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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创新探索
———兼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陈晓景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益”内涵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 一种是多
个人的环境权益，只有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才是真正的公益 。由于人类处在环境共同体之中，共同体成
摘

员对共同体的维护责任理论应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石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应根据
中国国情，建立法律解释型和立法型两种基本类型的制度路径 。同时，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应坚持发展逻
辑与实证逻辑有机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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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环境危机迫切需要司法手段的救济 。目前，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部门对于推进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的现实迫切性已经达成共识 ，并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方面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见仁见智，
各抒己见。本文结合评析徐祥民教授等著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 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 一书，尝试围绕环境公益诉讼内涵发展、理论
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进行创新探索 ，以期推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与制
度构建。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发展
继承与发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 ，如果没有继承和发展，今天的科学研究可能还停留在原始时
代。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界定也经历了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徐祥民先生等所著的《环境公益诉讼
研究》一书在环境公益的内涵界定方面充分继承前人成果 ，而且这种继承不是对已有理论的简单重复
或是对国外经验“拿来主义”式的引进和接受，而是通过分析原有理论和经验进而研究和解决中国环境
公益诉讼问题，因此实现了在继承中的发展。比如，作者在比较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对中国环境公益
诉讼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环境公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公共的环境利益； 一类是多个人的环境权
益。为进一步说明环境公益的内涵，作者又以汪劲先生为代表所提起的鲟蝗鱼之诉与日本水俣病诉讼
为例，进一步论证作为多个人利益的公益和作为某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公益根本上是性质不同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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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认为作为某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公益才是真正的公益。《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一书所论证的这种
集体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利益 。该公益并不在于重大，不在于涉及空间的
广阔、历时的长短、关系人的数量庞大，而在于它的公共性和不可分性。 这种公益诉讼所追求的是不分
属于任何人的公共利益，不是依据该法授权可以起诉的个人的利益 ，也不是包括其利益在内的多个人的
利益。多个人的公益虽然表面追求是公共利益 ，但这种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多个人的“私益 ”。 虽然这种
利益涉及的人数多，而且有时候受害人的多少还具有不确定性 ，但为这种利益而进行的诉讼实质上是私
益诉讼，属于传统诉讼的范畴，并不从属于环境公益诉讼，只有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利益意义上的公益
才是真正的公益。
在论及环境公益性质差异对起诉主体选择的影响时 ，该书主张，在以维护集体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诉
讼中可以适用“尽可能多的”起诉主体这一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不应排斥公民个体，而应尽
［1］
可能扩大其范围。” 当然，该书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也不是无限扩大 ，而是主张“有限制的多元
主体”，反对将在理论上仍存在重大争议的物 （ 自然体 ） 和后代人列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 为将

