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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发现 ： 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方法
魏胜强
（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3）
摘

要：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前奏，法律发现能贯彻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并阻止实质法

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因而成为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 。根据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运用法
律发现方法时，应当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 ，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
律发现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 ，防止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 ，一方面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
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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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方法是法官在法律思维的指导下用来解决法律中的个案的方法 ，没有法律思维就没有法律方
法。法治思维实际上就是法律思维，众多的法律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法治思维 ，表现了法治思维
对司法活动的切实影响。其中，法律发现和法治思维的关系尤为密切 ，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
动了法治的实现。
一、法律发现是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
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解决纠纷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到底如何做
才是坚持法治思维，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这是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关于它的确切含义
众说纷纭，法治思维的含义必然具有同样的复杂性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看，法治存在形式法治和实
质法治的区分。在我国的主流文化和思想观念中 ，实质法治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形式法治观一直没有树
立起来。当前推行法治思维，对我国来说，应当突出形式法治观的主导地位，遏制实质法治观对法律规
则的破坏和对法律权威地位的冲击 。在这方面，作为纠纷最后裁决者的法官应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通
过法律方法消解案件的疑难性。在诸多法律方法当中，法律发现是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 ，它在很
大程度上彰显和支撑了法治思维 。
（ 一） 法律发现贯彻了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
法律发现是法官从诸多法源中寻找和识别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的活动 ，是法官开展司法活动的
第一步。所有案件的审判都要用到法律发现这一方法 ，无论案情是否复杂，无论法律适用是否疑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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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发现的使用情况，直接影响到案件处理的公正性，表现法官对法治思维的贯彻力度。 一般来说，法官
经过法律发现，会形成三种结果：一是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于案件 ；二是能够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存在
矛盾、模糊之处；三是没有可以适用于案件的法律，也即出现了法律漏洞。 不同的法官在对同一案件的
处理中，运用法律发现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未必相同 。坚持形式法治观念、认为现有的法律能够为个案提
供解决方案的法官，往往不会轻易得出法律不完善、存在法律漏洞的结论，而是积极地在正式法源中寻
找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如果在正式法源中实在找不出关于个案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定 ，法官也应当
通过解释方法扩展正式法源的适用范围 ，或者在坚持正式法源的原则规定和精神要求的前提下 ，结合非
正式法源处理案件。由此可以看到，法律发现这一方法，明确而直接地落实了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贯
彻了形式法治的根本原则和精神 。
形式法治观曾经饱受争议。在理论上，概念法学的出现和兴盛一度将形式法治观推向顶峰 ，导致成
文法以外的各种法源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法律适用被彻底地机械化了，司法活动甚至被简化为数学演算
活动。虽然这种理论的弊端不容否认，但是概念法学毕竟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树立了
成文法的绝对权威，奠定了推行法治的总体框架和法官据以裁判的明确规则 。在实践中，法西斯政权统
治下的法官以严格执行法律为借口对大量的无辜者实施不公正的裁判而成为法西斯的帮凶 ，引发了人
们对形式法治观的质疑和批判，导致了新自然法学的兴起。但是，除去带有不正当动机的法官的恶意裁
判外，法西斯政权下一些法官死守法律规定的精神 ，不能不令人称道。 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使形式法治观在总体上受到严厉批判 ，而它所蕴涵的基本价值也随之被湮灭了 。客观地说，虽然概念法
