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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
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 ”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 ”与
摘

“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 在能动司法的
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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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9 年“能动司法”一词提出后，“能动司法 ”成为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真正重视的
话语。在此之前尽管法学理论界也曾试图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 ，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此进行研
究的论文也寥寥无几。针对“能动司法”的明确提出，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褒贬不一，尚未形成体
系化的理论。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倡导下，全国司法实务界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各地方、各层级人民法院
以各种方式的司法实践表达着自己对“能动司法 ”的见解，其中有些做法恐怕有失偏颇。 鉴于“司法能
动”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有关理论和实务做法急需厘清，否则我国的司法运作就会流于宣泄或武断 。
一、能动司法的涵义辨析
在对能动司法进行研究时，学者们总是要与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主义相互比较 ，进而找出二者的异
同。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主义概念历史悠久 ，但其概念并不统一。不同法系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
一致，甚至是同一国家对这一概念也是有争议的 。
在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对司法能动主义的定义存在很多种。 美国的一些常用法律词典对该
词都有收录。《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描述司法能动主义的： “一种司法裁决哲学，法官允许以他们自
己的有关公共政策的观点等因素来指导他们的裁判 ，坚持此种司法哲学常常会发现法律违宪或忽视司
法先例。”这一定义实际上包含了司法能动主义的核心涵义。 美国学者科米西将司法能动主义的涵义
概括为 5 种： （ 1） 推翻其他部门有争议的宪法性行为 ； （ 2） 忽视先例； （ 3） 进行司法性立法； （ 4） 抛弃已被
接受的宪法解释方法； （ 5） 以结果为导向的裁判。 而美国学者马歇尔则将司法能动主义概括为 7 种：
（ 1） 不尊重民选部门之多数决定的反多数规则的能动主义 ； （ 2） 无视制宪者原意的非原意的能动主义；
（ 3） 不遵循先例的先例能动主义； （ 4） 突破裁判权限制的裁判能动主义 ； （ 5） 创造新理论和新权利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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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 6） 对其他政府部门施加肯定性义务或进行司法监督的矫正能动主义 ； （ 7） 运用司法权力完成党
派目标的党派能动主义。可以看出，科米西所做出的概括在马歇尔的概括当中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
描述，只不过马歇尔的概括中多出了司法对其他部门的监督与体现党派政治的内容 。
根据上述关于司法能动主义的涵义 ，可以看出，美国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第一种是违宪
审查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第二种是在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 。 在实用主义意义上使用这
一概念时，对社会目标的追求成为司法活动的重要因素 ，舍弃纯粹的法条主义，追求法律的社会功能和
社会的整体利益，所以，在司法活动中综合考量案件所涉及的各种因素 ，恰当地解决各种价值之间存在
的冲突，在法律之外，寻求政治规则、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的帮助； 注意发挥司法活动的决策功能，主张司
法活动在整个的社会生活乃至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 允许法官在某些特别的情况
下不遵守既定法条或先例的约束 ，实行法官造法。
而在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由于实行严格的法典主义，法官的权限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
较小。德国的司法能动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司法运作过程中的职权主义 ，即法官主导司法活动的整个过
程，积极地促使当事人解决纠纷以实现诉讼目的 。 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不是不希望能动地处理各种纠
纷，但只能对法律条文进行原则性的解释 ，也就是说法官在法律的适用方法方面更加能动 。比如在德国
民法典中有诚实信用这一原则，关于法官如何灵活运用这一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判，“要求在履行义务时
‘诚实信用’的条款和将‘一般惯例’（ 类似于情理 ） 作为衡量行为尺度的确认，以及任何违反 bonas mores（ 善良风俗 ） 的行为都不得被认为是合法行为的观点，无疑表明了对法院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立法授
权。以上每个一般性条款都鼓励建立一个给人以强烈印象的判例法体系 ，它确立的先例，虽无正式的拘
［1］
束力，却能为人广泛地评注和仿效” 。
关于我国的能动司法一词，有学者认为是一个舶来品。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能动司

