议稿、草案修改意见以及重大疑难问题的论证报告

等，积极推动了民法典的编纂进程。立法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广大民法学者的心

血，牵动着无数民法学者的神经，也为民法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课题。特别是自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编纂民法典以来，广大民法学者积极投入民法典编纂的理论研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借

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各种切实可行的规则设计方案，

为民法典编纂规则设计提供了合理的选择，也提高了法典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民法学理论

体系的发展与民法典编纂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民法典是一国法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代表着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要制定出一部高

质量的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民法学研究水平的高低。这就需要广大学者为颁行民法典提

供理论准备和智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会促进民法学的发展。法典化的必要准备就是民法学

的充分发展，而民法学的发展又为民法典编纂提炼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概念、术语、体系，这是法典

化赖以支撑的骨骼和结构。通过民法学研究所形成的民法学理论体系，对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具有如

下重要作用:

第一，体系构建。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民法典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形式体系，又称为

外在体系 ( Ausere Systematik) ，它是指篇章节、基本制度的安排等。形式体系包括了 “从单纯的字

母或者数字排序，到根据所规定事项而进行的教条式抽象，最后发展为一个完善、复杂和富有系统

性特征的秩序，这是一个严格的逻辑-公理式演绎过程 ( logical-axiomatic deduction) 。”⑦ 二是实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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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 约翰·亨利·梅利曼: 《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 页。
［德］ 茨威格特、克茨: 《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6 页。
参见注③，第 313 页。
［德］ 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克布斯: 《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1 页。
参见石佳友: “法国民法典制定的程序问题研究”，《比较法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26 页。
Franz Bydlinski，System und Prinzipien des Privatrechts，Wien: Springer，1996，S. 9－17，64－65．



系，又称为内在体系或价值体系 ( Innere Systematik) ，⑧ 它包括法律的价值原则等内容。内在体系

是指贯穿于各单个法律制度之中的内在价值体系，也时常表现为民法的原则、精神、理念。内在体

系与外在体系的区分首先由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克 ( Heck)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⑨ 在此之

后，得到了众多民法学者的认同。但立法体系与理论体系存在密切的联系，立法体系往往以成熟的

学说体系为基础。民法学研究为构建民法典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古罗马时代的法学家著

述，如《法学阶梯》《学说汇编》等，都对民法典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是德国潘德

克顿学派对罗马法进行了体系化的整理，抽象出物权、债权的概念，并从合同、遗嘱等意思表示中

抽象出法律行为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民法总则，进而形成了由民法总则与分则具体制度构成

的民法典体系。我们要制定一部科学的、彰显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合

理的民法典体系。而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民法学者对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尤其是人格权编和

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合同法总则是否可以替代债法总则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这些都为民

法典编纂提供了智力支持。
第二，概念和术语的确立。潘德克顿学派强调概念形式主义 ( Begriffsformalismus) ，主张民法

典应构建一个“概念的金字塔”，瑏瑠 这显然过度地夸大了概念的重要性。但民法典的形式体系要求

民法的概念、规则、制度构成具有一致性的整体，相互之间不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典所使用的概念

不仅要具有准确性、科学性，而且还应当具有一致性。这就是说，法典所使用的各项概念是一以贯

之的。尽管某一概念在不同上下文语境中可能存在表述差别，或者具有不同内涵，但它的内容具有

相对的恒定性和确定的内核，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下不应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按照德国学者施瓦

布的看法，建立“一个协调的、按抽象程度逐级划分的概念系统”构成了法典化的基本前提。瑏瑡 梅

利曼指出，“民法典‘科学化’的程度，决定着在实体法、一般法理以及关于民法总则或一般原理

课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和原则统一的程度。”瑏瑢 法学家创造了民法学的诸多概念，将这些概念组合成具

有逻辑性的制度，并将这些制度整合成一个逻辑体系。我国民事立法除了借鉴民法学中具有共识的

概念、术语之外，也结合我国国情，在吸收学理营养，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概念和

术语的创新。例如，《民法总则》中规定的民事权益、自愿原则、特别法人、非法人组织等; 《合同

法》中所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等; 《物权法》中所

规定的权利人、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
上述概念并非法律移植的结果，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所创设的法律概念和术语，应当为我国民法典

