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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在国际私法中的表现
徐冬根
（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 ，一种新颖独特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
法哲学观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排斥统一性 ，强调差异性； 否定普遍性，强调多元性； 反对确定
摘

性，强调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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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 post modernism） 是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发端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很快席卷全球，形成
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美国学者罗斯诺指出：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 ，不仅
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 ，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
［1］
体验和解释周围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 。” 后现代主义从指称意义上讲不是指时间性 ，而是
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 ，一种新颖独特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
［2］
学后，逐渐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法哲学思想 ，并渗透到各个法学部门 。在中国法学界，朱苏力教授早在
1994 年就提及这一概念，在一篇评论波斯纳的书评中分析了后现代主义一些思想来源和特征［3］。 之
后，后现代法学就随着这个术语的引入很快在中国法学领域引起强烈反响 。
后现代主义法哲学思想同样也进入到国际私法学领域当中 ，形成了后现代国际私法学思潮。 它既
包括法学家应用后现代理论进行的国际私法专题性研究 ，也涵盖后现代思想家在其哲学性作品中有关
国际私法问题的一般论述，对国际私法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和衡量 。西班牙格拉那达（ Granada）
大学洛伦佐（ Sanchez Lorenzo） 教授在 90 年代初期开始将“后现代主义”理论运用到国际私法研究之中，
他在 1994 年发表的《国际私法中的后现代主义》一文中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国际私法学
［4］
进行了研究 。德国海德堡大学吉姆 （ Erik Jayme） 教授对“后现代国际私法 ”的研究也很突出。1995
［5］

年，吉姆教授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做了题为《文化一体化： 后现代国际私法 》的演讲

。 此后，他又在多个

［6］

场合对“后现代国际私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 。 我国国际私法学者屈广清和
陈小云也发表了《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探微 》的论文，杜涛发表了《后现代主义与国际私法研究的新视
角》，对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 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对国际私法的影响是渐进
而深远的，在国际私法中的表现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 。
一、排斥统一性，强调差异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表达了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不安和焦虑 ，以及对一个更为合理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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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求。劳森（ H． Lowson） 就此写道： 后现代困境就是危机———我们的真理、价值以及各种尊崇的信念
［7］
的危机。这危机源于反省性自身的根源，它的必然性和力量 。 这种反省首先从文学艺术开始，然后
是哲学。法学似乎是后现代主义的最后堡垒之一①。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主张和方法进入法学，形
成了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主要表现为对理性主义的否定，反对用统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来阐释和评
价法律，主张不同法律之间的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动摇了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那些作为现代
法学基石的理念，如理性、个人权利、社会契约、正当程序等等②。 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认为，既不存在
理性的权利主体，也不存在构造法律的抽象理性； 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它纯粹是
一个社会、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创造物。“权利”概念是现代人的陷阱，权利主体乃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
事。后现代法学代表人物之一罗蒂（ Rorty） 就认为： “康德把我们分成了两块，一块称为理性，我们的理
性都是共同的，另一块（ 经验、情绪、欲望 ） 是盲目、偶然、特异。 但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即
［8］

不存在什么被称为理性的东西。” 可见，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强调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国际私法上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弱者的特别保护。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息息相关、互相制约的共同
体，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竞争关系 ，而且还需要扶助，所以应对弱者进行保护。 当代国际私法体现
了保护弱者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如劳动者 （ 雇员 ） 受聘需要通过劳动合同来实现，雇主
往往会在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适用有利于雇主的某一国法律 ，从而使得雇主的某些责任
得到预先排除或者减轻。在劳动合同关系中，经济地位上的强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经济上的弱者的
［9］
支配地位 。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体现法律对弱者的关怀，有关保护劳动者 （ 雇员 ） 的立法，往
1996 年
往采取倾斜保护政策，如 1986 年德国国际私法第 30 条规定即体现了保护弱者的精神③。 另外，
1998 年突尼斯国际私法法规第 67 条的规定也都体现了这样的立法精
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 48 条、
神： 即不允许以“当事人选择法律”为由剥夺法律所提供给劳动者 （ 雇员 ） 的特殊保护； 在无法律选择情
［10］
况下，一般适用雇员惯常工作地法，以有利于雇员 。随着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影响的日益扩大 ，对弱
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原则在国际私法中将得到进一步贯彻 。
第二，对妇女的特别保护。作为后现代法学组成部分的激进女权主义法学理论认为 ，男人是规则导
向的，女人是感情导向的； 强调注重女性与男性因国家、种族、阶级、宗教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种差异，呼唤
［11］
人们注意女性内部千差万别的经验 ； 注重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的压迫 。 为此，该理论代表人物之一
维斯特认为，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现代法制必然是压抑女性的 ，因而法律应体现女性的要求和价值观。
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要求重新发掘和确认女性的价值 。婚姻家庭关系中最能体现这种新的理念 。婚姻
家庭关系是国际私法所调整的一种特殊关系 ，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 ，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
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属性 ，法律将
女性作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④。国际私法对女性的特别保护体现了尊重女性的后现代主义法哲学价值
1987 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 3—4 编、
1995 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 4
观，如 1986 年德国国际私法第 3 节、
1996 年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 3 章、
1998 年突尼斯国际私法法规第 3 章，1998 年俄罗斯联邦家庭
章、
1999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编 （ 国际私法 ） 都规定了应适用有利于女
法典第七编（ 国际私法） 、
性的法律。保护女性利益的新趋势还反映在 1995 年意大利新的国际私法法规中，该法规定在国际婚
姻、家庭法中采用无性别歧视的联结点 ，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
①