学的主张和法西斯政权下法官的做法过于极端 ，但形式法治观本身并没有错。 形式法治观主张建立完
备统一的法律体系，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实施法律 ，坚守司法三段论推理的严谨性，树立法律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都是实行法治必不可少的。
法律发现所坚持的正是形式法治观的这些要素 。法律发现不单纯是法官为个案寻找法律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它是法官首先在正式法源特别是在成文法中寻找法律的活动。“法治的理论前提是假定
了法律中存在解决纠纷的各种正确方案 。如果法官所要适用的法律不是在成文法律中去寻找 、发现，而
［1］
是由法官创造、整合或协商出来的，那么法治就可能是空想。” 一方面，法律发现坚持了现行法律体系
中存在着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 ，不但有利于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式法源特别是成文法上 ，从而促进
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有利于把正式法源作为解决问题的首要的 、一般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裁判依
据，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法律发现奠定了后续的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 ，即由于正式法源中存
在着可以适用于个案的规定，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等法律方法，都必须严
格地依据正式法源而进行，避免了法官的任性和专断，限制了法官创造性司法的空间。法律发现的这些
功能正是法治所要求的。法律发现贯彻了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 ，推动了法治思维向实践的转
化和法治的实现。
（ 二） 法律发现阻止了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
从法律发现的常理上说，法官应当首先把目光集中到正式法源上 ，力图从正式法源中寻找可以适用
于个案的法律，只有正式法源特别是成文法在个案适用中有模糊之处 ，或者出现了法律漏洞，法官才能
从非正式法源中发现法律。然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不少案件动辄因所谓的案情重大、复杂，正式法
源被弃之不顾，道义、情理、公平正义观念、法律学说等非正式法源成为法官的最终选择，这是实质法治
对形式法治的颠覆。
在欧洲大陆的法治国家，法官严格依法判案自不必说，大陆法系国家一度取消法官的法律解释权、
要求法官只能进行机械的法律推理就是证明 。即使在英美判例法国家，由于成文法自身的粗糙和简略，
法官在判例中寻找法律的同时，各种非正式法源也相继进入法官的视野 ，对个案的裁判造成冲击，也不
能认为这些国家的法官坚持的是实质法治观 ，因为有许多因素在制约着法官的思维。“基于悠久的历
史文化传统，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制度中，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甚至对充任法官者的年龄、资历、
性格，以及法庭仪式、法官装束等都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独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这对于保证法官独立、
［2］

司法公正、公众对司法判决的服从乃至法律信仰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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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虽然自古就有制定法传统，但制定法一遇到具体的个案往往会被不经意间忽略 ，人们总是对符
合所谓实质正义的裁判津津乐道 ，法律程序上、形式上的要求却无人理会。 在天理、人情和国法这三种
主要的裁判规则中，国法显然处于最不受重视的地位，以至于我国虽然成文法发达，却很难做到按照成
文法司法，实质法治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打着维护法治的招牌破坏法治 。
“如果在疑难案件中首先不是积极在成文法中发现法律 ，而是寻求成文法以外的‘地方性知识 ’、习
［3］
惯或者所谓民间法，就必然会与法治的理想冲突。” 法律发现建立在坚信正式法源特别是成文法中存
在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假设之上，所以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阻止法官在非正式法源中寻找法律 。当然，
这种假设未必完全成立，诚如拉伦茨所言：“无论如何审慎从事的法律，其仍然不能对所有———属于该
［4］
法律规整范围，并且需要规整的———事件提供答案，换言之，法律必然‘有漏洞 ’。” 而且，概念法学受
到批判和最终衰落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法律发现至少表明了法官崇敬法律、坚守法治的积极姿态。 姿

态虽然在有些时候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却可以防止和约束法官轻易越过成文法而任意地选用非
正式法源，避免实质法治观对法治的负面影响 。同时，即使到了不得不适用非正式法源的时候，法律发
现要求法官必须把非正式法源当作正式法源模糊含义的延伸 ，当作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
法官应当明白，非正式法源仅仅是正式法源的补充 ，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在延续正式法源现有意
义的基础上适用。这意味着，与形式法治观相对立的，或者企图与形式法治观协调适用的实质法治观，
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治观，它仅仅是形式法治观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形式法治观的特例而已。 所
以，法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 ，维护了形式法治的有效性和可行
性，当然也就维护了法治，凸显了法治思维的外形。
二、法治思维对法官运用法律发现方法的基本要求
法律发现是对法治思维的坚守和维护 ，这种坚守和维护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法律发现自身的属