所吸收。
第三，制度安排。民法典的体系化也体现为制度的体系化。民法学“首先追寻于对法律体系的

分解或者寻求法律的基本原则，通过多种方式对法学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对法律体系进行再安排，

使之形成有机的体系。”瑏瑣 民法学研究为构建民法典体系提供了成熟的具体制度。民法典体系化的过

程，需要运用各种民法学研究方法对各项规范、制度进行研究，进而形成民法典的体系。因此，民

法典编纂除了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外，还需合理设计并妥当安排体系内各个具体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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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鉴: 《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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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当的制度安排应当具备如下特征: 一是完备性 ( comprehensiveness) 。所谓完备性，是指民法典规

范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应有的制度应当是齐备的，而不应当出现基本制度的缺漏。瑏瑤

二是内在一致性 ( coherence) ，即各项制度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存在相互冲突、矛盾

等现象。法典应当消除法律漏洞、模糊性和内在的矛盾。瑏瑥 科学合理的民法制度有助于减少各项制

度之间的体系冲突，从而增强民法具体制度的适应性和民法典体系的一致性。瑏瑦 三是科学性。这就

是说，民法典的各项制度应当能够准确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然后以抽象但逻辑严密的制度安

排规范各种社会生活关系，以理性价值判断确立普遍的行为规则。四是符合民法的公平正义、保障

私权等价值。制度的安排应当追求一定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也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应追求的

目的。例如，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就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中充分彰显私法自

治的价值，对一些管制性色彩过浓的规范，以及对个人权利限制过多的规范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

整; 为了充分体现民法公平正义等价值，制度的设计也要回应和关切各方的利益诉求，寻求各方的

利益平衡。瑏瑧 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助力个性的张扬和自由的发展，提升创造力，发扬人文精神，

这是民法制度的核心功能之一。此外，良好而公允的民法制度设计，还有助于鼓励守信，促进合

作，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瑏瑨 所有这些都需要借助于民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撑。
第四，规则设计。任何一项规则都不是立法者凭空设计的，都应当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如何系统总结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法律规则层面，是民法学研究所承担的重

要任务。民法学研究为民法典的科学合理的规则设计提供智力支撑。一方面，民法学的任务首先是

要研究民法规范的内在规律，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总结、归纳、设计出良好的规则，并以理性价值判

断确立普遍的行为规则，从而用以调整社会生产与生活交往关系，建立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法律秩

序。瑏瑩 当然，民法典并非包罗万象，而应是原则法，以尽量低的语言成本表达尽量多的规范意义。瑐瑠

另一方面，民法学应当确保所提炼和设计的民法规则科学、合理。法的功能在于通过规范实现特定

的目的和价值，瑐瑡 民法规则也应当体现和彰显自由、平等、公平、权利保护等民法的基本价值，从

而实现民法规则内在价值上的合理性; 瑐瑢 同时，民法规则也应当具有逻辑性、确定性，各项规则之

间不存在冲突，每一项规则都有一个真实的含义，努力消除民法规则模糊性和内在冲突、矛盾，从

而实现民法规则外在形式上的合理性。瑐瑣 此外，应当把组成民法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

研究，在民法规则滞后于社会生活实践，或者存在其他不合理之处时，民法学研究应当提出具体的

完善建议，从而确保民法规则的科学性。
总之，民法典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

革开放的深化，对民事立法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民法学积极回应了实践的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

发，在借鉴比较法经验基础上，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规则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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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为民法典编纂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准备，提高法典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民法典编纂将为振兴和发展民法学提供历史机遇

民法典编纂为振兴和发展民法学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因为编纂民法典绝不是一项普通的

立法活动，而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需要凝聚广大民法学者的智慧，动员民法学者积极参与。在

民法典制定的每个环节和过程中，民法学者都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就一些重大

疑难问题展开的争议，只要是在民法学的平台上进行讨论，本身也会推动民法学理论的发展。从这

一意义上说，民法典编纂也为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另外，法学是一门体系性的科学，立

