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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研究的命题 、方法和结论
申惠文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
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 民法
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
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
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
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
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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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是文科中的显学，民法是法学中的热门，民法研究异常火爆。 很多学者写论文，甚至还发表了
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很少有人有意识地总结民法研究的过程 ，理性思考如何进行民法研究。个别学者已
经开始关注此问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学者探讨了民法研究中应当遵循体系化思考的原则 ，指出
［1］
了过分侧重民法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的办法 。有学者剖析了民法政策学、民法技术学和民法
［2］

文化学三种不同的研究立场，指出中国民法学的主导知识类型将会从民法政策学转向民法技术学

。

有学者以合同法研究为视角，分析了民法研究中应当注重本土化 ，完全因袭德国民法及中国台湾民法的
［3］
理论，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有学者分析了法学学位论文的选题、资料和结构，指出了表述学术见解
［4］

的方法和学者的社会责任

。还有学者分析了研究生进行民法研究的目标和方法［5］。整体上，专门研

究如何研究民法的论著比较少，还没有系统梳理民法研究的基本范畴 。研究技能属于隐微知识，藏在身
体和大脑里，学习的管道依赖于师徒制，也依赖于研习者自我的琢磨。 如果将这种隐微知识外显化、制
［6］

度化和正式化，将会大大提高研究的有效性，提高社群的创造力

。为此，本文首先尝试界定民法研究

命题的涵义和类型，分析如何确定合适的命题，然后分析如何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最后论证民法研究
结论的要求，以期对民法研究者有所裨益。
一、民法研究的命题
选择一个恰当的命题，进行充分的论证，是民法研究的必然要求。民法研究是从某一视角对某一特
定民事问题的研究，不能把题目定为论民法或论婚姻法等 。研究也不是简单重复现有的民法知识 ，而是
要求提出新问题、寻找新方法和探索新结论。
( 一) 民法研究命题的涵义
研究的命题是要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 （ general issue） 或基本观点 （ general position） ，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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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终结点 。科学研究要求认识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新特点和新规律 ，发现新对象、
新领域，要求提供新信息、新知识、新理论，将现有的理论和知识推向前进，丰富和发现现有的知识和理
［8］

论宝库

。优秀的研究者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幸运找到了一个难题，而他们对难题的解决方
［9］

案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

。 这种“难题 ”就是民法研究所要寻觅的命题。 民法研究

是对现有争鸣的评析，对不确定知识的再论证，对未知领域的探索。
民法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探索新的民法知识 ，阐述理论上的困惑，最终目的是解决民事难题。这要求
研究者批判性思考，质疑现有的民法制度，以知识分子的使命努力构建理想的民法知识体系 。民法研究
要以掌握基本民学概念、规则和原理为前提。民法研究首先要学会法言法语，熟练民法语言，就像小学
生认字数数一样，要学习法律字、法律数； 就像学英语一样，要学习法律单词、学会法律语法。 民法研究
一般不能突破这些最基本的民法知识 ，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避免自说自话。民法研究是在进一步巩
固基本民法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等手段，充分地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对某一具体问题提出
明确的观点。从知识层次看，研究不仅要掌握现行民法的规定，而且应当了解如此规定的原因、存在的
缺陷和进一步完善的措施等内容。 没有问题意识，重复现有的民法知识，并不是真正的民法研究。 因
此，民法研究的命题是解决民事领域的新问题 ，或者是探求民事问题的新方法。
( 二) 民法研究命题的类型
民法研究命题的类型不同于逻辑学对命题的分类 ，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分类。 有学者认为应
当区分民法问题和纯粹的民法学问题 ，前者在法律成文法文化的传统下 ，最终都要落脚在民法规则的设
［10］

计上，而后者并不直接关涉民法规则的设计和适用

。 这种区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使用的概念

不够妥当。民法和民法学的确有严格的区分 ，前者是指一个法律部门，后者是指一个学科，但民法研究
肯定都是民法学问题。该学者提出的民法问题实际上是指规范民法学 ，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
该学者提出的纯粹民法学问题实际是运用哲学 、社会学、史学和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阐释民事现
象。有学者从民法知识类型的角度，将命题分为民事政策学问题、民事技术学问题和民事文化学问题。
民事政策学和民事技术学分别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解决问题 。 民事文化学作为一种对纯粹知识的追
［11］

