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第 3 期( 总第 137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如何解释法律
———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魏胜强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要：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 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
乱; 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 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
摘

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
足，主要是: 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 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
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 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
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 制定《法律解释法 》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
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 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 协调不同主体
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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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在 1979 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 》、
1982 年制定的《宪法 》、
2000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 以下简称“1981 年《决议 》”） 、
年制定的《立法法》和 2006 年制定的《人大常委会监督法 》当中都有体现。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81 年
《决议》，它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不同国家机关行使 ，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由此产生了所谓
的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地方解释等分类，并在法律解释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 然而，这种行
使方式存在不少问题，只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充分发挥法律解
释的作用。
一、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凸显的问题
我国法律解释权的行使状况不容乐观 ，凸现出一系列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
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 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 ； 法律解释权
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 。
( 一) 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
在我国，凡是具有较高层级的国家机关，似乎都可以对法律作出解释，这里以国家行政机关中有权
作出法律解释的主体为例来说明 。按照 1981 年《决议 》，只有国务院、国务院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能够行使法律解释权。然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授权另外一些主体进行法律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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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自己制定的法律当中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会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
会在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当中 ，授予某些行政主体法律解释权外 ，国务院也在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当
中授予某些行政部门法律解释权 。 如国务院 2001 年发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
序条例》，前者授予国务院及其法制机构对行政法规的解释权，后者授予规章制定机关对规章的解释
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当中赋予某些地方国家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情况更多 。
以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为例，当前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明文“授权 ”可以作
出法律解释的行政主体至少有以下几种 ：
1． 国务院。
2． 国务院主管部门。
3． 国务院工作部门。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 》授予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对行政法规的解释权，分别授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对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的
法律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权 。再如国务院 1993 年发布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第
三十条规定： “本办法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
4． 省级人民政府。如国务院 2003 年发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第四十四条规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
5． 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如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 年通过的《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 》第五十六
条规定：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河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
6． 省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如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1999 年发布的《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
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 》，授予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对省人民政府规章的解释权 ，分别授予
省人民政府法制局、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法律解释和其他文件的解释
权。
7． 省会城市人民政府。如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2002 年修改的《郑州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规
