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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由众多的法学理论成果所构成的内容完备 、内在统一、
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在概念范畴、理论观点、形成方式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指导思想、基
摘

本原理、实践基础、理论基调上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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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之命题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命题的简单
套用或移植，而是基于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成就与法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对当代中国法治与法学的
历史使命、世界意义的深入反思而提出来的。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一些学者在思考当代中国法学的
历史定位与发展方向时就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 ”等命
［1］

，表现出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在法治建设实践与法学理
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中央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的命题，并把“形成中

题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确立为中国法学界的重大任务，既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又具有
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法学理论体系
“法学理论体系”这一中心词描述了我国法治建设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中所产生的众多法学理论
之间的关系，表明这些法学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结构的严谨性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体系不同于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学理论体系 。二者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创造理论体系的主体有所不同。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学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从事理论研究的法学
学者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则是由从事法律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各界人士共同
创造出来的。第二，回答的问题有所不同。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学理论体系通常只要求对法的一般理
论问题作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回答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对法的一般理论问题和法律
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回答 。
从形式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意义上的法学理论体系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
第一，体系的完备性，即在法的一般理论问题和法律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上都提出了相应的理论 ，
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 这里所说的法的一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理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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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其一，法的本体论问题，包括法的定义、本质、特征、渊源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权利、义务、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等法的基本概念问题。其二，法的价值论问题，包括法的价值的概念以及人权、秩序、自由、正
义等问题。其三，法的发展论问题，包括法的历史类型、法制现代化等问题。 第四，法与社会的问题，包
括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文化等问题。这里所说的法律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类理论
问题： 其一，各个法律部门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程
序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的重大理论问题 ； 其二，法律运行和操作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立法、行
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守法等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只有在上述各类理论问题上都提出了相应的理
论，才能说形成了法学理论体系。
第二，内在的一致性，即理论体系中的各项理论在逻辑上彼此一致 ，不相互矛盾。 彼此矛盾和排斥
的理论成果不可能共存于一个理论体系之内 ，也无法强行整合成为一个理论体系。 内在的一致性是众
多理论成果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对于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核心思想纲领的形成是理论体系
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重要条件。核心思想纲领是贯穿于理论体系各个方面并统领整个理论体系所有理论
的基本命题和原理，是理论体系的灵魂。如果没有一个核心思想纲领，即使理论成果的数量再多，也很
难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不过是一大堆零散观点的堆积。
第三，结构的严谨性，即理论体系中各项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正像
一国的法律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结构一样 ，一国的法学理论体系也应当有自己的逻辑结构。 我国法律体
系的内部结构在横向上表现为七个法律部门的划分 ，在纵向上表现为三种法律形式的区分。 法律部门
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法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 ，而法律形式的区分主要是依据法律制定的主体及法律的效
力位阶。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可归入这些法律部门和法律形式之中 ，有序地构成一个法律体系。同样，法
学理论体系也应当设计出自己的逻辑结构 。与法学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相对应，法学理论体
系可划为三大理论板块，即法的一般理论、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法律运作的基本理论。 根据理论在板块
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每一板块中的众多理论可进一步区分为核心理论 、主干理论、普通理论。
二、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表达了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风格 ，表明我国法学理论体系与其他国家法学理论体
系的国别差异。我国法学理论体系在概念范畴、理论观点、形成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
从概念范畴来看，虽然我国法学理论体系所使用的很多法学概念和范畴都来自于国外 ，但我们并不
是机械地照搬照抄国外的法学概念和范畴 。我们在引进或移植国外的法学概念和范畴的过程中，自觉
或不自觉地赋予了这些概念和范畴以新的内涵 ，使这些概念和范畴获得了新的意义。 最典型的一个例
子是权利政治概念。在最近的十年里，英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的权利政治 （ politics of rights） 被翻译介
绍到中国之后，随即在政治学和法学领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思想共鸣 ，迅速成为这些学者观察、思考、分
析政治法律问题的理论工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英美学术语境中的权利政治与中国学者所
理解的权利政治就会发现，权利政治的语义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 。在英美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权利
政治是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时给新自由主义者所贴的一个政治
标签。与之相对立的范畴是社群主义者所主张的公益政治 （ politics of the common good） 。 进入中国学
术语境后，被批判的对象却摇身一变为批判的武器 。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权利政治已被用来批判传统
的政治法律理论和制度，权利政治的对手也从公益政治变换为权力政治 。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把近代
［2］
以来政治法律观念和实践转型的历史逻辑解读为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的转变 。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法律体系概念 。这一概念并非中国传统法学所固有的概念，而是来