起诉主体具体化，该书进一步指出，现阶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考虑，我国应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资格赋予公民、检察机关、环境管理部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 。这四种主体既是诉讼法传统上所认可的可
以提起诉讼的原告，同时又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扩大主体范围的内在要求。《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一书对
环境公益内涵的界定厘清了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部门对环境诉讼界定的难题 ，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的
根本目的和诉求，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可诉范围的确定及具体制度的建构指明了方向 。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作支撑 。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度建设才能准确
地反映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制度才能有效地在实际中贯彻实施。 在已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成果中，有关“理论基础”部分的研究一直深受学者关注，因为这是理论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内容 。
长期以来，我国相关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理论基础一般建立在公共信托理论 、环境权理论、私人检
察总长等理论基础之上。实践证明，这些理论基础忽略了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因此是片面的、不科学
的。由于人类处于环境共同体之中，人们对共同体环境的维护责任理论应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
基础。《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一书在逐个批驳其他理论基础上 ，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环境责任论的理论
基础。比如，在谈到公共信托理论时，该书认为，公共信托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中或许有其合理性，但
在法学领域，尤其在环境公益诉讼的论题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假说 。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该假说的
成立。第一，信托的前提不存在。 信托的前提是所有权，至少是占有权，也就是托付人拥有“信托财
产”。然而环境（ 包括作为环境要素的大气、水等 ） ，其在环境的意义上不可能为任何人所拥有，也不可
能被一群人集体拥有，它们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自然存在的客观自然 。人类只能借助环境来生存，环境是
人类的“衣食父母”，而绝对不是人类的权利客体。 因此，环境不可能作为财产，所以也无法进行信托。
第二，如果信托关系存在，公共信托理论也无法证成国家作为受托人管理环境资源的结论 。 第三，即使
信托关系成立，这一理论也无法为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因为托付者和起诉者不统一。 总之，该
书认为，环境本不可托付，也无须托付，它原本就是具有公共性的生存条件。 公共信托理论只能是学者
们囿于自己的原有理论在面对新事物时不得不制造的麻烦 。
论及环境权理论时，该书从环境权理论与公益诉讼的关系入手指出 ，公民对环境没有所有权，公民
对环境事务提起诉讼，其理论依据只能是参与管理的权利 ，而不是对环境的权利。实践中公民享有的所
谓环境权实际上只是环境权益，也就是以环境为媒介成立的或发生的权益 ，比如享受阳光权、清洁空气
权等，但这些权利都属于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的范畴，以这种权利而进行的诉讼可以成为支持以维护
多个人的利益为目标的环境权益诉讼。“而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环境公益而为的诉讼，这种诉讼所欲实
现或维护的利益是一定集体（ 或称“人类”） 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 这种利益与学者所阐述的作为的
［2］
私权利的环境权之间无法形成理论基础与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 。” 也就是说，环境公益诉讼无法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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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基础建立在一种私权利的基础之上 ，环境权理论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
关于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该书认为，私人检察总长实质上是国家机关角色，私人实施法律实质上是
行使国家权力。私人检察总长的权力属性，是国家属性而非公民属性。 实际上，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私
人实施法律理论的实效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之上 ，即社会上存在积极公民，这些公民不为名
利，不因义务的要求，愿意为公益，为那属于国家的、集体的利益而做无私无畏的英雄。 然而，私人为什
么要充当检察总长，他们自己为什么要去实施法律呢 ？ 在这个问题上，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没有做出理论
阐释。
在评价分析几种理论的不足之后 ，该书高屋建瓴地提出，环境责任理论应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
论基石。环境责任理论的提出是徐祥民先生多年来对环境法研究的学术积淀和智慧火花碰撞的结果 。
［3］
早在 2004 年，徐祥民先生在其论文中就用诺亚方舟的比喻反映了人处于一个场域当中的责任理念 。
在《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一书中，他用共同体的概念更详细说明了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对共同体整体

利益的责任。他认为，人们普遍地生活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中 ，比如家庭、民族、教派、政党、流域、国家
等都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无法完全脱离共同体而独立存在 。 人，也包括企业、组织等，对
于共同体而言都是个体，而共同体对于个体来说，是一个“温馨 ”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可
以遮风避雨，可以求得帮助，可以得到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是不可或缺的条件甚至是存在和发
展的依据。因此，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维护是一种责任 ①。
人类也处在环境共同体之中。环境共同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利益共同体。 其主体是人类，其存在
的基础是自然环境，其具体的成员包括个人、企业、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人类环境共同体
是因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而形成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的人类环境共
同体就是指全人类基于整个地球环境形成的共同体 ； 微观层面的人类环境共同体则是指人类的部分群
体基于特定的区域环境形成的共同体 ，如一条江河流域的人们基于这条江河形成的共同体 ，一个城市的
人们基于他们共同的城市自然环境形成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关系就好像是一个诺亚方舟 。这艘诺亚方
舟一旦开航就既不能增加乘客也不能减少乘客，任何人都既不可能逃离这艘航船，也无法被开除“船
籍”。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可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他们各自的利益也可能相冲突，但不管这种不一致有
多么突出，都无法抹杀大家利益的一致性的存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是对方舟乘客间关系的最恰
切的描述。温室气体既不因美国富有而高抬贵手 ，也不因欠发达国家贫穷而格外照顾 ，而是把苦痛和优
伤带给所有的人。酸雨并不是只腐蚀穷人的房子，对富人的豪华别墅也绝不格外留情。 诺亚方舟中的
乘客的最大利益是确保不使诺亚方舟沉没 ，或者把它驶出迷雾，使之脱离苦海。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使
一切个人的个别利益都显得微不足道 。任何个别乘客的个人利益都不得危害整体的利益，任何个人的
［4］

