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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与理性 （ 四 ） ： 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江国华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
屏障，司法发挥作用的程度通常受制于行政和社会自身之解纷机能的出色作为 。故此，应当理性地正视
司法的有限性； 并树立“综合司法改革”理念，在定位于最后屏障的前提下，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改
革体系之中，正视并充分整合行政与社会自身之纠纷调处资源 ，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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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定位问题乃当前中国法院改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传统上，司法被认为是社会纠纷解

决的最后途径，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近期中国某些地方法院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有
将法院推向社会纠纷解决前线之虞 ①。故此，法院定位问题再次为各界所瞩目，并成为当下中国司法改
革所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之一 。窃以为，固守“最后防线”之定位，乃中国司法改革不容跌破之底线；
将法院推向“前线”，让法官去冲锋陷阵，有违司法的一般规律。
目前，面对社会矛盾叠加累计并呈井喷式爆发之现实 ，努力提升法院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之能力固
然是必要的，但法院不是万能的，它无力承担所有社会纠纷的解决任务 ，那种指望将社会矛盾引入司法
单一管道的改革思路有悖于社会运行的基本常识 。在其现实意义上，在深化司法改革的同时，当务之急
在于激活社会自身纠纷解决机能 、整合社会纠纷的其他解决机制，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
局②———此即综合的司法改革之基本内核 。
一、司法不是唯一的
在现代社会，司法不过是社会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一元而已 ，它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 惟其如
此，转型时期的矛盾井喷现象，不宜仅仅归责于法院或者司法之懈怠或者不作为 ； 优化社会纠纷解决效
能之路径，也不能仅仅盯着法院或司法机制的修修补补 ，而是应当运用系统思维，着意于多元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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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国华（ 1972— ） ，男，湖南茶陵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司法学与司法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譬如河南的“社会法庭”、陕西陇县法院“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等，均有此种倾向。

②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 － 2013） 》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
与、司法推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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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培育与建构———所谓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
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互相协调地共同存在 ，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
［2］
和动态体系” 。其要义有三：
（ 一） 社会本身具有纠纷消解机能

人类社会有其与身俱来的纠纷消解机能 ，有如人体有其固有的免疫机能一样 。对于社会而言，司法
之类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如药物之于人体 ； 唯有在人体自身免疫机能失灵的条件下 ，药物的干预才是必要
的； 同理，唯有在社会自身免疫机能失灵的前提下 ，司法的干预才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发生于社
会之中的纠纷，首先应当由社会本身来消解。 其要义有四： （ 1） 矛盾与冲突乃社会运行之常态； 对于一
个健康的社会而言，其中的绝大部分矛盾或者纠纷都是通过其自身的免疫系统予以消解的。（ 2） 人类
社会天然地具有调处冲突之机能 ，正是这种机能，使得人类社会之赓续成为可能———社会秩序常常是自
发产生的； 正是这种自发生成的秩序，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和文化特质，并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赓续
［3］
的基础性条件； 在其现实意义上，“社会生活有很大部分都位于法律影响之外 ” ，故此，法律秩序在本
［4］

质上只是一种附加秩序

。（ 3）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叠加井喷的一个根本原因即在于社会自身纠纷解决

机能运行不畅———传统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几经变革之后，在乡土社会厉行数代的诸如家庭、族群
乃至村社之类的民间解纷机能近乎衰竭 ； 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与频率的加剧 ，传统的“熟人社会 ”渐被“陌
生人社会”所取代，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诸如人民调解之类的解纷机制在“陌生人社会 ”的作
为大为受限。（ 4） 解决社会矛盾的首要思路应当着眼于如何激活社会自身的纠纷化解机能，正如同要
提升人体之健康指数应首先着眼于提高其免疫力一样 ； 诸如如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激活家庭、社群以
及各种社会组织的消解社会纠纷之机能 ，等等，都应当纳入社会整体改革之议程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5］

市民社会建设问题

。一般而言，市民社会发育比较健全的国家，其自身消解冲突的能力就越强； 当今

在西方的兴起，调解在我国的经久不衰，以及司法救济的私人色彩的增加 （ 如刑事和解 ） ，也说明
社会本身纠纷解决机制为法治国家所普遍关注 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非法律化可能是现代
ADR ①

［6］
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 。
（ 二） 行政既是司法的，又是政府的
［7］
美国学者古德诺尝言： “行政既是司法的，又是政府的。” 化解社会冲突行政有责； 行政解纷机制