法进程可以影响某一学科的形成进程。瑐瑤 法典的目的在于表达一种清楚的结构和整个法律规则与原

则，以促进法律的内在和谐，并且为教学、司法和立法的发展提供概念、制度框架。因此，民法典

的颁行必然会促进民法学的发展，民法学的发展要始终与民法典的编纂和修订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
具体而言，民法典编纂对民法学理论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民法学学科的体系化。已经向全民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

的，即由物权、合同债权、人格权、婚姻家庭中的权利 ( 亲属权) 、继承权，以及对权利进行保护

的法律即侵权责任编所构成。这表明民法本质上是一部权利法，民法典分编通过全面保障民事权

利，全面体现和贯彻法治的价值。另外，这一体系构建也是我国多年来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

总结。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的列举中，重点规定了物权、债权、人格权等权利。民法典分

编实际上是对《民法通则》施行以来我国民事立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一体系是对潘德克顿五编

制体系的重大发展。尤其是通过将人格权和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有利于克服潘德克顿体系的 “重物

轻人”的体系缺陷。瑐瑥 从比较法上来看，教科书的展开经常受到法典体例的影响，民法典的体例通

常就直接决定了民法学教科书的结构。瑐瑦 因此，在民法典颁行以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必将对民法

学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传统大陆法系侵权责任被置于债编之中，也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

但由于我国民法典将采纳独立的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这一体系必将影响到民法学体系的构建。
未来我国民法学体系就应当以民法总则、人格权法、物权法、债和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
侵权责任法展开。

二是促进民法学价值体系的完善。从比较法来看，在民法典制定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经济

条件的变迁，也将引起学者对相应制度的价值和合理性的重新审视与探讨。艾伦·沃森指出，民法

典的价值理性，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瑐瑧 民法本质上是人法，强化人文关怀是当代民法的重要发展

趋势。我国民事立法反映了人文关怀精神，体现了理念创新。传统民法只关注抽象人，并不关注特

殊群体的权益。瑐瑨 从“抽象人”到“具体人”，“旨在提高市场弱者地位，增强其实现自己意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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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则更接近于私法的本质。”瑐瑩 我国民法典在制定中，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例如，

《民法总则》宣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 第 128 条) ，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 第 16 条) ，强化

对被监护人的保护 ( 第 33 条等) 等，都体现人文关怀理念。我国 《侵权责任法》充分体现了人本

主义精神，其基本的制度和规则都是 “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来构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人的关

怀。我国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充分地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保护。正如立法机关所指出

的，“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

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瑑瑠 这就要求民法

学在注重财产权的同时，提升对人格尊严的关注，在注重私法自治的同时兼顾人文关怀，使民法回

归到保护人、爱护人、关爱人的本位上。
三是促进民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化。随着民法典编纂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都可

能因此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和学说。瑑瑡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编纂民法典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如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探索，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的自动续期规则等，都为民法学研究提出了新

课题，促进了民法研究的发展。民法典和民法学是相互影响的。民法典内容纷繁复杂，其每一编、
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具体规范的设计都给民法学者提出了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一

般来说，法条背后越是有深厚的理论支持，便越具有科学性，也越能够有效解决实践中的争议。因

此，民法典既需要民法学配合，也为民法学的发展提出了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即使就

研究方法而言，民法典编纂也会推动体系化这一重要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为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

素材和动力。
四是提升民法学的现代化。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必须努力回应中国的现实需求，彰显时代精

神和时代特征。这要求民法学就民法典如何回应现实需求展开研究，其本身也会推动民法学研究的

现代化。如果说 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 19 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 年的

《德国民法典》是 20 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则应当成为 21 世纪大数据、
信息社会民法典的代表之作。因此，我们的民法典不应是照搬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而

应回应 21 世纪互联网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现实需求，回应信息社会的挑战。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积

极回应了 21 世纪的时代需求，彰显了时代特征，凝聚了更多的价值共识，在研究对象、研究工具

等方面进一步拓展，聚焦民法典规范和我国现实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元综

合治理机制，发掘民法与其他治理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照和独有价值，促使民法学更进一步地具体

化、深化和体系化。
五是促进民法解释学的发展。“法无解释不得适用”，未来民法典颁行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将

不再是民法学的工作重心，民法学者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即对民法典进行解释，从而