性和功能带来的。尽管如此，也必须看到，法律发现必须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进行，才能实现预期的目
的，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脱离法治思维，法律发现就会成为纯粹的工具和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坚守和
维护法治的作用，反而会异化为破坏法治的力量。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法律发现需要遵循一定的要求
才能开展。有学者认为，法官在进行法律发现时应当遵循三项实体性要求 。 一是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
使，即法官应当树立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意识 ，形成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作风。二是法律合法性的
推定，即法官不能无端地、轻率地否定法律的合法性。三是规则的优先适用，即在正式的制定法渊源中
［5］
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规则 。这些主张有一定的道理，对约束法官正确进行法律发现有积极意义。 根据
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进行法律发现的时候应当充分体现出依据法律审理案件这一根本原则 。为此，
法官需要从法律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个方面来考虑 ，前者要求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进行
法律发现，后者要求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法律发现 。
（ 一） 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进行法律发现
在人类生活中，能够解决纠纷的主体很多，这些主体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也很多，唯独法官是在法
治思维的指导下依据法律解决纠纷的 。从法治思维的角度说，法官的任务不仅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
根据法律解决纠纷，这就注定了法律之外的东西不应当成为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考虑的因素 ，至少法官不
应当过多考虑。然而，到底什么是法律，它有哪些表现形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产生了法律的正式渊源
与非正式渊源的理论，而且正式法源和非正式法源都被认为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 。同时，鉴于
正式法源在法源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普遍强调 ，法官应当首先从正式法源中进行
法律发现，当正式法源出现漏洞或者采用正式法源明显不合乎正义的要求时 ，法官应当从公平正义观
念、法律学说等非正式法源中进行法律发现。“当一项正式法律文献表现出可能会产生两种解释的模
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事实往往如此———的时候，就应当诉诸非正式渊源，以求获得一种最利于实现
理性与正义的解决方法。另外，当正式渊源完全不能为案件的解决提供审判规则时 ，依赖非正式渊源也
［6］

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途径 。” 博登海默的这句话被广为引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正
5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4 期

式法源的重要性。不少学者也主张加强对法律发现中的非正式法源的研究 ，宣称“承认法律非正式渊
［7］
源作为法官发现法律的渊源之一并对这类非正式渊源的内容与适用进行认真研究方是明智之举 ” 。
这一说法看上去好像能够成立，实际上却体现了实质法治观的基本精神 ，即形式法治存在问题，只能用
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解决问题。由于这一观念的存在，本应当重点关注的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没有受
到应有的重视，倒是非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成了一些人探讨的重点问题 。有学者进而提出：“非正式
法源作为裁判依据首先必须强调它的候补性 、补充性。其次，它们要经过某种形式的认可或认证，带有
一定的普遍性和权威，尽管这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 。最后，它适用的结果要符合基本的公平
［8］
正义的法律价值。” 这种说法尽管没有错误，但同样是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的形式拒绝了形式法
治观而坚持了实质法治观。
当前关于正式法源和非正式法源中法律发现的探讨 ，最根本的不足是没有厘清这两种法源中法律
发现的关系，而是默认了它们按照先后顺序各自独立地进行 。这里的问题在于，非正式法源何以在个案
中具有法律效力？ 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吗 ？ 更何况，任何脱离形式正义的实
质正义都可能是不靠谱的。法律和司法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程序性或者形式性 ，如果缺少了
形式上的认可，实质上的正义便无法得到认同。非正式法源也是这样，它必须与正式法源连接起来，因
为它本身就不具备明确性、肯定性、强制性等法律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缺少与正式法源连接的情况下，它
们很难称得上是法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非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也必须与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
融为一体。具体说来，就是非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必须纳入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 ，在非正式法源中
发现的可以用来裁判案件的法律应当与正式法源中发现的近似或者相关法律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前