是整个社会纠纷处理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要义有三： （ 1） 在一国宪政体制中，行政不仅应
当分担化解社会纠纷之责任，甚至在许多领域应当担负化解社会纠纷之先锋者角色 ———长久以来，我们
似乎就认定消解社会矛盾是司法的责任 ，不干行政的事； 但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那些社会矛盾解决比
较好的国家，大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解纷机制 ，譬如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美国的独立控制机构以及
德法诸国的行政法院等； （ 2）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矛盾都与行政权的极度膨胀存在着
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性 ③； 而且，社会矛盾叠加井喷现象也与行政的纠纷化解机能运行不畅存在着或近
①

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意为“解决争议的替代方式”，或者翻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由于它没有复杂的程

序，
且不伤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起源于美国的争议解决的新方式，被很多西方国家采用。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 （ 1） Negotiation，
即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协商谈判； （ 2） Mediation or Conciliation，即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的第三者进行的调解； （ 3） Mini-trial 与 Arbitration，即模拟法庭与仲裁。其基本特性有三： ①它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自愿的解决争议的方法； ②通过 ADR 达成的解决争议的方案没有
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 ③ADR 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适用于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中。Lynch，J． ADR and Beyond：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nflict Management，Negotiation Journal，Volume 17，Number 3，July 2001，Volume，p． 213．
② 以日本为例，据其全国性的统计，民事调停案件新受理的件数在平成 2 年度为 32424 件，占 203506 件诉讼新受理案件数的
15. 9% ，但到平成 7 年度就有 129136 件，占该年度 389344 件诉讼新受理案件数的 33． 1% ，大约是 1 /3。从各类案件增长比率来看，从平
成 2 年度到平成 7 年度，诉讼新受理案件数的增长率是 191． 3% ，不到 2 倍，而民事调停案件的增长率竟达到 398． 2% ，约为 4 倍。另外，
民事调停案件中调停成立的比率在平成 2 年度地方法院和简易程序法院总和为 54． 3% ，平成 7 年度则达到了 49． 9%。［日］小岛武司
著： 《诉讼外纠纷解决法》，丁婕译，向宇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1 页。
2008 年 109085 件； 2009
③ 这可以从近年来法院受理或者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加体现出来： 2007 年审结行政案件 100683 件，
年行政案件数量继续上升且增长幅度较大，各级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和再审行政案件 154313 件，审结 154916 件，同比分别上升 8． 02%
和 9． 12% 。其中，新收一审案件 120312 件，审结 120530 件，同比分别上升 10． 99% 和 10． 49% ，2010 年受理行政案件 135679 件，审结
129806 件，同比分别上升 6． 77% 和 7． 70% 。以上数据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 2007 年到 2011 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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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远的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行政一方面制造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 另一
方面又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解纷机能 ，成为纠纷化解的渎职者，二者合流，最终让所有纠纷都涌向法院，令
法院不堪重负 ①； （ 3） 行政的主要职责是对社会进行组织和管理，“从本质上来看，行政是对公共利益的
集合、维护和分配活动”，其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有着法院无可比拟的优势，“直接、迅捷、符合当时的大众
［8］
意向、不受传统规则的束缚、不受专门证据规则的束缚，而且还可以根据普通人的日常直觉行事 ” 。
故此，盘活行政的纠纷解决机能，当成为社会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方略 ，如此，被学界所忽视的“行政解

纷机制”当重新为各界所重视———目前，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仲裁乃至行政申诉、行政信访等均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解纷机制，并构成中国“行政解纷机制”之基本内核。
（ 三） 法院仅仅是规则的适用者
司法机关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最平等的交汇点 ，借助于这个交汇点，司法机关能够有效地运用权
［9］
力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但法院仅仅是规则的适用者，而不是规则的创制者，这是由法院在我国宪
政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根据《宪法》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
判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在第一条又重申了前述规定，并在第四条重申宪法第一百二十
六条之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 第三
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 、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都对人
民法院在我国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 ———法院只有法律适用权，不能创制法律。 其要
义有三： （ 1） 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仅限于对既定规则的选择或者解释，它无权废除既定规则，亦无权置
已定规则于不顾而另立规则。（ 2） 即便是在有违宪审查的国家中，司法对立法的作为空间也是相当有
限的，它充其量只能对具体个案所涉及的某部法案的某个条款作出违宪性裁判 ，但相对于整个法律体系
而言，可供司法尽情演绎的机会并不太多 ，如在美国，其“违宪审查标准方面，根据 Harlan F． Stone 大法
官在 1938 年的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 案中所提出的‘双重基准’审查标准，即在说明法院
何时能以违宪审查介入，以协调司法违宪审查权与民主政治间的紧张关系 。换言之，只有在立法与行政
部门的决定会影响到民主程序时 ，法院才应予介入导正民主程序本身的不公与不健康 ，否则，原则上即
［10］
应尊重立法及行政部门依民主程序所为之决定 ” 。（ 3） 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井喷的根源不
在于司法，甚至司法社会效果之不尽如人意也非司法一人之过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法律缺位或者法律