求，理论上阐释民法的存在，不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

。 该学者提出的民法文化学是从知识分子的角

度对民法的定位，探讨的是民法规则和制度背后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研究的是民法理论问题。 因此，本
文认为，民法研究的命题可以区分为民法实践命题和民事理论命题 ，前者属于应用命题或工科命题，其
研究结论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明确的指引 ； 后者属于理论命题或理科命题，其研究结论对民事实
践提供间接的指导。
民法实践命题以民法规范的设计与适用为中心 。有学者将民法命题进一步区分为事实判断问题、
［11］
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立法技术问题和司法技术问题 。 该分类为讨论民事实践问题提供了
大致的框架，为民法内部学术交流搭建了最起码的学术平台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五种民法
命题并不在同一的层面上，分类标准存在多元化。本文认为，民事实践命题可以分为价值判断命题和技
术操作命题，前者解决利益冲突的价值目标，后者提供价值目标实现的路径。技术操作命题可以区分为
立法技术问题和司法技术问题，立法技术问题可以区分为解释选择问题和非解释选择问题 。 解释选择
问题要完成从生活世界向民法世界的转化 ，用民法的语言将价值判断问题表述出来 ，实际属于立法技术
的范畴。
民事理论命题是以民法现象为研究对象 ，以其他社会学科为研究方法的命题。 民法学与其他社会
科学交叉，产生了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① 等边缘性学科。 民法哲学命题是抽
象化思维，要追问民法的本质。民法社会学命题是现实性思维，要探究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史学
命题是纵向思维，要研究民法的过去和未来。 民法地理学命题是横向思维，要阐释民法存在的地理环
①

根据笔者搜集的研究资料，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提出民法地理学的概念。地理学可以粗略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前者