者是后者的延伸或者不成文的表达方式 。如果没有正式法源中的近似或者相关法律作为支撑，法官在
非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活动应当属于法官自己的造法行为 ，对此应当予以警惕和限制，防止法官恣意
妄为和以个人意志取代法律意志 ，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严肃性 。而且在我国当前，由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正式法源对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已经足够了 ，坚持在正式法源中发现法律应
当是绝大多数法官的唯一选择，本身就不宜突出非正式法源中的法律发现 ，如果再割断非正式法源中法
律发现与正式法源中法律发现的关联性 ，法治思维在司法中就可能落空。
（ 二） 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法律发现
法源是法官进行法律发现的场所 ，从理论上说，一切法源都会成为法官进行法律发现时所关注或者
思考的对象。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法源中，能够适用于个案的法律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它们或者散见于
某些法律的某些条文中，或者隐藏在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中，或者存在于以往的先例判决中。 总之，在个
案审理中，需要寻找的法源非常广泛，但真正能够适用于个案的法律并不多 。在广博的法源中有选择性
和针对性地发现极少数可用的法律 ，往往使法律的发现者把目光集中到少数几部法律或者法律的少数
几条规定上，而忽视了法源所立足的整个法律体系的背景 。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式的法律发现
大行其道，有些法官仅通过简单的法律发现就机械地进行法律推理 ，有些法官甚至仅凭借自己有限的法
律知识和经验就武断地适用某些法律条文进行审判 。这种不充分、不完全的法律发现的结果只能是，案
件的判决结果表面上看符合法律 ，实际上却与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进而引发裁判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
合法性之争，给一些人以实质法治观取代形式法治观留下了口实 。从法律发现的视角来看，很多所谓的
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争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也就是说，法官依据法律作出的个案判决结果让
人无法接受根本就不是因为法律在个案中不能适用 ，而是因为法官的法律发现工作做得不到位 ，即法官
并没有发现真正能够适用于个案的法律 ，法官误解、误用了法律 ①。 这说明，法律发现这种看似很简单
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法官到法源中找到几条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那么简单 。从法治思维的视角看，法
律发现应当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才能进行 ，法官应当从整个法律体系的高度和范围中进行法律
发现。
详见陈金钊：《拯救被误解、误用的法律———案说法律发现方法及技术》，载《法律适用》2011 年第 2 期，第
① 相关的典型案例，
91—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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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法律发现 ，需要做到两点。 一是穷尽法律体系中所有的法律。 法
官要对各种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全方位的检索 ，把所有与个案相关的法律都搜集起来。 这一工作从理
论上说是可行的，在实践中确实有点难。但是，这是审理案件所必需的，因为与个案相关的现行有效的
法律都可能对个案审理有帮助，或者正是处理个案纠纷所需要的规则 ，法官在没有检索到或者没有正确
识别它们之前就贸然放弃它们而作出裁判 ，是对法律和自身职责的亵渎。即使由于认知能力、检索手段
等条件的限制，法官可能无法穷尽法律体系中所有的法律 ，他也必须有这种信念或者态度，这至少能够
避免他仅凭法律感就唐突审判。二是理顺不同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官发现的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可
能零星地存在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和不同位阶的法律中 ，法官需要做的是理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
些法源之间有无矛盾，是否存在等级、隶属关系，能不能相互支撑，或者是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等问题，是
法官必须考虑的内容。尤其是在法律体系已经健全的情况下 ，更需要明确不同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 ，防
止对整个法律体系构成破坏，避免审判中出现法律张冠李戴的局面 ，为正确审判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与其他法律方法的关系
法律方法应当体现出法律思维的印记 ，然而法律方法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 ，不同方法所体现出的法
治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用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漏洞补充、价值衡量等方法中的
任何一种方法作为逻辑起点都可以串起一个法律方法论系列 ，每一种基本方法之中都包含有更多具体
的子方法。但吊诡的是，不仅上述各种方法之间存在重合调整的空间 ，而且在许多方法之间还存在许多
［9］

矛盾的立场和思维倾向；许多法律方法既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也具有功效相克的作用。” 法律发现是
首先运用的法律方法，然而由于不同法律方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法官通过法律发现所找到的法律经过
其他不同法律方法的运用后会面临不同的境遇而具有不同的命运 。比如就法律解释来说，文义解释、体
系解释、目的解释和社会学解释所蕴涵的法治思维就明显不同 ，同一法律经过不同的解释所阐发的法律