定：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
8． 省会城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如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3 年颁布的《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
地房屋拆迁争议裁决办法》，宣称是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而“制定本办法”。
9． 省会城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如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1997 年通过的《南昌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规定：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
仅行政系统中有权作出法律解释的部门就这么多 ，足以说明我国法律解释权主体的泛滥状况 ，法律
解释权主体的泛滥自然带来法律解释的混乱 。
法律解释权主体泛滥并引发法律解释的混乱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初步的原因 ：
1981 年《决议》把法律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
第一，
及其主管部门、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仅这些部门作出法律解释就足以导致一法多
解的后果，使法律的执行者在实践中对各种解释难以取舍 。而且，一些法律又同时把对自己的解释权分
别授予不同的主体，它们的解释必然会有矛盾，法律解释权主体的混乱可见一斑 。
1981 年《决议》并未授权进行法律解释的国家机关，在其他的法律或者法规甚至规章当中得
第二，
到作出解释的授权，它们大量地解释法律，加剧了解释的混乱。比如，省级人大常委会在自己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中把对该法规的解释权授予省级人民政府 ，国务院在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把对该法规的解
释权授予某个主管部门，省会城市的人大常委会在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把对该法规的解释权授予
省会城市的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等 。一些原本没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因而取得法律解释
权，使法律解释相当混乱。
第三，被 1981 年《决议》授予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对自己内设的职能部门没有统一的要求，使它们
胡乱行使法律解释权。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研究室等根本不具有独立
主体资格的部门，也加入法律解释的行列，本来就很混乱的法律解释变得更加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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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不同法律解释权主体常常联合作出法律解释，似乎这样的解释效力更为广泛，遵守解释的下级
，
部门更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解释的混乱局面。岂不知这种做法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反而会因为
解释主体的庞杂而使人难以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解释，
到底对哪些法律执行者具有约束力。
( 二) 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
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解释就是把原本不明白的地方说得清楚明了 。 法律解释权主体作出的法律
解释应当是对有关需要解释的问题进行的明确肯定的解释 。经过解释，得到的结果应当是，法律文本中
原本模糊的地方清楚了，原本矛盾的地方理顺了，原本空缺的地方补充了，原本有歧义的地方消除了歧
义。法律经过解释之后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结果 ，至少意味着这种解释没有实现它的本义。 我国这么多
国家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权，而且它们常常不等法律的具体应用者提出解释请求 ，就积极主动地从各个方
面对它们认为需要说明的地方详尽细致地解释一番 ，因此法律解释应当是非常明确的 ，无需再进一步作
出说明了。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天真想法 ，事实并非如此。我国法律解释权的行使现状是，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出一部法律后，会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对它作出“解释”。然而这种“解释 ”除了把
原本简单的法律文本变得较为详细外 ，并不能消除法律文本中的不明白之处。 为了消除法律文本和对
法律文本的解释中的不明白之处 ，这种解释再规定由法律解释权行使者的下一级国家机关对该解释再
次进行解释，这就出现“法律解释的解释”。而该下一级国家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的解释 ”同样不能消
除法律解释中的不明白之处，于是“法律解释的解释 ”只好规定由更下一级的国家机关再次对该“法律
解释的解释”再进一步作出解释，进而出现“法律解释的解释的解释”。于是，整个法律解释活动中依次
出现“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解释”、“法律解释的解释的解释 ”等逐渐往下延续的解释不尽的局面，
这种局面可以称为法律解释的逐级延续 。每当法律文本被修正之后，对它的解释也就会相应地作出修
正，自然会引发一系列解释的变更。
法律解释的逐级延续在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当中很常见 ，随便在一些法律法规当中就能看到。 如国
务院 1991 年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在第四十二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在第四十三条规定： “本条例由国务院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建
设部在随后的几年里围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下达一系列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 1998 年发布《北京市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机关随即发布对《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的实施
意见。国务院 2001 年发布修订后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随即发布修订后的《北
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2002 年发布《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杭州
市人民政府随后发布《关于贯彻实施〈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的若干意见 》，它在最后规定：
“《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单位资格管理办法 》和《杭州市城市房屋拆除施工单位资格管理办法 》由市房屋
拆迁主管部门制定后报市政府备案 。”在城市房屋拆迁的有关法律法规当中 ，可以看到法律解释的逐级
延续。
法律解释的逐级延续之所以在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当中凸现出来 ，是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
导致的，即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并非针对法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 ，并未结合法律的应用活动，而是空洞地
对法律作出抽象解释。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 1） 它来自于我国国家