要求都必须服从这种整体利益

。因此，共同体的成员都要为这个共同体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

正是基于环境公益诉讼是集体公益意义上的环境诉讼 ，因此在环境责任理论的权利实现路径选择
上，《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一书主张要赋予共同体成员保护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权利 ，当然，这种权利是一
种来自环境责任的权利，而不是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权利 。环境责任理论的提出正契合了环境公
益诉讼内涵的界定，为共同体方便其成员履行责任而铺设权利通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安排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一
书的重要内容。前文已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为实现公共环境利益而为的诉讼 ，是公共环境利益诉
讼。这种诉讼与现行的诉讼制度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 其一，为公共利益而诉。这里的公共利益并不
表现为与自然人个体相对称的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与股东相对称的公司利益。 不管是国家利益、集体
① 这种责任也可以说是个体为了得到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而需要付出的代价。（ 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共同体·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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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还是公司利益，都有一个在法律上成立的权利主体作为利益的代表人 ，因此，在这种利益受到损害
时，国家、集体组织、公司的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可以依法定的身份自行行使诉权 ，或委托其他机构或人
员，或由法律事先规定的代理机构代为行使诉权 。公共利益之所以叫做公共利益，其最突出的特点就在
于它没有当然的所有者，也没有特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 。不确定的多数人，有时是超出国界的多数人
共享这种利益，而没有任何人与这种利益存在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关系 ，不管是表现为分享这个利益的
关系还是维护这个利益的关系。其二，为环境利益而诉。这种利益不是以环境为媒介而发生的利益或
造成的损害，而是环境对人类的有用性。这种利益来自自然，益及人类； 可以共享，不可以分割； 可以享
［5］
用，不可以控制 。
基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传统诉讼制度的不同 ，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方面，《环境公益诉讼
研究》一书在充分考察我国传统文化与法律现状后指出 ，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诉讼制度之间的巨大差
异使其在传统诉讼制度主宰的诉讼体系和诉讼文化中很难建立稳定的地位 ，形成稳定、系统的制度； 我
国诉讼实践中开展的具有某些环境公益诉讼特点的尝试都只说明了建立该制度的相对合理性 。因此在
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应取的态度是尝试 ，而不是寄希望
于一朝一夕。“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 ，尊重现有的
［6］

政治安排，结合自身特点，做出本土化改造，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益诉讼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 鉴
于此，该书根据我国现实的法制环境、体制因素提出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渐进之路。 也就是说，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应考虑在与现有制度的关系上尽可能地采用改良措施 ，而不是大破大立。 按照这样
的基本态度和思路，作者提出了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两种基本类型的制度路径 ： 一个是法律解释类
型； 一个是立法类型。法律解释类型就是通过对现有法律的解释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创立提供法律
依据。这一类型的基本特点是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 ，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立法精神等。
该类型要做的基础性工作是在现有的法律中寻找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生长点 ，而其关键的举措是按照
这些生长点的生长条件培育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 立法类型就是以立法 （ 当然包括改法 ） 的方式创造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或提供适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产生的立法条件 ，其常常需借助对现行法律的解释，
可以是在以对宪法或其他基本法律相关条款的解释的基础上制定某些法律规范或制度 ，或修改法律中
［7］

的某些规范或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近年来虽然是诉讼法学、环境法学上的一个热门课题，然而到目