存在明显瑕疵，等等，都是影响司法效果的基本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纠纷解决的终极责任者在于
立法，而非司法———法院只应承担法律适用方面的责任 ，但它实在不宜对于其所适应的法律本身是否制
定得良好承载任何实体性责任 ②。
二、法院不是万能的
法院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指望法院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纠纷 ； 法院也不应当将所有的社会纠纷纳
入自己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或开放领域，尤其应当慎重③。 故此，要有效化解社

2011 年 1 月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行政强拆”转变为“司法强拆”，反映了社会对司法的一种普遍心态：
将司法视为消解社会麻烦的大熔炉，但凡矛盾比较多的问题，都倾向于交由法院解决。但法院不是“垃圾桶”，我们不能将所有麻烦都推
①

给法院。行政解决不了的问题，未必交给司法就迎刃而解。同一个问题，交给行政处置，行政就成为矛盾的焦点； 交给法院处置，法院同
样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譬如强拆之类的纠纷，原本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纠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
题、一个政治问题。法院所能够解决的，仅仅是其中的法律问题，但对于其中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勉强而为
之，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法院本身亦有陷入是非漩涡之中而无力自拔之危险。
② 马克思强调： “自由的审判程序，是那种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属性”（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78 页） 。如果以为不自由的法律套上自由的公开审判程序就会得出公正的判决，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公丕祥：
《传统东方社会司法的特殊机理———马克思的理论阐释》，载《法商研究》2001 年第 5 期。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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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单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改进立法，着力培育和发展多元的解纷机制 ①———“司法资源与
司法能力具有有限性，依法治国意味着司法功能的强化，必然要求贯彻‘司法最终解决 ’而非行政最终
解决或政治最终解决的原则。然而，我们也要承认转型期法治的有限性 ，首先这意味着法的资源与法的
［11］
能力有限，因此，我们不得不较多地利用政治与行政的手段去解决社会冲突 。” 其要义有三：
（ 一） 社会的归社会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矛盾消解机能 ，正是这种机能，而不是其他的任何因素，构成了社会有
序运转的基本条件———法律是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一种，它“是从社会群体的博弈互动中产生的，最好的
［12］

法律说到底不过是对这种社会群体长期反复博弈中产生的规范之承认和演化 ” 。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一个社会的健康水平是由其自身矛盾消解机能的发育状况与运行效果所决定的 ，正如同人体健康水平
是由其免疫机能的发育状况与运行水平所决定一样 。外在的诸如司法的、行政的等等之类的解纷机制，
只有在社会自身这种矛盾消解机能失灵或者失调的情况下 ，才是必要的②———其意义正在于修复失灵
的社会自身“矛盾消解机能”，正如同药之于人体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会有多大的功效，而仅仅在于其
能够帮助人体自身的免疫体系恢复功能 。所以，行政的也罢，司法的也罢，对社会纠纷的介入必须控制
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倘若超越了这种必要性的限度，就可能非但不能达到化解社会冲突、构筑社会秩序
的目的，反而会破坏社会本身的“免疫功能”，从而打乱社会的自发秩序。 法院应该超越自我利益，不再
以鼓励公民诉讼为导向，而应该引导社会诉诸其自身的纠纷化解系统 ，让社会中的纠纷由社会本身的免
疫机能所消化。
（ 二） 行政的归行政
基于“三权分立”之僵化逻辑，一般观点不太赞成行政介入社会纠纷之调处。 但窃以为，调处纠纷
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方式，也是行政职权的有机成分 ③。其要义有三： 1． 行政有处置纠纷的职责与便
利，具体有三： （ 1） 调处纠纷、化解矛盾乃行政的当然职责———行政是行政主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以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 ； 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其职能的侧重点有所
差异，但维护社会秩序乃其恒久不易的职责。（ 2） 行政原本是与社会接触最为密切并且最为频繁之机
构，社会冲突一旦发生，最早出现在现场的往往就是行政； 依据“最先接触原则 ”，行政调处纠纷不仅是
职责所在，而且兼具廉价与便利双重特质 ④。（ 3）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行政的专业化和技术化
程度进一步加强，涉及行政技术或者专业领域的纠纷也随之大增 ； 相对于司法而言，调处这些具有较强
专业性或技术性的纠纷，行政更为“在行”。2．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行政的解纷机能是相当发达的，甚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远远盛过了司法，在当今时代，应当借鉴传统，让行政来消化一部分社会纠纷，
这不特在于减轻司法之负担或压力 ，更在于推动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所必需 。3． 一般而言，应
当由行政干预的纠纷，司法就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正如同应当由行政提供的服务，司法就不应该代劳
一样。故此，当下某些地方法院所热衷的所谓送法下乡 、送法入户、送法到企业以及法制教育之类的举
措，本质上都是属于行政事务之范畴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国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具体有 12 项，
其中就有制定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 ，指导和检查各地区、各行业的依法治