机关的层级管理体制。上一层级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一般需要它的下一层级的专门国家
机关去实施，下一层级的专门国家机关“自然 ”具有解释上一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职权。 因而，上
一层级的国家机关在进行法律解释或者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时 ，往往表述得很原则、很模糊，它更愿意
把作出明确规定的职责看成是下一层级国家机关的任务 ，毕竟自己是“领导机关 ”，不能事必躬亲地把
什么都规定得那么详细。（ 2） 它来自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本身 。 我国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机关往往在
每一部法律法规出台后，主动作出法律解释。虽然很多国家机关是对“具体应用 ”的问题制定实施细则
或者实施意见，但它们基本脱离法律的具体运用 ，成为变相的立法活动。这样，无论它怎么解释，最终都
是冠以“解释”或者“实施意见”等名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而逃脱不了继续被解释的命运，这种继续
进行的解释就是更下一级的国家机关或者作出解释的机关自身继续对该“解释 ”或者“实施意见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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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中的“实施意见”或者“解答”。这两个原因决定了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的
法律解释的逐级延续，最终成为法律解释中走不出的怪圈 ，使法律解释一直这样依次“解释 ”下去，除了
导致法律解释的数量远远大于最初的法律文本 ，增加法律解释在适用中的混乱以外 ，并没有太大的积极
意义。
( 三) 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
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 ，既表现为法律解释名称的不统一 ，又
表现为法律解释程序的混乱。
从法律解释的名称上说，不仅不同的法律解释权主体作出的解释各有不同的名称 ，而且同一个法律
解释权主体作出的解释在名称上也不一样 ，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为例说
明。
由对下级所提问题的解答而引起的解释 ，名称多为“批复”、“答复”、“复函 ”等。 如最高人民法院
1996 年发布的《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关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未交
付执行即保外就医后依法减刑程序问题的答复》、《关于信用社擅自解冻被执行人存款造成款项流失能
否要求该信用社承担相应的偿付责任问题的复函 》；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2 年发布的《关于非法经营国
2000 年发布的《对〈关于中国证监会主体认定的
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
〉
》
。
请示 的答复函
由法律解释权主体主动作出，要求下级机关遵守的法律解释，名称多为“规定”、“意见”、“解释 ”、
“通知”等。如最高人民法院 1996 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几个问
1997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1988 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撤
题的解释》，
2002 年发布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 （ 试行 ） 》；
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9 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 试行 ） 》，
2000 年发布的《关于擅自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 》，
1994 年发布的《关于当
前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等。
这种不规范的名称直接影响到法律解释的严肃性 ，也带来法律解释在实施中的混乱。 特别是有些
法律解释，在名称最后出现 “（ 试行 ） ”字样，更是让人捉摸不定，试行的法律解释到底是“行 ”还是“不
行”？ 如果需要下级执行，就是“行”而不是“试行”，如果不需要下级执行，就是“不行 ”而不是“试行 ”。
有些法律解释哪怕仅施行一天就被修正或者废止 ，也是“行”而不是“试行”。对于所谓“试行 ”的效力，
让人找不到一个圆满的理解。在本来很严肃的法律解释当中出现这样不严肃的名称 ，必然会使解释的
权威性打折扣。
从法律解释的程序看，各个法律解释权主体进行的法律解释程序仍然是各行其是 ，特别是法律解释
权主体的内设机构，往往对下级机关的内设机构的有关请示径行作出批复 、批示、解答，甚至通过电话答
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程序上是完全讲不通的。
解释名称的不统一和解释程序的混乱 ，存在于几乎所有法律解释权主体的解释活动中 ，已经成为我
国法律解释体制当中的一种通病 。为了规范法律解释活动，国务院办公厅 1993 年和 1999 年发布《关于
2006
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 》； 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6 年发布《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 》，
年发布《司法解释工作规定 》取代前者； 最高人民法院 1997 年发布《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 》，
2007 年发布《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取代前者。 这对改善法律解释权的不规范行使起到一定的作
用，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后作出的法律解释比以前规范多了 。 但是，法律解释实践
中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规定，司法解释
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三种；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 》第八条规定，司法
解释文件采用“解释”、“规定“、“意见”、“通知”、“批复 ”等形式，统一编排文号。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2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答》，仍然运用了“解答”形式； 2001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关于办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同赔
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答复》仍然用了“答复 ”的形式。 这两件法律解释都是对原法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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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解释，运用“解答”、“答复”等名称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解释的解释”。
二、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出现问题的根源
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在行使中出现的问题 ，固然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但最根本的的原因在于我
国当前法律解释权配置与行使的制度存在不足 。这一制度的设计建立在我国当时法律非常不完备的基
础之上，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主体在明确法律的意义 、推动法律的实施方面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