为法官适用法律和人们遵循法律提供理论依据。我们要从过去注重立法论研究转向解释论研究。法

律解释工作应以民法典为中心，围绕民法典的制度、规则展开，而不能脱离民法典进行纯粹的、空

洞的解释和论证。因此，民法典编纂既为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法律解释学的未来发

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无疑为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强大动力。虽然法典的颁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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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结束一些学术争议，但它又为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也为法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编纂民法典是一项举世瞩目的浩大工程，民法学的发展要始终与民法典编纂和修订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随着民法典编纂进程的推进，我国民法学也应在内容和体系上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借助

于民法典编纂的契机，积极回应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

秀成果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学体系。

三、在民法典编纂中提升中国民法学的主体性意识

40 年民法学发展还有一条弥足珍贵的经验，就是我国民法学的发展始终坚持主体性意识，立足

中国的实际，回应中国实践需求，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民法学发展的基本经

验。中国的事情还是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也是用来应对中国自身的问题，对中国的国情

来说必须是合身合用的。说到底，外国学者所设计的理论体系是从该国的场景出发的，未必都能适

应中国的情形。因此，在民法典编纂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学体系，也需要坚持主

体性意识。
所谓主体性意识，就是对我国此时此地的重大社会关切、现实问题和价值取向进行回应。对

此，没有办法从国外取得现成经验，只能用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加以解决。例如，侵权责任法所规定

的高空抛物责任，在西方发生较少，但在我国频发，而因各种原因又不能纳入国家责任的范围。在

此情形下，如何妥当地协调受害人、业主、物业服务人、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我国侵权责任

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所确立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无法找到加害人，应由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予以补偿的规则，正是这种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又如，不动产登记就是

典型的本土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交易客体、交易频繁度、初始登记的准确度、后续登记

的权利状况和真实权利状况的对应程度上的差异，都要求只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我国的登记

制度。中国民法学的主体性意识首先体现在价值判断问题的选择上。比较法上的制度、体系可以借

鉴或移植，但制度移植并不能有效而准确地解决价值选择问题。要有效解决价值判断问题，一方面

需要予以配合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准确回应社会需求，充分反映社会共识。我国民

法典在制定中应当秉持体现中国精神、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原则，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以民法

典为研究对象的民法学也应关注本国实践，回应时代难题，而这些均离不开主体性意识的树立。我

们民法学理论在为民法典制度、规则设计提供理论支撑时，也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解决中

国现实问题，为设计出科学的、合理的、面向 21 世纪的民法典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此，

才能使我国民法典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法典之林。瑑瑢

在民法典编纂中，无论是制定民法典，还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法体系，推动民法学的发展，都

应秉持中国民法学的主体意识。具体而言，此种主体意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问题导向意识。我国民法学的发展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式的研究，而是以解决中国现

实问题为依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这也使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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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民法学正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导向而逐步发展的，这是我们民法学主体意识的重要体现。例

如，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所有权无法进行市场交易，但为使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进

入市场，民法学创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既是我国民法学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也是我国民法学发展的

重要契机。
二是本土意识。民法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但其本质上仍根植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

文化传统。诚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

活本身。”瑑瑣 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因此，民法学

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强的本土性，这尤其表现于民事主体、物权、人格权、婚姻和继承等制度

上。瑑瑤 秉持本土意识，才能使我们的民法真正植根于我们的土壤，解决法治建设 “接地气”的问

题。秉持本土意识，要求在决定是否引入、在何种程度上引入域外制度和规则时，始终立足本国国

情、以解决我国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依归。要求注重对我国民事立法、司法经验总结、提炼的结

果，注重反映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注重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弘扬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三是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指民法学的发展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从实践中来，并回到实践中

去，以实践为最终的依归。德沃金指出，“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瑑瑥 我国民法学的发展始终

应以服务本国实践为目的。“道无定体，学贵实用”，我们的民法学也应当是一门治国安邦、经世济

民、服务社会的实践之学，是济苍生、安黎民的有用之学。我国民事立法在吸收和借鉴外来经验的

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众多的立法素材同本国实践结合，创新出不少符合本国

实践需求的制度规则。例如，《物权法》第 149 条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的规则，突破

了 70 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限制，即到期后自动延长，有效地保障了个人对房屋权利的合理预