①

过度仰赖司法解决社会纠纷，将会带来严重的操作困难，进而导致现实中纠纷解决机制困境的产生……司法是纠纷解决的重

要途径，但司法不是万能的，司法的限度是客观存在的。纠纷解决实践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其特有的优势，发挥着重要功能。在现
代法治社会中，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更加符合现代纷繁复杂的纠纷的解决和不同当事人的需求，也能最大程度减少司法的限度带来
2007 年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论文，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的弊端。赵高旺： 《司法的限度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
据库》。
②

Antonin Scalia．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Law，Duke L． J． ，
1989，
511．

③ “行政司法除了具备法院司法的属系功能之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功能。面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多发的现实，建构公正高效
权威的行政司法体系，是现代司法权配置与运行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回应我国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郑磊： 《行政司法功能研究 》，
2010 年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论文，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④ “政府作为公权的行使者，在行政纠纷中，要确保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要加强机构独立性或中立性，增强其解决纠纷
的可信任度和权威性。在程序方面，完善纠纷解决程序的启动机制，使之成为个案投诉制度，从而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简化纠纷解决程
2008 年第 4 期。
序，及时高效地解决纠纷冲突。”胡新艳： 《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载《理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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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指导对外法制宣传工作等职能要求 ①。 法院热衷于此，有越位或者不务正业之嫌，应当及时调
整———法院固然有法制教育之职责，但法院永远只能通过个案的方式来履行这种职责 ，抽象的普法教育
［13］

本属于司法行政部门之法定职责 ，由法院来越俎代庖，终归是有瑕疵的
（ 三） 司法的归司法

。

一般观点认为中国司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受行政等方面的干预太多 ，独立性不够。但窃以为，中国法
院的根本问题在于干得太多，专业性不够。 所谓司法的归司法，其要义有三： （ 1） 从审判独立的层面而
言，法院应当有抵抗外来非法干预之能力； “归法院”管辖的事情，其他机关不得染指； （ 2） 从法院自律的
层面而言，法院应当“干好分内事 ”，不要自我膨胀； 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属于法院管辖，法院也没有能
力解决所有纠纷，它只应且只能干好法律明文规定归它干的事情———如在美国的 Warth V． Seldin 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原告的申请 ②； （ 3） 司法乃专业的纠纷解决机制，维持其应有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是
保障司法解纷实效的基本因素。故此，司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法院不是做得越多越好，越有权威；
相反，法院只应当做好应该由它做的事务 ，不做不应当由它做的事务——— 但凡不可司法的事项，均不是
法院可以染指的空间。
三、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古人云： 汝果学作诗，功夫在诗外。欲真正深入司法改革，万不可忽视在司法之外下工夫———说到
底，中国司法领域的种种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 ”在司法领域中的反映，不是简单的几项司法改革措施
就可以轻易解决的； 相反，它必须依靠社会综合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 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应当将司
法改革看成是一项综合的社会改革 ③。其要义有三：
（ 一） 社会优先
社会自身的矛盾消化机制乃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 ，这道防线基本上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 ，它有其
自身的成长规律与运行法则。它意味着： （ 1） 社会存在无需法律的秩序，“倘若具有实现权利和维持秩
序更便捷的替代性手段，人们往往会有意规避或不理睬法律 ，或者令法律规则变得毫无意义，或者使政
［14］
［15］
府干预变得无功而返” ，社会纠纷的自治性解决机制便是这种秩序的“润滑剂 ” 。（ 2） 纠纷的司法
解决应当遵循社会优先之原则———那种主张法院应当“主动出击、变后防为前线 ”的观点，不仅有违社
会优先之原则，而且，势必破坏社会自身“免疫系统 ”。 因为“私人争执本质上属于私人之事，私人之间
［16］
无法解决的纠纷才有明显的诉诸国家之需要 ” ，司法的过早和过度干预对解决矛盾裨益无多，相反，
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助长官僚主义歪风等负面影响，反倒影响司法权威。（ 3） 正如同“法律制定者如