自于西方和苏联的法学。然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法律体系概念同西方法学和苏联法学的法律体系概
念已有较大区别。西方法学对法律体系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 ： 一是西方分析法学的理解。奥斯丁、凯
尔逊、哈特等分析法学家更为关心法律体系与其他规范体系的区别 ，往往把法律体系理解为可用一定标
准识别、具有某种逻辑结构的规范体系。在凯尔逊那里，法律体系的识别标准就是基本规范，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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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可以从同一基本规范追溯自己效力的所有规范组成 。按照规范效力的高低，凯尔逊从逻辑上把法
［3］
律规范分为基本规范、宪法规范、一般规范和个别规范四个层次 。 二是西方比较法学的理解。 西方
比较法学家出于比较不同国家法的需要 ，往往对法律体系做超出规范体系的宽泛理解 ，把法律体系理解
为包括法律机构、角色、过程、规范等要素在内的法律系统。例如，梅里曼认为，法律体系是指社会成员
［4］
或观察者认为属于法律或司法范畴的众多角色 、机构和过程的复合体 。苏联学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法
律体系理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以法律部门为基本框架 、以法律调整对象和方法为法律部门划分标准

的法律体系理论。我们对法律体系的理解虽然深受苏联法学的影响 ，同样把法律体系界定为部门法体
［5］
系 ，但与苏联法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例如，我们不仅关心法律体系内部各法律部门的完备问题 ，
也注重法律体系内部各位阶的法 （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的配套问题。
同时，我国法学理论体系所使用的法学概念和范畴并非全部来自于国外 ，有不少法学概念和范畴是
由中国人自己创造或提炼出来的 。其中，有些法学概念和范畴，如和谐、变法，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法律概
念和范畴的继承与发展。以变法概念为例，这一概念是当今中国的法学话语体系中一个经常使用的重
［6］
要概念。不少学者用它来描述、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或修改 。它完全是来自中国传统的
概念。古代人往往把重大的改革称作“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 这一概念非常深

刻地揭示出改革的本质特征，即改革就是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同时，它也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法律在改
革中的重要作用，即法律变革是改革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内容 。在最近十年，和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为
流行的话语，也是中国法学领域频繁使用的概念 。法学界不仅把和谐理解为法治建设的目标 ，而且以和
［7］
［8］
［9］
谐为核心设计中国的法治模式，提出了和谐法治 、和谐宪政 、和谐司法 等概念。 从历史起源上
说，和谐无疑是最具中国传统智慧和文化底蕴的概念 ，它集中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与人的关系的独特理解。
另一些法学概念和范畴既不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也不是从古代继受下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的实
践经验和智慧中提炼出来的。例如，法治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谐法治等概念； 民法领域中的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等概念； 刑法领域中的管制、死缓等概念； 司法领域的和谐司法、民生司法、
联动司法等概念。仅拿和谐司法、民生司法、联动司法这几个概念来说，它们表达了中国人对司法的性
质、过程和功能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权实际运行的属性 、特征和规律。和谐司法是指，法院在
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要采取调解等司法方法和技术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和矛盾 ，促进当事人之间
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司法目标。民生司法是指，法院在行使审判权
的过程中将民生问题和民生矛盾作为司法工作的重要内容 ，把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生矛盾的化解作
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把对民生权利的及时保护和有效救济作为司法工作的落脚点 ，把对人民群众民生
［10］
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评判司法工作的重要标准 。联动司法通常是指，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坚
持党的领导，依靠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依靠人大的支
持排除非法干涉，维护司法权威； 主动争取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和谐联动； 积极促
成法院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努力实现法院系统内部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同地区和行
［11］
政区域的法院之间、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 这些概念是对中国司法实践
经验和智慧的理性概括，显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概念。
从理论观点来看，我国法学理论体系中各项重要的理论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法学
理论，但主要是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逐步提出和完善的 ，因而呈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例
如，依法执政理论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文化大革命 ”的历史教训表明，在我国这样一
个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执政党容易发生违反宪法或法律的问题 。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从 1982 年宪法和党章确认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到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
出“依法执政”的重大命题，再到 2006 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上对依法
执政的深刻阐述，标志着依法执政理论的逐步成熟 。这一理论明确回答了为什么要依法执政 、什么是依
法执政、如何依法执政等问题。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是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
42