期，为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提供了制度保障。民法学要发展，就必须从本国的现实出发，从本

国的法治实践中汲取营养。完全照搬他国民法学理论，将难以解释和解决本国的实践难题，民法学

的发展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法学秉持实践意识，意味着要将民法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

上，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密切关注和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

的实践，善于总结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善于归纳和运用社会生活的习惯。只有从实践中来的民

法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有针对性、有解释力的理论。
四是时代意识。时代意识是指民法学的发展要适应当前社会形态的变迁，同时着眼于未来的发

展趋势，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法与时转则治”。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对民法典

传统范式提出挑战和使命要求，这要求民法典不断进行自我范式的更新，从传统体系中不断产生出

新的话语与知识体系，以应对和解决新问题。在当代，以生物医学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

工业革命浪潮给传统民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等技术的发展，给民事

主体制度、人格权制度以及财产权制度等均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例如，机器人作为物，本身能否作

为主体而存在; 机器人是否享有权益，其创作的作品是否受法律保护等; 高科技的“爆炸”对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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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保护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美国学者甚至提出了 “零隐权” ( Zero Privacy) 的概念，瑑瑦 认为我

们在高科技时代已经无处藏身，隐私暴露等人格权受侵害的现象已不可避免。大数据提出的数据财

产权以及数据共享所提出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等; 人体器官买卖、代孕技术的发展，则使得人作为

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有沦为法律关系客体的风险; 作为人格要素的个人信息的买卖问题，则对人的

主体性地位和尊严带来巨大威胁;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使得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拼接成为可能，这将使

得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面临巨大挑战; 基因技术的发展，则使人被定制、复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这

对于尊严的保护也将是巨大挑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民法的主体、客体、权利等范式面

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五是创新意识。这就是说民法学应当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进行不断地创新。我

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这是一个产生伟大法典的时代，也是产生民法思想的时代，在这个

时代，社会在转型，经济生活在持续变迁，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民事法律规则

也必然要不断调整和变化，我们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先例可遵循，需要

我们去面对、去回答，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讲好自己的故事，需要民法学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创

新。同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因为，随着改革的发展，全面深化改

革需要依靠法治，而法治的完善也依赖于改革。我们的民法典应当反映改革的成果，引领改革的发

展。这就要求我们提升民法学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能单纯作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作中国学术的

创造者，作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民法学研究坚持主体意识与积极吸收、借鉴域外法制经验并不冲突。毫无疑问，民法学需要大

量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民法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借鉴不等于照搬。旧中国民法的大部分

内容几乎照搬了《德国民法典》的条文，如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

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瑑瑧 虽然这种借鉴促进了民法体系的建立和民

法学的发展，但也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使民法学理论与民事立法均受制于德国法的理论与实

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法学的发展是一个借鉴、吸收、消化外国民法理论的过程，同时更是一

个创新的过程。40 年来，我国民事立法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道路，为发展市

场经济起到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基本经验是从本土实践出发，并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域外的法治经验只能作为借鉴对象，而没有唯域外法是尊。这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主体

意识，也是我们民法学所应当秉持的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也引导了我国民法学的 40 年来的发展与

繁荣，并对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事实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民商法重大问题，就是解决了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就是对世界民商法学发展

的贡献。
只有树立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将目光聚焦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学体系这一目标上。有

主体意识，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相反，没有这种主体意识，仅能话语

跟随，会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效果。缺少主体意识，对社会问题只能根据

别人的方案予以不停调试这种迂回的方式予以解决。在民法典编纂中，无论是为民法典编纂提供理

论支撑，还是推进民法学自身的发展，乃至于在民法典颁行之后进行法典的解释和完善，我们都需

要树立主体意识，聚焦于自己的国情，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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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民法典编纂中推进中国特色的民法学体系的发展

我们树立主体意识后，必然会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法学体系，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什么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体系? 笔者认为，它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内生于中国文化传统、回应中国

社会现实需求、展示民族时代风貌、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它应以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体系为基础，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反映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以全面保

护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为重要目的。人在天地间贵在自立，国家和民族贵在自强。我们的

民法也应当在世界民法之林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的民法学应当创建自己的内容和体系。这