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 ，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司
法如果对社会自身救济机能缺乏判断 ，它也可能造就一个诉讼更多、纠纷更多而秩序更少的世界。
（ 二） 行政先行
社会纠纷的行政解决属于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二道防线 ，相对于司法而言，这道防线有其自身的优越
性。具体有三： （ 1） 纠纷的行政解决通常不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 ，也省去了公式化的举证质证之类的麻
烦，既简单又方便； 而且其受时效拘束的程度要小得多 ，许多纠纷均可以现场裁判，即刻解决，既直接又
现实———它没有给任何纠纷留下发酵膨胀的机会 ，而且每个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拥有处理专业工作的综
①
②

具体职能参见司法部网站： http： / / www． moj． gov． cn / index / content /2006 － 04 /30 / content_900525． htm
Warth v． Seldin，
422 U． S． 490 （ 1975 ） ，was a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reviewed the concept of judicial

standing and affirmed that if the plaintiffs lacked standing，they could not maintain a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s． Richard J． Pierce．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es （ fourth edition） ，Vol． 2． Aspen Law ＆ Business（ 2002） ，p． 1108 － 1109．
③

随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乡土逻辑和法律逻辑在乡土社会的艰难对接，使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不断徘徊于纠纷解决

和规则之治的理念之间，正如日本法学家高见泽磨所说： “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一方面要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复仇感情，另一方面又要满
足合法性这一国家正义，于是被迫在这二者之间走钢丝。”（ ［日］高见泽磨著： 《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版，
第 211 页） 乡土社会的法律人成为“钢丝上的舞者”而不断经受着哈姆雷特式的拷问，在情感导向的礼治逻辑和规则导向的法治逻辑
的夹缝中艰难抉择。王彬： 《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司法模式》，载《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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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能和经验，具有处理某一领域纠纷的专长； （ 2） 纠纷的行政解决成本要小得多———司法服务通常是
最昂贵的公共服务，因此，司法的滥用不仅让诉讼当事人付出高昂的诉讼成本 ，而且也造成稀缺的国家
司法资源的浪费 ①； （ 3） 纠纷的行政解决对争议双方“情感伤害 ”更小，而后续救济的空间却更大———中
国人讲面子，所谓“一场官司十年冤仇 ”，一旦闹上法庭，无论纠纷是否得到最终解决，结果都会伤了和
气； 所以，在未穷尽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的条件下 ，一个负责任的律师或者学者一般不会鼓励当事人径行
“对簿公堂”。
（ 三） 司法殿后
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是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三道防线 ，也是法治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②———理性的
司法是不会将自身置于第一线的 ，成熟的社会也不会将司法作为前锋的 ； 社会纠纷不经过其他防线过滤
就径行涌入法院，就如同足球不经过前锋与中场而直接飞向球门一样 ，必导致最后防线“防不胜防 ”； 法
院绕过其他防线，径行干预“不成熟 ”案件，就如同足球守门员绕开后卫与中场，把自己当成前锋，跑到
对方半场去拿球一样，无异于自毁长城 ③； 当事人不穷尽其他纠纷解决途径，却径行诉诸法院，就如同后
［18］

卫拿球后不传中场与前锋，而是亲自去射门一样，其成本与效益之比殊难平衡

。 概括而言，司法的殿

后性之法理有三： （ 1） 它是以国家名义对社会纠纷所作出的最终的、最权威的裁判，没有比司法更高的
裁判者，也没有人可以变更这种裁判———美国联邦法院杰克逊大法官说过： “我做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
性的不可推翻的，并不是因为我做的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判决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是不
可推翻的”④； （ 2） 它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解纷模式 ，司法裁判一旦作出，当事人就必须履行，否则
必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 （ 3） 它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解纷模式 ，其运行过程必须遵循严密的司法逻
辑———判决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司法逻辑推演的结果 ，判断这种结果正确性之标准正在于逻辑形式和推
理过程的正确性，而不在于结果本身。正因如此，司法的判决通常是硬梆梆的，钉就是钉铆就是铆，对就
是对错就是错，毫无温情可言，所以选择法院终究是一种无奈 ⑤。
结