意义也大相径庭。因此，即使法官发现的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已经很明确了 ，仍可能导致案件判决结
果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公平正义观念的指导下摒弃机械的三段论
推理方法而选用能够带来正义判决的方法 ，但是把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和法律方法运用的选择权完全交
给法官的公平正义观念来限制，显然是对法官的放纵。除去制度上的制约外，可以考虑用法治思维协调
法律发现与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 ，避免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 。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方
面是加强法律发现对其他法律方法的规制 ，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不能否定法律发现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
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
（ 一） 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
从理论上说，法律发现是法律方法运用的第一步 ，其他法律方法都应当在法律发现的基础上展开。
而实践中，除了某些典型案件正好有明确的法律调整 ，因而能够直接进行三段论的法律推理外，不少案
件所适用的法律可能会有矛盾或者意义模糊的规定 ，这就给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法律论证、价值衡量等
法律方法的运用提供了空间。这些方法的运用在维护法治的同时 ，可能会对法治带来一定的破坏。 比
如，如果法律出现漏洞，法官就会用法律原则或者公平正义观念等意义模糊的内容进行漏洞补充 ，而经
过补充后所构建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裁判规范是否与法律相一致 ，就很难说了。在法律论证、价值
衡量等方法中，法官自身认识能力、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更大，法律自身的影响反而不大，
这显然为法官的枉法裁判至少是任性和武断留下了很大的操作余地 。 从法律方法的视角解决这一问
题，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发现的重要作用 ，用法律发现对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进行有效的制约 。法律发现
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它们各自都属于独立的方法，因而不能把法律发现凌驾于其他
法律方法之上。但是，法律发现发生的逻辑顺序先于其他法律方法 ，而且是其他法律方法运用的逻辑起
点，这就为法律发现制约其他法律方法提供了契机 。
在明确了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进行法律发现 ，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法律发现
之后，至少可以在理论上消除法律的漏洞和避免法律之间的相互矛盾 ，因为此时能够适用于个案的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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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法源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正式法源的外延 ，而且通过体系化的衡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它们之间的
矛盾。这就大大压缩了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的运作空间，尽可能地避免法官在解释法律和补充漏洞中的
任性。与此相连贯的是，法律论证、价值衡量等方法的运用也会大大减少 ，法官裁判的武断性也能得到
有效遏制。更重要的是，要把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限定在法律发现的结果中 ，法官无论是通过法律解
释、漏洞补充还是通过法律论证所得出的能够用于个案推理的大前提 ，不能超越法律发现已经得出的结
果。这是因为，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无非是对各种正式法源和非正式法源的限缩或者扩张 ，而这
些正式法源或者非正式法源早已应当纳入现行法律体系之中并通过法律发现的方法得到了 。把法官通
过漏洞补充、法律论证等方法得到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限定在法律发现的结果中 ，还可以充分发挥法律
发现的价值，使法律发现与其他法律方法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否则的话，法律发现除了作为法官审理案件前的一个简单的前奏外便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 ，法律发现和
其他法律方法之间也会形成杂乱无章的结局 。由此可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 ，
具有多重的意义。
（ 二） 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把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限定在法律发现的结果中 ，是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与其他法律方法的
普遍性要求。此外，还应当重点关注一些法律方法的运用问题 。有些法律方法和法律发现所坚持的法
治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如司法三段论推理，法律解释中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方法，法律论证中用来证明
大小前提之间函射关系成立的内部证成等 ，它们所坚持的都是形式法治观，主张从已知的抽象法律规定
和具体的案件事实中合乎逻辑地得出无可争辩的法律答案 。这些法律方法和法律发现之间是一种不证
自明的、一脉相承的贯彻法治思维的关系。 然而，法律推理中所谓的类比推理、实质推理 （ 它们更像是
法律论证） ，法律解释中的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法律论证中法律推理大前提的外部证成 ，以及价值衡
量等，虽然名为法律方法，它们的法律性明显弱得多。例如，类比推理中对不同案件的感性比较和实质