不仅因为我们所处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有其特性，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独具特点，而且还因为

我们还承担将辉煌历史的中华法系发扬光大的艰巨任务。中华法系源远流长，长久地傲然自立于世

界法制之林，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应该有自信

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法学体系，并把它发扬光大。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崛起中的

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和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都为民法学体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我们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时代，这是产生伟大法典的时代，也是产生民法思想的时代。
我们的民法也应当在世界民法之林中有自己的重要地位。作为民法学工作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应是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构建中国民法学体系是服务于社会生活，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的编纂绝不是一

个普通的立法活动，它体现了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决心，也是对既有民法学研究成果的一

次全面梳理。因此，民法学者在参与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也要努力推动形成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和

话语体系，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学理论体系。在民法典编纂中，民法学者需要从中国实践

出发，在结构和内容上充分回应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种现实问题。不断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民法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梅利曼曾指出，法律植

根于文化和历史，是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制度需求的反映。瑑瑨 构建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也应以具有

时代性的中国问题为中心。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对民事立法提出

了新要求，民法学研究应来源并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提

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有真问题，才可能有真学问。因此，通过立足国情在民法典编纂这一过程中

完成民法学的构建，这也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
中国特色民法学应秉持对世界优秀民法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态度。构建以研究我国现实问题为重

心的民法学理论体系并不等于排斥异域法律文化。相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法学体系应是一

个包容世界民法文化精髓的体系，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应对智慧。对人

类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应秉持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瑑瑩 民

法学研究应有广阔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广泛借鉴两大法系先进经验，服务于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

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比较法研究，高度重视国

际上民商法学的发展趋势。当然，比较法不仅仅是对外国制度和学说的表浅介绍，而且要根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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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加以准确解读，然后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学说，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

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结论。“只有在探讨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的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特殊的比较考察时，

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比较法。”瑒瑠 如果仅仅谈外国法，而不结合中国实际，那就只是对外国法的介绍，

而不是真正的比较法。比较法也不仅仅是比较德国法或者法国法，比较法的视野应是宽广的。我们

不仅要关注大陆法系，而且要关注英美法系; 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而且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最重

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外国的制度、理论都只是我们借鉴的素材，但我们的研究绝不能完全从希

腊、罗马出发，唯罗马法是从，绝不能“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绝不能在外国学者

设计的理论笼子中跳舞，绝不能单纯作西方理论的搬运工。
我们的民法学体系应具有科学性。法学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法学也要探究社会生活的规律，

并服务于特定的价值目的，法学需要自身的逻辑体系、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因而它本身也要体现

一定的科学性。瑒瑡 民法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民法本身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一

方面，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民法学在自身独特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

概念、规则和制度，形成了富有逻辑的、体系严谨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民法学以私法自治等原

则为基础，构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并形成了自身的研究方法。通过运用这些方法，对同一问

题能够相互交流，进而达成具有共识性的结论。尤其是民法要适应现代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科

技的发展，回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彰显鲜明的时代性，

这也要求我们民法学体系应当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们应把握未来民法学的

如下发展:

第一，民法价值的发展。近代民法出现了以财产法为中心，或者说出现了 “泛财产化”的倾

向，瑒瑢 并主要以私法自治为价值理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格局

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尊重与保护人权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人文关

怀价值已经成为民法的重要价值，表现在立法和判例中越来越重视对人格权和其他人身利益的保

护。即使在财产交易中，也重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在人格尊严与私法自治发生冲突的情形下，法

律优先保护人格尊严。我国未来民法在理念上，除了强化意思自治，还要将人的尊严和自由作为同

样重要的价值，并贯彻在民法制度和体系中。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应当是一部强化人文关怀的民

法典，是一部注重保障人的尊严、意思自治，弘扬私益与私权神圣的观念从而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民

法典，这样一部民法典不仅将是一部垂范久远的民法典，更将引领中国社会迈入一个 “个人的自

治、有尊严的生活”获得全面实现的美好社会。瑒瑣 因此在编纂民法典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社会相对

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和诉求，给予相对弱势一方充分表达自己意思的途径，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

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婚姻家庭领域要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老年监护的制度设

计，体现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爱。
第二，民法内容的发展。民法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首先，21 世纪是科技爆炸时