语

司法生成于社会之中，而不是真空之中。因此，社会的任何变迁都难免要反映到司法之中去； 与此
相关联，任何司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社会问题或其变种，唯有在社会之中才有可能寻得正解 。当今中
国司法所遭遇的种种困厄，正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司法领域中的反映 ，具有某种程度的
历史必然性。欲化解这些困厄，绝非一蹴可就； 亦非司法自身的修修补补所能达成。 毋宁，它是要借整
个社会的综合改革方可渐次成就的事业 ———唯有置身于整个社会综合改革的大视野之中，司法改革才
有可能成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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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千帆． 司法定位与改革走向［N］． 中国经济时报，
2008 － 11 － 07．
［2］范愉．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3．
司法资源本身并不是司法成本，但将这些资源进行配置之后进入司法的“市场”则变为成本。目前看来，我国的司法资源相当
紧缺，所有可利用的司法资源均已投放“市场”，因此司法资源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了司法成本的代名词。蒋惠岭著《司法成本与司法收益
2010 － 12 － 01。
的构成》，载《人民法院报》，
①

② 当然，在特定社会，司法未必是最后防线。比如在当今之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似乎可称之为“社会纠纷的政治解
。即在司法解决失灵的条件下，
决”
政治有条件地干预社会矛盾，促使纠纷的化解。
1934，Harvard Law Review，Vol． 49，p． 107 （ 1935） ．
③ Frankfurter ＆ Hart： The Business of the Supreme Court at October Term，
④

Cass R． Sunstei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Chevron”，Columbia Law Review，Vol． 90，No． 8，Dec． ，
1990．

方晓频（ 女老板） 干脆单刀直入说： “最近我还有一件麻烦事，真的想请你关照一下。当然不是让你办昧心案，那也不是我的性
格。现在我只是想请你提供一些方便就知足了。”白天（ 男法官，院长） ： “你还真要打官司？”“不是我要打官司，是人家逼着我，我没有退
路。”白天劝导说： “晓频，你的官司是不是太多了，这样不利于经营。”“法律上的事总是很无奈。”见黄云峰： 《权力： 法院院长》，第 9 章第
5 节“男法官，女老板”，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5 页。
⑤

6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3］［13］［17］［美］罗伯特·C． 埃里克森． 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 苏力译． 北京：
2003． 5，
7，
35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尹伊君． 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84．
［5］刘峥． 司法改革的困境突围———以社会司法需求的多层次性为基点［J］． 山东审判，
2009，（ 5） ．
［6］［美］布莱克． 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 郭星华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84 － 96．
［7］［美］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王元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41．
［8］叶必丰． 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42．
［9］［美］罗斯科·庞德． 法理学（ 第二卷） ［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429．
［10］胡弘弘，邓晓静． 公民的司法参与权研究［J］． 现代法学，
2007，（ 6） ．
［11］陈怡如． 司法院大法官平等原则违宪审查标准之探究［J］． 静宜人文社会学报，
2006，（ 1） ．
［12］龙宗智． 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J］． 法商研究，
2007，（ 2） ．
［14］陈道英． 浅议司法尊重 （ judicial deference） 原则———兼论与司法谦抑 （ judicial passivism） 的关系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9．
［15］徐昕． 论私力救济［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388 － 389．
［16］曾旻． 当前人民调解制度功能的科学定位［J］． 法治论坛，
2009，（ 2） ．
［18］游劝荣． 司法成本及其节约与控制［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3） ．

Common Sense and Reason IV： Towards the Comprehensive Judicial Reform
Jiang Guohua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Judicature is the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pproach，but not the only one，to resolving social disputes． As the final barrier of social justice，the judicial function was limited by outstanding rol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in resolving disputes． Therefore，the limitation of judicial should be rationally treated and the
perception of comprehensive judicial re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is premise，putting judicial reform in
the whole system of social reform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adequately，will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ersified pattern of soci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comprehensiveness； diver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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