法律制度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它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导致了法律解释权在行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
( 一) 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体制所内含的一个基本观念是 ，在制度设计上，人们视法律解释为
一种单独的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 ，而不是一种附属于法
律制定权和法律实施权或决定权的活动 。理由如下： （ 1） 从法律解释权与法律制定权的关系分析 ，人们
并不把法律解释权归之于法律制定权 。具体说来，这包含三个命题： 一是有权制定法律，就有权解释法
律； 二是有权解释法律，不一定有权制定法律； 三是有权制定法律，不一定要亲自解释该法律。（ 2） 从法
律解释权与法律实施权或决定权（ 主要是司法权和执法权） 的关系看，有权实施法律或者在法律上拥有
决定权的机关，在制度上并不一定对所适用的法律拥有解释权 ，甚至绝大部分对所适用的法律不具有解
释权； 而有权解释法律的各实施机关，尽管在名义上其解释涉及的是法律的“具体应用 ”，却基本上脱离
［1］
了具体个案或问题的法律实施或决定过程 。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对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定位也比较
准确。但是，这种观点仅是站在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权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得出
与此相反的结论。
从我国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主体看 ，任何一种主体都有自己专门的职责 ，它们都不是专职的法律解释
机关，而是在其日常工作中“顺便”解释法律。具体分析如下： （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关，负有创
制和完善法律的职责，因而 1981 年《决议 》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
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
高司法机关，分别肩负着指导、监督全国审判和检察活动的职责，尤其是要对下级司法机关运用法律的
情况进行督导，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中具体应用法律 、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
察中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3） 除了立法、司法领域外，其余的事情主要涉及行政领域，
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国务院和主管全国某些行业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便理所当然地拥有对审判 、检察工
作以外的其他法律、法令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 4） 地方性法规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当然不能由
中央国家机关解释。省级人大常委会是地方立法机关 ，肩负对地方立法进行补充完善的使命 ，地方性法
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 ，当然应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
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 5） 省级人民政府是地方最高的综合性行政机关，一般不会具体运用地方性法
规处理具体问题，而省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是具体实施地方性法规的最高职能部门 ，对全省 （ 自治区、
直辖市） 的其他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实施地方性法规的情况进行领导和监督 ，所以凡属于地方性法
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
1981 年《决议》对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体现了这种思想 。即使 1981 年《决议》没有规定的有关主
体，如省级人大、省会城市的人大常委会、省会城市的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 ，事实上也在行使法律解
释权，它们的法律解释权也始终和它们的具体职权相关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国的法律解释权并没
有统一授予某个机关行使，而是配置给一定层级以上的各个具有特定职能的国家机关 ，由它们在自己的
职责范围内对法律进行解释。由此看来，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单列的权力 ，而是附属于
各个法律解释权主体的职权当中 ，每一个法律解释权主体在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毋庸置疑地具有对它
所制定或者实施的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 。
正是由于法律解释权被视为立法权 、行政权、司法权等诸多权力的附属物，导致行使这些权力的国
家机关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法律解释权视为自己当然的权力 ，权力如何行使是自己的事情，除法律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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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或者上级机关有明确要求外 ，其他国家机关不能干预，否则被视为是对自己正当权力的侵犯 。于
是，国家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法律解释权是否受到约束 ，不同国家机关能否联合发布法律解
释，法律解释权是通过书面方式行使还是通过口头方式行使 ，法律解释如何发布，法律解释的具体表现
形式是什么，全然取决于权力主体自己的意愿 。同时，由于法律解释权被一定层级的国家机关视为自己
当然的权力，而每一个国家机关又有许多内设部门 ，这就导致法律解释权在事实上被国家机关的内设部
门以国家机关的名义行使。加上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一般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 ，有些内设部门甚至
以内设部门的名义行使法律解释权 ，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 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
法律解释权由许多层级较高的国家机关行使 ，这些解释权主体在各自的法律解释活动中基本上保
持一个比较有序的局面，而没有出现较大的混乱，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同的解释权主体在法律
解释活动中实行的是分工负责的方式 ，每一个解释权主体只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法律进行解释 。 二是
不同的解释权主体之间形成一种鲜明的层级关系 ，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在诸多
法律解释权主体当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处于主导地位，它的立法解释在所有法律解释中具有最高效力。
1981 年《决议》所确立的法律解释体制，即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下，多种较高层级的国家机关
因此，
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工负责，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进行解释和完善； 国务院
及其主管部门在行政管理领域中行使法律解释权 ，国务院的法律解释在这一行政解释体制当中处于最
高地位，国务院的各个主管部门在自己的主管行业中对所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解释 ； 最高人民法
院在审判领域中作出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领域中作出检察解释 ； 较高层级的地方国家机关
在自己的职权领域内作出法律解释 。
法律解释权的这种行使方式，在 1981 年《决议 》作出之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时的法制建设正