代，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时代。民法要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财产的保护，加强对

人格尊严的保护，防止人客体化而被异化。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对交易安全和信赖利益的

保护。表见代理、善意取得、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都为了实现这一需求，体现对市场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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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再次，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大规模事故频繁发生，核事故、严重的交通

事故和医疗事故、化学品泄漏等都在威胁个人的安全。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侵犯消费者权益现象时

有发生，食品安全、产品缺陷等导致的侵权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

的社会问题。因此，侵权法调整的范围在不断扩张，其功能不仅在于填补损害，还要积极介入风险

源中，从而实现对损害的预防。最后，现代社会是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的社会。资源日益匮乏，人类

活动能力日益增强，日益挤压自然环境，造成对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民法如何在生态环境保

护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人类社会之前没有面临过的新课题和新挑战。因此，民法学也应当与

时俱进，不断地从丰富的社会生活的需求中，吸收新的营养。
第三，民法体系的发展。人格权和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为民法学内容和体系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同时也将成为未来民法新的增长点。但民法学体系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制度结构，也

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如前所述，现代民法的重要趋势是民商合一。但传统商法的一些

价值也可以逐渐融入民法的价值体系中来。民法也需要吸收商法的制度和规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的，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恰如 “冰河”的关系，商法为冰川上的雪，虽不断有新雪落下，但降落后便

逐渐与作为冰川的民法相融合，为民法所吸收。瑒瑤 例如，就外观主义而言，民法对此也多有体现。
民法的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制度都体现了保护信赖利益精神。另外，在民法内部，既要考虑主体

的平等，也要考虑商事交易的特殊性。我国民事立法不区分商人和非商人，代理也不区分商事代理

和民事代理，行为也同样不区分商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对一些弱势群体

( 如消费者、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 进行特别保护，强化人文关怀的理念，也是未来民法

学必须要应对的特殊问题。
第四，民法解释学的发展。在民法典颁行后，需要学者对法典进行大量的诠释，民法学理论体

系也是法律解释工作的重要基础。法国自民法典颁布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学者对于法典的解

释深刻影响民法典的发展。法国学者 Bugnet 曾说: “我不懂民法，我只教民法典!”瑒瑥 这句话深刻地

揭示了民法解释学的重要意义。《意大利民法典》在颁布后，立法机关曾经规定，法院在作判决的

时候，不得引用法学家的论著，但法官却大量参考了法学家们的思想和学说。瑒瑦 这正如梅利曼所言:

“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法学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它却有巨大的权威性。”瑒瑧 在我国民法典

制定以后，必须认识到的是，民法典的篇幅和容量毕竟是有限的，立法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不能囊

括全部，必须发挥大量的解释工作，抽取民法典中的价值体系，发现民法典的规范内涵、寻找民法

典可能的规范漏洞，弥补民法典的规则供应不足。例如，我国民法典可能不会设立债法总则编，如

何从既有的合同法总则寻找到债法的共同规范，将合同原因之债的规则扩展运用于其他原因发生的

债，进而应对纷繁复杂的、新的债的关系之发展。
第五，民法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传统民法最初以概念法学为主，注重概念的推导和概念之间的

关联，之后逐渐形成由耶林和赫克所倡导的利益法学、埃利希所倡导的自由法学。这些实际上都促

进了民法方法的多元化。在民法典颁布后，民法学不能仅仅对民法典进行注释，否则民法学的发展

会失去既有的活力，仅仅局限于民法典的框架展开研究，民法学就会成为一潭死水。“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正处于一个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必然给我们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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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现代社会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为我们从近五千多万份已经公

开的司法判例中，总结提取中国法治问题、深化凝练中国法治经验，提供了有效方法。司法的社会

实证分析将更加便利。法律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应借助伦理学方法研究婚姻家庭，借助经济分

析方法研究交易法则，借助逻辑的分析方法研究规则设计的合理性。结合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可以

增强民商法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瑒瑨 此外，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教义学、法伦理学、社会

调查等研究方法，都应成为我们民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使民法学摆脱“僵化的法条”束缚，并推

动民法典成为“活法”。瑒瑩

结 语

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

出一部立足我国国情、面向 21 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是时代赋予广大民法学者的神圣使命。编