这是因为现代法律制度所强调的秩序在西方社会始终维持着稳定的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理念的缘故。

②

传统这些理念互相论证，要证明的核心思想是，法律是现代文明的外壳，它保证人们追求理性的理想和幸福。正是因为如此，自

启蒙时代以来，浩如烟海的现代法理学著作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主线而展开的，那就是论证社会为什么要由规则统治而不是个人统治，
2000，（ 5） ．
社会应该由什么样的规则统治，规则如何才能统治。参见信春鹰． 后现代法学： 为法治探索未来［J］． 中国社会科学，
③

该法规定： “（ 1） 在雇佣合同中，当事人选择法律时不得取消雇佣合同所依据的法律中保护雇员的强制规定，当事人没有作出选

择的，适用本条第 2 条的规定。（ 2） 在无法律选择情况下，雇佣合同适用下述国家的法律： 1． 雇员在履行合同时依其惯常工作的这个国
家的法律，即使他被临时派到另一国家，或 2． 雇佣雇员的机构的所在的国家的法律，即使雇员在该国尚未完成其工作。如果根据一般情
况雇佣合同与另一国家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时，可以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
④

108

因为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相对丈夫在许多情况下在体能上、经济上是弱者。

徐冬根： 论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在国际私法中的表现

二、否定普遍性，强调多元性
以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看来，现代法律并不反映社会共识，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 ”，法
律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含义 。 利奥塔 （ Jean-Francois Loytard） 指出，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
和统一性的社会，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主张 ，都有自己的关于什么是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观
念。它们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正义，而绝不等同于那种永恒不变的、超越时空的人类正
［12］

义理念

。世界法制现代化进程并不是实行统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 ，每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都
［13］

不能隔断本国法律传统而打上特定民族或国度的印记 。法律的普遍性掩盖了法律代表权力的本质 ，
［14］
对于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和非西方文化来说 ，普适的“法律话语 ”很可能最具压迫性和殖民性 。
现代国际私法理论倡导康德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 ”，即主张全人类法律会逐步走向同一，世界上所
有民族最终都会接受同样的价值、信仰、制度、目标、方向和实践。 而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则反对普遍
性，倡导国际私法多元化价值观。首先，在国际私法的价值方面，认为单一的正义观念不再存在，取而代
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正义。由于该主张符合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因而当代国际
私法的价值取向已由强调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逐渐取代强调规则统一适用的形式正义 ，成为评判一切
国际私法现象个别化、具体化和语境化的工具和理念。其次，认为现代国际私法模式通过单一的硬性的
国际私法规则来裁判每一个个体的行为 ，这种方式无视当代社会主体的丰富差异性 ，较为空泛和远离现
实，因而主张多元的国际私法规则和模式 。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体现了该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的影响 ，
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表现： 其一，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仅晚近内国成文单行法典立
法模式就出现了瑞士、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多种模式。 其二法律选择方法的多元化，出现了“规则 ”与
“方法”的结合、客观性冲突规范与主观性冲突规范的结合 、对客观性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有利原则
的运用、替代条款的广泛接受、干涉规则与国际私法的实体化现象、在反致制度上的折中实践等现
［15］

象

。鉴于单独利用某一种法律选择方法难以解决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民商事关系 ，因而需要突破传