前为止它依然更多的是一个学理概念 ，从立法上难以直接找到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中不但没有做出具
体规定，甚至没有明确提及。只有《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中提到了环境公益诉讼，而这只是两份国务院文件，而非法律或
［8］
行政法规，难以作为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的依据 。因此，在我国现实国情下，作者对环境公益诉讼
的制度路径设计是必要可行、科学合理的。
四、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方法突破
徐祥民教授所著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一书，之所以在理论和制度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在环境
公益诉讼内涵界定中善于传承和发展 ，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书秉持着发展逻辑与实证逻辑有
机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对于当前我国不大令人满意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状况而言
显得尤为重要，是环境公益诉讼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
所谓发展的逻辑，是指该著作遵循恩格斯 1886 年致爱德华 · 皮斯的信中所述“从已有的历史事实
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确切结论”的方法，在国内国际的时空背景下，立基于详实的文献史料，从历时性的
维度研究环境公益诉讼的动态演变 ，从而形成一种宽厚深邃的发展眼光来审视研究对象 ，使本文产生出
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思想穿透力 。究其实，这种发展的逻辑就是历史思维。历时性、回溯性和境
［9］
域化可谓历史思维的基本特征 。作为法学和历史学的双博士，徐祥民先生善于运用历史思维考察研
究对象。其正是通过对人权发展三个阶段的历史考察，才得出所谓“公民环境权 ”实际上是享受、使用

生产生活环境的民事、行政等权利和参与与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 ，而不是环境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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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生的属于升华期人权的人类环境权 ，因而才有了《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一书中对环境权理论作为环
境公益诉讼理论基础的批驳。同时，也正是通过长期对法律发展历史的研究 ，徐祥民先生才得出“被决
［11］
定的法理” ，从而才有了该书环境责任论的理论创新 。 他说，在法律与规律的对照中，规律俨然是滔
滔江河，而法律在江河面前只能是顺流而下的一叶扁舟 。 在生态文明下，法律必须接受生态规律的约

束，只能在自然法则许可的范围内编制 。责任（ 一种所有个体对其所依存的整体的共同利益 ，甚至存亡
有所作为的内在要求） ，一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的概念，是生态文明
［12］

下的法学理论大厦的基石

。另外，该书也通过考察环境公益诉讼国内相关的研究发展历程和动态，

才有了对考察对象研究内容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
为有力诠释和论证学术观点和理论创新 ，进一步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路径 ，该书不仅从宏
观和微观层面用大量案例来分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状况 ，而且分门别类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
的环境诉讼依据进行考查。在考查过程中，徐祥民先生改变过去环境法中分散 、个体的法律规范分析模
式，从环境的整体性，从环境法律规范关照对象的整体性出发 ，以事务法和手段法为界分考查环境资源
法律体系的诉讼依据。他把环境法体系这个大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 ： 一个是环境事务法系统，一个是环
境手段法系统。环境事务法子系统中有四个支系统 ，即污染防治法支系统、自然资源法支系统、生态保
［13］
护法支系统和环境退化防治法支系统 。环境手段法是环境法体系中与环境事务法相并称的又一个
子系统，是由规范服务于对环境对象保护的系统方法 ，如环境规划、环境税收、环境影响评价等这些手段
［14］
使用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规范体系 。这种生态整体性的法学方法论与传统的法学方法论在时代背
景和文化根基、调整的关系范畴、理论预设、价值判断、深层结构与内涵等各方面都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其反映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弥合 ，体现了在法律思维上东方整体观与西方主体观的交融 ，也是事实
［15］

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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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on or sale of toxic food or hazardous food is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The interfac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identification of toxic or harmful food，subjective knowing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issues，rely on integrative study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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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Exploration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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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litigation law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e think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in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the common human environmental benefit which
is the real public interest； the other is the privat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many people． The theory tha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re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their environment should be used a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two basic types of systems path includ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islative-type about system arran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ditions in China． Moreover，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academic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developed logic and empirical logic．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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