法完全是一个本土资源。笔者认为在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和法官造法的情况下 ，不能简单地将能动司
法看成是司法能动主义的移植。当然，笔者也不简单地否认，能动司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国家司
法能动主义的一些启示。另外，笔者也不赞成以中国古代就存在“礼法不分 ”来直接得出能动司法完全
是本土资源的结论。“我国近期兴起的‘能动司法’是国人在长期学习西方经验与发掘中国本土的传统
资源之后将两者结合的产物。因此，‘能动司法 ’是一个‘混血儿 ’，是‘中西合璧 ’，是综合了马克思主
［2］
义理论、现代西方司法经验以及中国传统司法一些优秀成果的结果 。”
要进一步理解我国能动司法的涵义 ，恐怕需要从提出这一概念的领导人讲话中获取灵感。 就“能
动司法”，王胜俊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 “我们所讲
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是能动司法的三个显著特征。”“能动司法是服务性司法，人民
法院必须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稳定 、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要求，积极地运用
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法履行司法的审判职能 ； 能动司法是主动性司法，人民法院必须
主动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判形势，主动回应社会司法需求，切实加强改进工作，主动延伸审判职
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工作合力； 能动司法是高效性司法，人民法院必须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从新闻报道来
看，王胜俊所说的能动司法，内涵主要有三个： 第一，司法应发挥主动介入、主动服务的机制，及时解决纠
纷； 第二，司法应为“保增长”、“保民生”和“保稳定”（ 以下简称“三保 ”） 服务，发挥社会综合治理功能；
［3］

第三，司法应以人民群众满意为价值取向

。

我国目前学者对能动司法涵义的理解不一 ，有些还不乏偏颇。 有学者对目前理论界关于能动司法
的理解做了一个总结，对能动司法的认识包括 9 种不同的观念，即： （ 1） 全能的司法能动观； （ 2） 政治意
义上的司法能动观； （ 3） 司法方法意义上的司法能动观； （ 4） 化解社会纠纷意义上的司法能动观； （ 5） 选
择性的司法能动观； （ 6） 立法性的司法能动观； （ 7） 实质正义的司法能动观； （ 8） 被附会、曲解的司法能动
［4］
观； （ 9） 司法亲民意义上的司法能动观 。
根据王胜俊的讲话，我国的能动司法带有实用主义的成分 ，与美国在实用主义意义上使用的司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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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义在某些方面有些重合，但由于制度方面的差异，二者不可能完全相同。 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是
把行为建立于事实或后果基础之上 ，而不是建立于概念、一般性的口号之上的一种倾向，“实用主义还
［5］
是能动主义的，相信人类是不断进步的，是一种行动与改进的哲学” 。

二、能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
“在我国，政治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建立自己的统治 、实现人民根本
利益而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组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来管理社会，决定社
［6］
会发展方向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活动 。” 从以上我国能动司法的涵义可知，这一概念与我国的政治密不
可分。除了王胜俊的讲话中明显带有政治的意味外 ，还有学者对能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描述。 公