统观念的束缚，以多元价值观为指导，包括导入新的法律选择方法、采取多种不同法律选择方法的组合 ，
既考虑法律选择方法的确定性，又考虑法律选择方法的灵活性，以及它们之间的适当平衡性①，大大提
高法律选择的多元性。其三，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 ，国际民事诉讼费用的昂贵和诉
讼迟延，使得人们去寻求其他更为简便、经济、灵活的救济途径，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国际民商
事法律争议，包括国际商事仲裁、国际民商事和解、国际民商事调解、监察员制度和微型法庭等，这些方
式以其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特点，与国际民事诉讼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 ，形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
［16］
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 ，构成了多元化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 后现代主
义法哲学观强调方法论上的多元化 ，为我们打开了从文化上探讨法律冲突的新视野 ，从而拓展了我们在

国际私法方法论上的新视角。
三、反对确定性，强调多变性
［17］
从法哲学的层面看，确定性所体现的价值就是秩序 。秩序的价值在于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稳
定性，从而为人类的生活和活动提供必需的条件 。国际私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它同所有其他法律

部门一样，始终追求着秩序。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文化等发展程度不同，它所追求的侧重
点有所不同。传统国际私法所追求的价值就是为了使涉外民商事案件无论在何国法院起诉都能适用同
一国法律，得到同样的判决，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初期，它较多关注的是判决结果
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是与这一时期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 在这一时期，国际的民
在 20 世纪初，通常牺牲灵活性来满足确定性的需要。参见赵相林，邢钢．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私法［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2003，
（ 2） ．
院学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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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交往虽然已经较多，但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传统的冲突规范往往能比较完满地解决国际民商事交往
中的争议。因此，体现判决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冲突规范受到学者们和各国立法的肯定 。
后现代法学家认为，法并不具有统一的本质和确定性。所谓的法的终极本质并不存在，“任何一个
追求某种事物本质的人都是在追逐一个幻影 ”。 无论是法的理念、原则还是程序、规范，它们都只是特
［18］
定历史时代的一种认识建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并不是什么本质不变的东西 。 法从来都是
不确定的和相对的，法律上的多元性是生活世界的本来状态 。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的不确定性是由于
［19］
法律概念和法律结构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 。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反映在国际私法理论上 ，就是越来
越重视法律选择方法的多变性，主张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具体的法律选择方法： 或者依法律性质选

择法律，或者依法律关系性质选择法律，或者依最密切联系 （ most significant connection） 选择法律，或者
依政府利益分析 （ governmental interest analysis） 选择法律，或者按规则选择 （ rule-selecting） 方法、分割
（ depecage） 方法、当事人意思自治（ paty autonomy） 方法、比较损害（ Comparative impairment） 方法、功能分
［20］
析（ fonctional analysis） 方法选择法律，或者依有利于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方法选择法律 。 法律
选择方法多变性，为个案的公证解决提供了便利，也为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理论基础 。
结

语

认真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法哲学思想 ，就是认真对待新的时代和新的法律思维。 后现代主义
法哲学观以严厉的态度重新审视了现代法学所信奉的那些基本原则 ，其本质是批判性的，表达方式是辛
辣的。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已经对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后现代哲学对
［21］
现代法哲学的批判，主要是指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根本改变 。
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法哲学观 ，我们不能感到恐惧和彷徨，而是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研究，逐步深化
对它的认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排斥统一性 ，强调差异性，主张对弱者和女性给予特别保护 ； 否定普遍性，强调
多元性； 反对确定性，强调多变性，可激发我们对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反思 ，对我们正确审视现代国际私
法理论具有启发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突破了传统的一元化思维模式 ，强调多维
度、多视角、多元化地研究国际私法现象和国际私法学问题 ，为中国法学界探索中国和全球国际私法的
［22］
未来提供了新思维、新视野和新范式，有利于促进中国乃至全球国际私法的繁荣与发展 。 中国的国
际私法的发展要求中国应合理借鉴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所倡导的多元与和谐价值 ，在学习、研究、吸收、

消化西方国际私法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基础上 ，在中国国际私法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寻求合理协
调，以实现对中国国际私法发展模式的最优设计和最佳选择 。总之，对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及其对国际
私法影响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我们繁荣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学说 ，提高我国国际私法的学术研究水平具有
重大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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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t Modernism，Its Legal Philosophy and
Influence o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Xu Donggen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Post modernism is an expression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hilosophic view and a new valuation．
The influences of the post modernism o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how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emphasizing
difference against uniformity，stressing multitude against generality，insisting variety against certainty，accentuating harmony against resistance．
Key words： post modernism； legal philosophy；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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