处在起步阶段，在相当大的社会领域中，法律还是空白。虽然国家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的方针，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法制建设不够重视 ，又加上“文化大革命 ”的破坏，法律状况非常糟
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寥寥无几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的需求 ，需要通过
法律解释来对法律进行充实和完善 。而各个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进行法律活动容易发现法律
的不足，并且能结合其工作情况对法律的完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 同时，中国各地区在社会状况、经济
发展水平、法制建设等方面差距相当大，需要发挥省级国家机关在法律制定和实施当中的作用。 因而，
赋予这些国家机关与自己职权相关的法律解释权 ，有助于推进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 。
然而，随着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法律解释权的这种行使方
式引发的法律解释混乱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
一方面，法制完善后，法律解释发挥作用的空间逐渐缩小 。当国家的法律构成一个完备统一的法律
体系时，将会形成“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局面，每一个法律条文的含义不但需要结合通篇法律的上下
文来理解，还需要被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来理解 ，因而即使法律在用语上存在模糊，这种模糊性也易于
廓清。在此情况下，仍由不同主体分别行使法律解释权 ，必然导致法律解释的混乱。 另一方面，法律体
系追求整个法制的统一，要求不同法律之间相互衔接和协调 。法律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消除法律的混
乱状态实现法制统一的过程。法律的实施离不开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法律生命的延伸，因而消除法律
的混乱状态必然要求消除法律解释的混乱状态 。
( 三) 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
从现有的法律解释文本看来，几乎所有的法律解释权主体在对法律作出解释时，很少直接以“解
释”的名义进行，而是以制定“规定”、“办法”、“实施意见”、“条例 ”等方式进行的。 而不少主体制定的
抽象的规定、办法、实施意见、条例等，虽无解释的名称，却是对法律的解释。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从 1981 年《决议 》规定它的法律解释权以来的十几年里，它几乎没有以
“解释”的名义作出过法律解释，而是以“规定”、“补充规定 ”等名义对法律进行补充或者说明，例如它
于 1983 年颁布《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于 1984 年通过《关于刑事案
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这些“规定”和“补充规定 ”实际上是新的立法或者补充性立法，但是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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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们理解为是对法律的解释，这一点可以从“规定”和“补充规定”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方式中证实。 从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情况看 ，它作出的法律解释并不在少数，但大多不是以“解释 ”名义
作出的，以明示方式行使解释权是近些年的事 。
其他法律解释权主体行使解释权的情形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差不多 ，无“解释”之名而行“解释 ”之
实。如国务院 1995 年发布的《预算法实施条例》是对《预算法 》的解释，它在第三条规定： “预算法第四
条第一款所称‘中央各部门’，是指……； 所称‘直属单位 ’，是指 ……”第四条规定： “预算法第五条第三
款所称‘本级各部门’，是指……； 所称‘直属单位’，是指……”。倒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司法解释中，有不少是以“解释”的名义发布的。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 》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发布后，它们以“解释”的名义作出的司法解释明显增多 。
总的来说，我国各个法律解释权主体作出的法律解释 ，大部分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而很少称为解
释，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法律解释的效力 。与此同时，有很多法律解释不仅是对法律的说明，更是进
一步对法律作出的详尽规定，比被解释的法律条文还要多，这种解释实际上成为像法律一样的抽象性规
定，法律解释进而演化为规范性法律文件 。因此可以说，我国各法律解释权主体在行使法律解释权时往
往不以明示方式行使，它的法律解释活动隐含在它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过程中 ，法律解释权进一步演
化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法律解释权主体对“解释 ”一词不大喜欢，
认为解释似乎不够正规，给人的感觉不够严肃，效力显然也不够高； 而且大多数法律解释权主体本身也
具有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 ，它们把对法律的解释转换为根据上位法来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 ，规范
性法律文件显然要比“法律解释”好得多。当《立法法 》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
有同等效力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解释”名义进行法律解释的次数明显增多 ，或许也是这个原因。
法律解释权演化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 ，两种权力难以找到明确的界限。 不少国家机关既有规
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也有法律解释权，再加上对法律解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目前尚无明确
要求，这些国家机关针对实施上位法而作出的抽象说明或者具体方案 ，既可以被理解成法律解释，也可
以被理解成规范性法律文件，人们无法判断它们所行使的是法律解释权还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 。
更重要的是，法律解释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混淆 ，还会导致法律适用的矛盾，因为法律解释和法规、
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 。 例如，根据《行政诉讼法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
要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而对于法律解释，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到底应当“依据 ”还是应当“参照 ”，
《行政诉讼法》并无涉及。可以说，把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级人
民政府等部门依据上位法制定的抽象规定视为法律解释 ，还是视为它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制定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带来法律适用的混乱。
三、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
一些学者认识到我国当前法律解释体制暴露的问题 ，在总结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弊端的基础上 ，从不