推理主张的“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颇有凭借法官的法律感判案的嫌疑，而没有多少法律发现的味
道。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是绕开法律的明确含义去探寻法律的其他意义 ，构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外部
证成带有显著的法官造法的色彩 。价值衡量中法官裁判的任意性更加明显 ，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对社
会需要和利益平衡的考虑也会影响法官对法律的选择 。法律规范具有维护社会生活条件的目的，社会
［10］
需要和现实利益在法律评价中必然会被考虑 。” 这些方法一方面和法律发现的关系不够密切 ，或者
说法律发现的结果对它们的影响不大 ，它们轻视法律发现而重视法官造法 ；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也

不明确，不同方法之间的运用是否有规则 、为什么舍弃别的方法而采用这一方法等，都无法形成合乎逻
辑的结论。
如果套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这两个用语 ，可以发现前一类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克制主义立场上运
用的，坚持的是形式法治观，可以称为克制型法律方法；后一类法律方法是在司法能动主义立场上运用
的，坚持的是实质法治观，可以称为能动型法律方法。特别是当前司法高层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更是助长了能动型法律方法的运用 ，它们在短期内或者在个案中或许对法治建设起到好的作用，
但从长期或者整体上看却会破坏法治 。因此，坚持法治思维就必须限制这些能动型法律方法的运用 ，特
别是要注意理顺它们和法律发现之间的关系 ，重点防止它们冲破法律发现的结果 。要实现这一目标，至
少有两点应当受到关注。一是要强化法官在法律体系内对判决结果说理的责任 。法官有责任对判决结
果进行说理在当前已经得到普遍接受 ，但是不少法官所言的“道理 ”往往带有天理、人情的味道，有时甚
至会出现道德话语。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要求法官只能在现行法律体系内寻找判
决理由，法官所言的“理”只能是法，其中法律发现的结果应当是主要的“理 ”。 二是要强化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作用。以律师、检察官为主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法官具有同样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法治思维方
式，能从更专业的角度制约法官的审判活动 。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提出法律诉求 ，必然有比较充
分的法律理由，也会积极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辩论和质证 ，这既能为法官提供各种可能有用的法
源，帮助法官完成法律发现活动，又能在抗辩中纠正法官对法律的误解和误用 。 实践表明，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强大和发达同国家法治建设状况成正比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在限制能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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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方法方面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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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Discovery：the First Method to Put Thought of
Government by Law into Effect
Wei Shengqiang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As the prelude of a law case，legal discovery can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spirits of
the formal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and hold back the subversion from essential concept of it，so it turns into
the first step through which judges can stick to thought of government by law．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ought of government by law，when judges use legal discovery，they should incorporate informal legal source of
law into formal legal source of law，and incorporate source of law into the whole legal system． Using thought of
government by la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discovery and other legal methods，and to avoid
perversity of judges and abuse of legal methods，two things should be considered． One is to restrict the utilization of other legal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of legal discovery，the other thing is to put an emphases on
restriction of the utilization of active legal methods by judges．
Key words：legal discovery；thought of government by law；leg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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