丕祥就指出： “司法作为党治理国政的一种方式 ，归根到底是受党的根本任务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 。 司
［7］
法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执政权，应当从党依法执政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 苏力也指出： “能动司
法看似只是要求司法风格的调整 ，但其中包含有执政党基于对中国社会问题判断而对中国司法 （ 主要
［8］
是法院和法官） 的政治要求。”
为什么能动司法与政治不可分割呢 ？ 原因在于： 第一，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之一，是我国国家权力
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立司法机关并赋予其司法权 ，以实现国家的管理职能，这本身就是政治的内
容，可以说司法是政治派生出来的。第二，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审判机
关。司法机关如何设置、司法人员如何选任，与我国的政治理念、政治目标息息相关。第三，司法机关需
要依照法律进行运作。而法律的制定过程离不开政治影响的制约 。 可以说，正是政治而不是别的为司
法提供了依据。既然司法本身就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 ，那么在谈论能动司法时总是带有政治的意味
就不足为奇了，能动司法只不过是对司法的政治性进行回应 ，或者说能动司法是对司法的政治性提到了
较高的程度。
［9］
戴津伟指出，我国的能动司法是“政治型能动 ”，而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是“专业型能动 ” 。 陈金
钊甚至认为： “在我国司法能动属于政治话语，而非学术概念。这一点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能动司法是一个司法的概念 ，主张政治问题司法化，用法律解决政治问题，而我们却主张
［10］
用政治手段解决法律问题。” 这种认识恐怕有些绝对。因为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并不可能保
持真正超脱于政治之外的境地。“司法确实不等于政治，但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
治； 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政治主张 ，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各国也都
［11］
如此。” 第一，美国施行三权分立制，司法权是三权中的重要政治性权力 ； 第二，在美国，联邦法官的提
名需要总统综合考虑其政治派别 、政治立场。而总统一般会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候选人 ，以增强本党在联

邦法院的力量。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使美国的司法也不可能脱离政党政治 ，尽管美国政党对司法
的影响显得比较隐性。之所以出现美国政党对司法的隐性影响与我国政党对司法的显性影响这样的差
别，原因在于美国与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不同 。在美国，先市民社会后政治整合的自主发展逻辑，使他
们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仅扮演着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的角色 ； 而在中国，民族危机所决定的先政
治整合后市民社会的非自主发展逻辑 ，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承担着应对社会政治危机的重任 ，而且还扮演
［12］
着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
当然，我们强调司法的政治性并不是要进行司法的政治化 。司法政治化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的处
理上为政治所控制，司法机关成为政治的附庸，司法活动直接受制于政治。“文化大革命 ”就是一个司
法政治化的极端例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戴津伟、陈金钊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一些地方打着能动司法
的旗号，使得人民法院俨然变成了地方的法院 ，成了地方党委的一个办事机构。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甚至
［13］
就“山东煤矿采矿权属纠纷 ”召开所谓“协调会 ”，并公开否决人民法院就该纷争作出的生效判决 。
我们所讨论的能动司法的政治性是指 ，克服司法价值的单一化，是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实施司

法行为、履行司法职责时，不能仅仅考虑法律文本的规定，同时也要考量执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
［14］
益 。能动司法的主旨在于，使司法更加贴近政治全局性的要求 ，更好地融入到我国的政治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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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努力实现政治所确定的社会目标 ，其实现过程主要是依靠司法机关对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领悟，
而不是依靠司法机关对“批示”或“指示”的遵从。 司法机关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灵活运用法
律技术、法律原则解决带有全局稳定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理纠纷过程中，要把政治问题
转化为法律问题，对政治问题进行法律格式化。 正像苏力所言“为保持司法有效满足中国这个特定社
会的需求，不仅需要法官和法学家从司法知识和技术的角度考察司法的案件 ，也需要不时跳出司法个
案、程序和法学理论，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个角度来考察司法总体态势和社会对司法的要求 。 如果
［15］
没有这种超越法律的视角，司法就根本不可能有效履行司法的职责 ” 。

三、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的关系
我国学者在讨论能动司法的边界时，总是与司法克制相比较。 事实上，就像上述对“司法能动主
义”的认识不同一样，西方国家对“司法克制”的涵义理解也不一样。“本原意义上的司法克制主义当然
主要指对司法的违宪审查权的否定或反对 ，但这种语义后来又被进一步引申为司法在社会事务 ，尤其是
政治事务上应严格守持自己的疆界 ，尤其不主动关切或参与这些事务 ； 在案件的处理中也无需关顾案件
［16］
所涉及的社会及政治因素。” 《韦伯斯特法律辞典》对司法克制所作的定义是： “是指案件应当尽可能
以最狭窄的依据来裁判，而无须解决不必要的问题，尤其是政治性或社会性争执的学说。”可以说，对司