纂民法典也是推动民法学繁荣发展、形成中国民法学体系的良好契机，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法学体系非一日而能毕其功，要靠几代民法人“一棒接一棒”的努力。今天的民法学研究虽然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现有民法理论和相应民法制度还未能有效地回应

诸多重大现实问题。我国民法学理论的国际影响尚不尽如人意，我国民法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仍然

有限。某些理论领域仍然缺乏必要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广大民法学人任重道远，我们仍需砥砺

奋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振兴繁荣民法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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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litigation principle and the legal background， choosing any of the above

models cannot solve all practical problems． By analyzing their generation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basis， some

general theories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detention approval power can be summarized for choosing the ideal

model．

Key Words Detention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nternal Institution;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Combination of Detention Approval and Prosecution; Independence of Detention Approval

Nie Youlun， Ph．D． in Law Candidat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Visiting Scholar of

UC Bookley Law School．

The Method About the Rule of Law on the Division of Govern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ities: A Discussion Focusing o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Governance in Japan RU Sisi·57·

The method about how to divide the govern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ities is still in exploration．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division of governance， which combined legislative authority with financial power，

has difficultie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method about the division of governance that is based on

field also has difficulties such as separ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and localities． In Japan， which is a

unitary government as same as our country， there were several otcempts to complete the system design after

World War II， but all of them ended up with failure． After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in Japan in 2000， a

system has been formed， in which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is in the central， and other authorities or powers

are independent whil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As for

the method of the division， Japan gives up depending on traditional pattern that based on field， but relying on

administrative subject and current law to complete the exact administrative attribution． This system design，

which i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placed in the central， can provide a new research

idea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ivision of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ities; Division of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Division of Roles．

Ru Sisi，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Law Faculty of Kyushu University．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 Law System WANG Liming·7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ivil law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are mutually re-

inforcing and inseparable． The civil law theoretical system formed by the study of civil law has the function of

system construction， concept and terminology establishm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rule desig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will promot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civil law，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alue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law research， 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civil law， namely problem-oriented 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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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local consciousness，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g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has

been improv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ivil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value of civil law， the content

of civil law， the civil law syste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law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ivil law methods．

Key Words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Civil Law System; Value System;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Wang Liming， Ph．D． in Law， Research Fellow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Juris-

prudenc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fesso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Reflections on the Opportunity of Introducing the “Forced Heirship” into

Chinese Succession Law: And the Possible Way to Improve

the Actual“Necessary Portion”System LI Bei·83·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orced heirship system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urrent debate

about the codification of Chinese law of succession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scholars are supportive for its

introduction， a fine analysis however reveals the great risk of such enterprise: the reasons given to justify the

forced heirship are largely insufficient; this institution contrasts with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law

of successions; the immature legislation of such a complicated issue can engender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con-

clusion， the abandon of the forced heirship doctrine can be seen as a better choice． In order to limit the free-

dom of disposition by wills more efficiently，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our necessary portion system， espe-

cially to prolong the list of beneficiaries， to clarify the quality of the beneficiaries， to settle rules for the de-

termination of the necessary portion， and to provide more efficient legal remedies．

Key Words Forced Heirship; Necessary Portion; Freedom of Disposition; Chinese Civil Codification．

Li Bei， Ph．D． in Law，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of KoGuan School of Law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The Legislative Reform of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in the Codification of

Property Part and Contract Part of Chinese Civil Code WANG Lebing·96·

Article 223 and article 227 of Real Property Law establish a separated legal regime for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distinct to that for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The technical concept of receivables covers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the rights to earnings， which is already adopted in the draft of Civil Code to sub-

stitute the concept of receivables． The identical nature of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namely security transfer

of receivables， and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requires the Civil Code to establish a uniform perfection

regime for them， namely recording just to the extent to be effective against the third parties， not for the at-

tachment of the pledge． The perfection through electronic recording is fundamental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of

rights among interested parties， and the perfected receivables pledges shall be granted priority against the

transferee and the parties claiming the rights of offset， while the notice to the subordinated debtor only

functions in a limited circumstances． The chapter of Real Property of the future Civil Code shall clari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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