研究气候、植被、生命、土壤、水及地形等各种现象，后者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形成的地域系统及其空间结
构。民法地理学是采用地理学的方法，把民法当成一种地方性知识，探求民法存在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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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需要说明的是，民法理论命题并不是纯理论的研究 ，其与民事实践命题的区分是相对的 。如社会学
解释是民法解释的重要内容，而民法解释属于实践命题中的司法技术问题 。
( 三) 民法研究命题的选择
民法研究的命题要具有新颖性，涉足新的领域，提出新的见解，运用新的方法，或采用新的材料。民
法研究命题的选择有两条： 一是通过自己研究所发现的课题，二是借助于外在因素所获得的课题，包括
来自研究同行的帮助、学术刊物的约稿和科研主管部门下达的课题指南等 。 民法论文选题的方法大致
有积累精选法、跟踪研究法和浏览筛选法。 积累精选法是指在平时阅读民法论著，注重学术问题的积
累，把尚待深入研究的重点和疑难问题记录下来 ，最终精选出一个最合适的研究题目 。跟踪研究法是指
把目前争论不休的民法问题作为命题 ，分析对此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与众不同、超
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浏览筛选法是指先根据对民法知识的熟悉和兴趣程度划定大致的选题范围 ，然后
寻找相关的文献资料，快速浏览，在比较中来确定命题。
确定民法研究命题的过程，就是类型化的过程。选择大命题还是选择小命题，需要认真对待。为了
更好解决问题，最聪明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问题分裂为若干小问题。当把一个问题分为若干个小
问题，着力解决一个小问题时，结果会发现该小问题很难脱离它所处的环境 。各个小问题之间形成紧密
的链条，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其他问题的解决 。要看清一个事物，就不能离得太远，太远就朦胧，也不
能离得太近，太近就看不清全貌。研究的语境、研究的维度和研究的路径就是要解决命题分裂中的困
惑，找准问题的切入点。题好一半文，确定命题是研究的第一步。 命题选择要遵循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的原则，允许小题大做，避免大题小做。大处着眼强调选题应当考虑宏观理论背景，研究是学术性探
讨，不是工作总结或调研报告。小处着手是指题目要小，论题要集中，否则容易空洞，不能深入。
民法命题要不断分裂，方能研究得深刻，但同时命题还要不断融合，方能研究得全面。 我们可以选
择物权登记错误救济制度作为中心命题 ，而该命题是从物权登记大命题中分裂出来的。 而物权登记是
民法上的物权公示制度和行政法上的物权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 ，民法和行政法又分别属于私法体系和
公法体系。命题是中心，论文的结构要服务命题，材料的取舍也要围绕命题。中心命题着眼于物权登记
错误的救济，只是在必要时才论及民法与行政法 、私法与公法的关系。这些宏大的命题是中心命题成立
的前提，也是研究的假定条件。物权登记错误救济具有公私法的双重属性 ，是以承认公法与私法划分为
基础的。确定了命题，就确定了基本观点，就应该围绕着基本观点而展开论证的分题研究 。为了更好研
究物权登记错误救济制度，可以把该命题分为更正救济、异议救济和赔偿救济三个小命题 。更正登记还
可以类型化为依申请的更正登记和依职权的更正登记 ，把依申请的更正登记又进一步分为权利人申请
的更正登记和利害关系人申请的更正登记 。采取了类型化的思维，力争把命题分裂为容易解决的问题 。
这种类型化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 ，不能忽略不同类型之间的联系。更正救济、异议救济和赔偿救济并不
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交叉，异议救济是对不能采取更正救济的临时措施 ，能否采取更正救济又决定
了主张赔偿救济的主体。
二、民法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指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民法研究方法是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
示民事问题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 。不同的民事问题，采纳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民事问题，也可以
采纳不同的研究方法。民法研究的方法包括法学内的方法和法学外的方法 ，前者主要是立法学的方法、
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和比较法学的方法 ，后者主要是法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
选择，要根据民法命题的属性，不能误用，更不能乱用。
( 一) 民法内的研究方法
民法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规范分析方法 。民法规范是民法的基本粒子，而民法规范是由法条组
，
成 研究法条就成了民法研究的基本任务 。民法规范是对一个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法律后果的规定 。
民法规范一般包括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两个部分 。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一个法条可以是多个规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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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文可以合并作为一个规范。民法规范除了包含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表述外 ，要完成陈述规定的
功能，要使用“允许”、“应当”、“可以”、“必须”、“禁止 ”和“不得 ”等词条，用于陈述某种情况下约束人
们从事某活动或禁止从事某活动 。民法规范分析要求对某一命题所涉及的民法规范进行梳理 ，明确规
范中每个词的含义，界定民法规范的类型，分析与其他民法规范的关系，以及与公法规范的关系，与国外
相同相似民法规范相比较等。
首先，民法规范分析方法要明确民法规范的涵义和属性 。民法规范根据是否可以当事人的意思排
除适用，可以区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强制性规范可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
规范，任意性规范可分为补充性的任意性规范和解释性的任意性规范 。 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没有
绝对的界限，其中间还存在半强制性规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49 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这是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双倍赔偿。 现实生
活出现假一罚十的承诺，该承诺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有效。 但如果出现 1 加 1 /2 赔偿的承诺，
该承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因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应当理
解为半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并没有涵盖所有规范。 我国《合同法 》第 132 条规定：
“出卖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 。”此处的“应当”如果理解为强制性规范，那么
无权处分的合同就应当是无效的合同 。 因此该处的“应当 ”应当理解为倡导性规范。 倡导性规范是国
家鼓励的行为，违反后并不产生具体的法律后果。 我国《合同法 》第 270 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这里的“应当”也应理解为倡导性规范，是立法对当事人关于特定风险的提醒 。 如果当事