李晓东

黄文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命题解析

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
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依法执政的基本任务是领导立法、带头守
［12］

法、保证执法

。

和谐法治理论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这一理论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适
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认为，和谐法治是中国法治的理想模式。 和谐
法治的核心是以和谐精神统领法治 ，即用和谐精神统领法律价值体系，将和谐精神融入法律规范体系，
［13］
用和谐精神指导法律运行实践，从而使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充分体现和谐精神 。 和谐法治注重以法
治机制来协调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法治大异其趣 。正如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潮所批判的那样 ，
西方的自由主义法治虽然为社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程序机制 ，但是它无视现实生活
中普遍存在的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社会差别与不平等，甚至将这些社会差别或不平等合法化，容
易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诱因 。
从形成方式看，我国法学理论体系并不是由少数法学家按照某种理论模式创造出来的 ，而是由众多
的社会力量在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创造出来的。 我国
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方式和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就理论体系的创造者来说，通常意义上的法学
理论体系是由法学家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不仅仅是法学家创造出来的 。 从
广义上说，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 ，这一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全体人民在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领导政法工作的
政治家、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法学家、善于总结法治实践经验的法律家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例如，
法学家在法学概念范畴的提炼、国外法学理论的引进、法学理论的体系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就思想理论资源来说，我们在建构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吸收利用了一切有价值的思想
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苏联的法学理论，中
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等。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是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批判与借
鉴，是对苏联法学理论的批判与吸收 ，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总结和升华 ，是对改革
开放新时期中国法学理论成果的整合与提升 。
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表达了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 ，表明了我国法学理论体系与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法学理论体系的本质区别 。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集中体现在其指导思想、基
本原理、实践基础和理论基调上。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中国法学界和法律
界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考 、分析和解决法学理论问题和法律实践问题 ，不断推动
中国法律观念和法学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理论成果。 概括起
来说，法学理论研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始终贯
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精髓。中国法学理论研究正是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指引
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观点，发展新理论，做出了应有的理论创造和贡
献。第二，自觉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律思想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律思想研究 ，包括邓小平的民主法制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中的法律思
想、科学发展观中的法律思想，一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理论成果。第三，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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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开发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丰富的理论资源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
会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和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著作等重要文献，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 、创新精神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命题，为法学
创新提供了殷实而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 。法学界非常重视开发和利用这些理论资源，推进我国法学理
论的变革和更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
法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各方面的现象 ，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系统地论证了法的起源、
功能和作用，从而实现了世界法学史上的伟大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
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所以说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
义法学和社会主义法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 这些基本原理主
要包括：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阶级的意志归根结底又是由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
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在人类的法
律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奴隶制 、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种类型的法律制度； 法的历史类型的
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的； 法既执行政治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
事务管理职能；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不仅构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 ，而且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各项理论之中 。
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为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不仅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研究课题和鲜活的实践经验 ，同时也决定了来源于这种实践的法学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 。 理
论研究密切联系实际，是中国法学研究始终的学术立场和品格 。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中国法学界一直
紧密关注和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民主政治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构
建中的各种法学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机制、公正高效权
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努力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 。同时，中国法学
界和法律界也注重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智慧进行理论升华 ，努力形成一系列描述和解释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在 30 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我们在确立法治
方略、形成法律体系、实行依法行政、推进司法改革、加强法律监督、开展普法教育、发展法学教育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识资源。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
中智识资源的吸收和利用，是中国法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动力 ，也是中国法学理论体系保持社会
主义性质的可靠保障。
高扬社会主义的理论基调。虽然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在论题、概念、观点等方面借鉴了西方法学理论
体系的成果，或者与西方法学理论体系有相通之处 ，但在理论基调上不同于西方法学理论体系 。中国法
学理论体系高举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 ，高扬社会主义的理论基调。以法治理念为例，我们提出的法治理
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西方法治理念虽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但有本质的区别。
党中央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依法治国 、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
方面。其中，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执法为民作
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
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服务大局作为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
［14］

使命； 党的领导作为我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映了我国法治理念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基调 。

。 这五个方面集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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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ist System of
Leg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Xiaodong1

Huang Wenyi2

（ 1． School of Marxism，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18； 2． Theoretical Legal Research
Center，Jin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Abstract： It has a major political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set up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ist system of leg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ystem is made up of many legal theories which are consistent and
harmonious，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ncepts，categories，views and ways of forming，and shows
obvious socialist nature in guiding ideology，basic principles，practical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keynot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legal the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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