同角度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完善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 。 有的学者针对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进行探
讨，希望消除司法解释当中的弊端，有些学者对我国整个法律解释体制做了研究 ，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综合这些观点，除了一些明显难以成立的外，对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提出的改进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意
见和建议，不能持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态度 ，因为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不同立场，从不同视角和方面探讨
的，其中合理的因素不容忽视，不合理的因素也不能回避。当然，有些主张非常有道理，在我国当前的情
况下实施起来却很难，有些主张虽然不尽合理，却能解决不少现实问题。 还应当看到，我国的法治建设
在近些年已经获得很大成就，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 ，法律解释权将在这一法律体系
之下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面，应当从更加
务实的角度，以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为基础，注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 一) 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
从目前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凸显的问题可以看出 ，法律解释权自身权力地位不明晰 ，与规范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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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创制权之间界限模糊，是导致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情况下 ，不
但法律解释权应当受到规范，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也必须受到限制 ，使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应有的
作用。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做的是明确法律解释权的法律地位 ，厘清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
的界限。
明确法律解释权的法律地位，就是希望把法律解释权以明确的方式在法律中凸现出来 ，使法律解释
权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家权力体系 。根据我国《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完全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和
行使； 而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在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权 ； 这两部法律在内容上
虽然并无明显的矛盾，却由于规定得不够衔接而给其他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留下了空间 。 构建我国当
前法律解释体制的 1981 年《决议》仅以简答几条规定来配置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 ，显然是不合适的，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主体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法律解释权 。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对法律解释权的行使
并未作出详细规定，导致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异常混乱。因此，法律解释权行使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是我国当前关于法律解释权的法律依据不统一导致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制定一
部《法律解释法》，在该法中明确法律解释权的法律地位 、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等，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
消除不同法律对法律解释权规定的不统一状况 ，推动法律解释权的统一行使，另一方面可以使法律解释
权公开行使，在阳光下运行，使法律解释逐渐走向严谨和规范 。
厘清法律解释权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之间的界限 ，实际上是区分法律解释权和广义上的立法
权。法律解释权 和 规 范 性 法 律 文 件 创 制 权 都 为 法 律 创 设 新 的 含 义 ，但 二 者 之 间 的 区 别 也 较 明 显。
（ 1） 权力的来源不同。法律解释权来自关于法律解释权配置和行使的相关法律 ，或者来自于《法律解释
法》。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来自《立法法 》和其他授予某些主体对法律制定实施细则的法律，它实际
上是被这些法律授权进行立法。（ 2） 行使的要求不同。法律解释权往往是针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行使的，它的启动与法律的实施密不可分 。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无需针对直接的法律实施问题 ，它的
启动离不开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客观需要 。（ 3） 结果的表现不同。 法律解释权的表现结果往往是立
足于个案而对某些法律含义进行说明 ，无需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文件。 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表现
结果是出现了具有法律外形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它要求格式统一完备。 基于两种权力在这些方面的区
别，在厘清二者的界限时，关键是对二者分别提出要求，尤其是提出它们在形式上的要求 ，使法律的实施
者和社会大众能够明显区分，以此消除适用上可能存在的误会 。
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 ，是从根本上改进我国法
律解释权行使的第一步，做好这一步的工作，不仅能使法律解释权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各自独立、
公开地运行，便于社会各界运用和监督，而且能为进一步解决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行使中出现的问题构
建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平台。
( 二) 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
我国法律解释权主体的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令人瞠目。如前文所言，较高级别的国家机关及其内
设机构，似乎都可以成为法律解释权的主体 ，在权力主体数量遍地开花的局面下，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想
不混乱都很难。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后，消除法律解释权行使混乱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限
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只赋予少数主体拥有法律解释权 ，这样就能把绝大多数随意行使法律解释权
的主体排除出法律解释的行列。显著减少法律解释权的主体，也有利于约束这些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
的活动，促使它们的行使方式逐渐规范化 。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取消，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 一些学者根据