法克制的这种解释是建立在权力分立的基础之上的 ，显得比较宏大。 另外一种解释是《奥兰法律辞典 》
中认为： 司法克制是“与司法能动主义相对立，排斥法官个人观点，严格依循适用先例的司法裁判以及
作出裁判的过程”。我国学者在理解“司法克制”时，大致有两种涵义。第一种，认为司法克制主要是指
“法条主义”。法条主义坚信机械司法，奉行法律的形式主义，将法官作为“自动售货机 ”，将裁判的过程
看成“三段论”的产品。由于法律带有抽象性和滞后性，而案件事实是具体的、多样的，如果法官机械司
法会造成裁判脱离社会，无法为广大民众接受，达不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基于此，学界已经再不赞同纯
粹的“法条主义”，普遍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 第
二种，认为司法克制就是指“司法被动”。司法的被动性是指： “司法权自启动开始的整个运动过程中只
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包括申请行为和申请内容进行裁判而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或擅自变更当事人的
［17］
诉请内容。” 从王胜俊的讲话中可知，能动司法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司法过程，从字面上来看，“主动
性”与“被动性”是意义完全相反的概念，即使法律人也容易因此而陷入歧途 ，所以我们对“能动司法 ”与
“司法克制”的讨论是基于“司法克制”即是“司法被动”之上的。
那么，能动司法的主动性究竟是指在哪些方面司法机关的主动行为呢 ？ 我们先对应着王胜俊的讲
话看一下人民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两位法官罗东川、丁广宇基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对 10 余个省市开展能动司法的具体情况撰写了论文 ，其中谈到我国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包
括： （ 1） 主动调研，能动地把握社会矛盾根源； （ 2） 提出司法建议，能动地参与社会管理； （ 3） 强化司法调
解，能动地化解社会矛盾； （ 4） 健全便民诉讼机制，能动地司法为民； （ 5） 加强民意沟通，能动地实现司法
民主； （ 6） 统一法律适用，能动地指引和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 7） 创新机制，能动地促进新农村建
设； （ 8）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能动地促进社会稳定； （ 9） 建立执行联动机制，能动地化解执行
［18］
难 。我们不妨扩大能动司法主动性的范围 ，比如说法官的释明权、在法定范围内调查收集证据、庭审
过程中的指挥权等等。
按照司法被动性的定义，首先，诉讼程序的启动具有被动性，在没有当事人就已经产生的纠纷起诉
之前，人民法院是不能主动介入的，即“无控告即无法官 ”原则； 其次，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范围是有限
定的，法官的审理范围必须严格控制在当事人起诉的范围之内 ，不允许超出起诉的内容进行裁决 ； 最后，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具有被动性 ，我国诉讼模式不再是纯粹的职权主义 ，而带有明显的当事人主
义的特征，要求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 ，法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再调查收集证
据，而只是被动地判断。
通过上述对能动司法的主动性与司法的被动性的内容进行比较 ，发现二者并不冲突。 能动司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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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动性并不等于司法也同时具有主动性 ，能动司法的主动性是有其特定内涵的 ，能动司法主要着眼点
在于案件的实体性问题以及通过司法活动如何更好地回应社会 。 而司法的被动性是司法权的基本特
征，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的程序运作方面要受当事人诉权的限制 。可以说，能动性与被动性是司法运作过
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实
践中有些法院曲解了能动司法的主动性 ，进行主动服务，送法上门，甚至进驻企业开发案源、强调零判
决。也许，这些法院打着“马锡武审判方式”的旗号，殊不知“马锡武审判方式”强调的是审判便民，而非
主动开启司法程序。
四、能动司法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王胜俊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指出，司法要 “增强群
众观念，增进群众感情，体现司法人文关怀，努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
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 这意味着“能动司法 ”还要重视社会效果。 方乐指出，当
下中国能动司法语境中法院或法官的行动逻辑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都会是“结果导向 ”的，是一种后果
导向的司法知识生产。这种结果导向的司法会由于对裁判行为所进行的“倒果为因 ”式的论证，只要稍
加不甚，就会略显“牵强”，进而使得依法裁判的法治原则失去了权威。 也正是基于对这种“后果 ”的考
［19］
量，我们看到，能动司法会更强调实质正义，对于程序正义的关注似乎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高 。
以上实际上涉及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学者早有讨论，只不过随着能动