法律解释学原理，认为只有司法机关 （ 这里的司法机关专指人民法院 ） 才能拥有法律解释权，其他主体
的法律解释权都应当取消。还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主张扩大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应当承认的是，
从发展趋势上说，我国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应当压缩。 在目前情况下，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和法治建设状
况，在限制法律解释权主体的数量上，应当注意如下两点： （ 1） 突出司法主体的法律解释权。 法律解释
权与法律实施权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道理上说没有法律实施就没有必要进行法律解释 ，而在所有的
法律实施中，司法机关对法律的实施才有终局性 。立法机关不需要实施法律，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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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法律的过程中即使对法律作出了解释 ，它们的解释也未必被司法机关接受 ，因而它们行使法律解释权
的意义不大。而且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必将越来越重要 ，法律解释权作为实施法律所必不
可少的一项权力，只有让司法机关充分行使，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司法的作用 ，推动法治建设不断深入。
（ 2） 限制其他主体的法律解释权。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看，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 》和《人民法院组织
法》，分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权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81 年《决议 》把
法律解释权授予不同机关是一种转授权 ，这种转授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 。因此，相比来说全国人大
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才具有真正的法律依据 。同时，考虑到目前具有法律解释权的立
法机关、行政机关本身也具有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 ，它们只需要行使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就可以达
到行使法律解释权所能达到的结果 ，为了避免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相混淆 ，它们应当在
行使法律解释权上持更加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
除了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外 ，还应当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 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
是法律解释权运行状况的外在反映 ，代表着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水平，影响着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效果，因
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当前法律解释权行使的不规范状况 ，在有关主体作抽象的法律解释时 ，规范
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 ： （ 1） 强调法律解释权的机关主体。 当前一些具有法
律解释权的机关默认其内设机构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做法 ，损害了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加剧了法律解释
的混乱局面，应当立即停止。必须强调只有那些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国家机关 ，才能根据法律的授权行
使法律解释权。这些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下属单位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更不能代表其所在的机关对
外发布关于法律意义的解答或者说明 。（ 2） 严格法律解释权的行使程序。 法律解释权既然是一项权
力，就必然要像其他权力一样受到严格的约束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程序 ，每一个
法律解释文件从形成到对外发布的所有过程都应当规范进行 ，遵循严格的步骤，经历一系列审查环节。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至于任性和随意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才能有保证。
（ 3） 明确法律解释的统一格式。有权机关发布的法律解释应当有统一完备的形式，尤其是在名称上应
当明确使用“解释”的称谓，而不能仅以“通知”、“意见 ”等模糊性的用法混淆视听。 在其他形式方面，
也要进一步规范。
( 三) 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在目前多个主体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情况下 ，要减少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混乱局面 ，消除法律解释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需要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 ，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在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有两个。一个是 1981 年《决议》，它在构建我
国当前法律解释体制的同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 ，报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但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发生冲突应当怎
么办，它并未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6 年制定的《人大常委会监督法 》，要求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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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报全国人大常
委会备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措施。这一法律强调的是对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
权的监督，而且它对法律解释仅是事后协调 。关于事前协调，目前的法律尚未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需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协调立法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问题 ； 二是如何在事前协调，防止法律解释作出之后出现矛盾 ，
避免引发一些主体的法律解释被撤销或者被宣布无效的尴尬结局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学者提出明确
这些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的不同效力，对不同机关法律解释的效力依次进行排序。 这种思路无非是
《立法法》已明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问题，在法律解释上未必适用，而且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很难
对国务院及其部委的行政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之间进行排序 ，让行政解释在效力上高于司
法解释或者相反，都经不起推敲。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让一些主体在作出法律解释之前首先请上一级
国家机关进行审查，比如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只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和对
外发布，则有立法机关侵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职权的嫌疑 。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解决，即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要指望对这些法律解释的效力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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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也不可能要求某一机关的法律解释必须经过上级机关批准 。我国当前不同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导
致法律解释混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主体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而行使法律解释权 ，如全国
人大常委会（ 特别是其内设的法工委 ） 常接受某些个案中的法律咨询，出具解答意见，这显然侵犯了司
法权。“我国立法法让立法机关行使至上的法律解释权，甚至法律咨询权之类的非约束性的权威解释
［2］
权，都不是最佳的制度选择。”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常脱离具体个案，抽象地对法律进行解释，实
际上侵犯了立法权。根据这一原因，在我国当前不同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的现状难以彻底改变的情况

下，要协调不同主体法律解释权行使的统一性 ，就必须压缩它们各自行使法律解释权的空间，具体做法
如下： （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针对法律的抽象问题进行解释，不能针对个案作出解释或者答复； 最高
人民法院则必须针对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解释 ，不能主动制作抽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在我国当前
的现实条件下，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 ，而且能防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
法院互相侵犯对方的权力。（ 2） 国务院及其部委本身就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创制权，它们不再行使法
律解释权而只行使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 ，不作出法律解释而只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 这些机
关的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本身就混为一体 ，它们不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但不会妨碍它们
的日常管理工作，反而能避免法律解释与规范性法律文件相混淆。（ 3）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力与行政
权相近而与司法权不同，因而也不再行使法律解释权。“检察院在监督法律实施过程中，确实也需要理
解、解释、应用法律，但这种权力属于行政权的范畴，不属于司法审判意义上的权力，我们不能设想对一
［3］

个案件有两个最终的决定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会影响其职权的正常运作 ，却能
避免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冲突 ，防止最高人民检察院挑战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权威 。 在这
种思路下，多数主体的法律解释权被缩减或者取消 ，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只能在自己狭隘的职权范围内
行使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之间的冲突自然就避免了 ，我国统一完整的法律解释体制也随之构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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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nterpret the Law
—A Thinking on the Exercise of Our Country’s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Wei Shengqiang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n the exercise of our country’s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there are too
many subjects for legal interpretation so that it is made confused； the exercis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is
futile，which leads to the gradual stretch in content； the non-standard exercis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leads to disorder in form．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lie in the deficiency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exercise system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major causes are：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ttaches to other powers and
is exercised at will；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xercis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jointly，which leads to
the obvious disord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exercis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cryptic，so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ower of institute rules are confused． The basic idea of reforming the exercise of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contents： making a legal interpretation act in which the statu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is explicit，distinguishing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power of institute rules；
limiting the number of the subjects，stipulating the exercise style； coordinat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of different subjects，and constructing a unified leg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Key words：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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