司法的倡导，重新为人们所关注。喻中教授指出： “司法的法律效果是指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正式法律的
要求，展开司法过程，寻求判决结果； 司法的社会效果则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 ，尤其是最后的司法裁
［20］
判，要让当事人满意，尤其是让社会公众满意。” 张文显等认为： “司法的法律效果应是指司法裁判应
当严格适用法律，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律确定性、统一性，解决纠纷以实现人们确定的行为预期 ，但不能机

械地适用法律； 而司法的社会效果是指司法裁判时应充分考虑本国国情或本地的历史习俗 、文化观念、
［21］
民情与社会实际状况和当事人的能力以及裁判结果为社会公众及当事人的接受认可度 、满意度。” 笔
者在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关系上持对立统一的观点 。二者的联系在于，我们的法律本身就是社
会规范，在法律的制定之初就对社会效果进行了预期 ，我们已经实行的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征求人民意见
和建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二者的区别在于： 第一，法律效果的评价强调的是法律的内部视角，可以具
有客观性，但对社会效果的评价强调的是外部视角 ，往往带有主观性，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第二，尽管
立法者在立法时会考虑到社会效果 ，但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法律的滞后性，法律
仍然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现实产生冲突 。第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效果，这个问题本身就难以回答。社会
效果的判断主体有多广，在判断主体之间对社会效果的意见不一致时如何衡量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和社
会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今天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
光看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是不对的。“司法工作是一门行为艺术，靠经验吃饭，它
的核心是以整体的衡平视野来寻找判决的正当化 ，是以案情的技术手段来完成结果的可接受性。 而将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立起来或者做庸俗化理解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随意废弃法律条文的逻辑含义 ，
［22］
最终又背离良好的社会效果。” 那么究竟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如何统一呢？ 有学者认为法律
效果应统一于社会效果，有学者认为社会效果应统一于法律效果 ，还有学者认为应同等追求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和案件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的法律真实与客
观真实的关系问题有些类似。我们由于“实事求是 ”观念的影响，以前不认可存在法律真实，只认可存
在客观真实。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观的理解逐渐深刻 ，也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们接受了“法律真
实”的现实，疑罪从无、举证责任就是坚持法律真实的结果。 同样，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处于法制建设
［23］
的初期阶段，严格法治规则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国还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 。司法一定要追
求法律效果，但这并不是说不追求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是直接目的，社会效果是最终目的。对于大多数
简单的案件法官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就会实现社会效果 。对于少数疑难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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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方式、法律解释（ 包括司法解释 ） 的方式努力实现社会效果。 但就我国现实而言，绝对不可以出现
“法官造法”来迎合社会效果。当然，我们也坚决反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以社会效果为由，突破法治
底线，违背程序，甚至违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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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yle Judicial Activism
Huang Gongxing1 ，Liu Yanling2
（ Law Department，Central Institute for Correctional Police，Baoding，Hebei 071000）
Abstract： Chinese style judicial activism is of features of serviceability、initiative and high-efficiency，the
meaning of which is somehow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style judicial activism． In China，the judicial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are indivisible，however，the judicial should not be politicized． The judicial activism and
the judicial restraint have dialectal united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the judicial activism，we shall stick to
the unity of legal effect and social effect．
Key words： judicial activism； the politics； judicial restraint； soci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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