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此外，法律中的目的条款和宣
告条款也属于倡导性规范，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是法律道德化在民法中的体现。
其次，
民法规范分析方法要求妥当解决民法规范内部的冲突。民法规范内部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冲突
和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冲突。民法规范可分为一般条款和特别条款，原则是特别条款优先于一般条款得到
适用。在特别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
能否适用一般条款，
存在诸多争议。民法的不同部分存在着交
叉，
如合同法规范与侵权法规范存在着冲突，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竞合。合同法规范与公司法规范也
存在着冲突，
如债权人的撤销权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两种规范各有利弊，研究者应当深入比较各自的
构成要件。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明确，
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但受到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公司法人
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比较大，
但不受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比较模糊，
再次，民法规范分析方法要求关注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关系 。 民法规范要符合宪法规范的规范
意旨，宪法规范作为高位阶的规范效力高于民法规范 。民法规范要受到违宪审查的制约 ，并不是独立的
王国。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违宪之争，就是典型的代表。 民法中的转至规范与行政法规范保持
着紧密联系的通道。行政权介入市民社会的手段有行政确认 、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和行政奖励等。行政
行为对民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有较大的影响 。在交通事故中，交通管理部门使用违章的概念，根据违章
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做出责任认定书。民事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根据民事规范，要使用过错的概念，
根据过错大小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作出法院判决。民法的过错是不同于行政法的违章 ，法院可以推翻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抽象理性人的标准去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民法规范要与刑法规范协调，共同处
理一些交叉案件。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一方面要看民法善意取得的规范 ，另一方面要看刑法赃物处
理的规范。在宪政体制下，民法规范与刑法规范共同保护交易第三人的利益 ，平衡静态安全和动态安全
的关系。
最后，民法规范分析要求慎重比较我国民法规范与国外民法规范 。 我国现有民法框架不是土生土
长的，概念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进口的 ，这凸显了比较法研究的意义。 比较法研究的目的，在于吸纳世
界民法文明。东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但东方文明中已经融入西方民法文明的因子。 我国民法整体上
借鉴德国法，吸纳德国文明，但要意识到德国文明只是世界文明的一小部分 。经济强国的美国自然就是
法律的强国。美国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做后盾，不断通过国际条约，把自己的民事法律制度推向世界 。在
两大法系不断渗透、不断融合的大背景下，民法研究也应当注意吸纳英美法系国家先进的民法文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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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借鉴世界民法文明的过程中，时刻也不能忘记，每个民族的精神风貌都是独
特的，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 。民法作为生活智慧结晶，应当是特定社会处理各种矛盾经验的
总结。照搬外国的民法理论，直接以外国民法指责我国的实践 ，都是极其不适合的。要打破外国民法所
设置的条条框框，面对我国民事实践中特有的问题 。比较民法学强调从功能上借鉴其他法域的民法文
明，进行本土化改造。
( 二) 民法外的研究方法
民法外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 、社会学的方法、史学的方法和地理学的方法等。 第一，运用哲
学的方法，采用抽象思维，能够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哲学是民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民法
观察社会的根本观念和基本方法 。 西方哲学的核心由本源论发展到认识论，由认识论发展到主体论。
现代西方哲学大致可以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这对民法学的影响不能忽视。第二，运用社
会学的方法，采用现实性思维，能够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 民法不是世外桃源，民法扎根于社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三 ） 》被戏称为“史上最青春版的
婚姻法规”，适合用来解决和处理 80 后乃至日后的 90 后的闪婚闪离问题，而不适应于长婚龄的中年夫
妻。这显然是采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来解读民法 。社会学的方法强调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看待，解释
［12］

社会事实，必须区分正常的社会现象和病态的社会现象

，这对民法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

三，运用历史的方法，采用纵向思维，能够揭示民法存在的过去和未来。 历史法学把法看作一个逐步发
［13］
展演变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反对理性主义，强调习惯的重要性 。研究民法规范的历史变迁过程，可以
寻求演变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孕育着未来，未来启蒙于历史，运用历史思维，能够对民法规范作出
正确的解读，能够设计出未来合理的民法规范 。第四，运用地理学的方法，采用横向思维，能够诠释民法
存在的多元性。孟德斯鸠很早就指出，法律应当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 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
［14］

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 和农、猎、牧各种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民

法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地理环境差异占据重要地位。正是从地理学的角度，世界各国法律分为大陆法
系与海洋法系。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民法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相反的两个维度展开。 从社会的角度解释民
法，可以称为“社会中的民法”。从民法的角度探究民法，可以称为“民法中的社会 ”。 前者把民法看成
社会的窗口，努力从民法制度中观察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后者把民法当成社会系统的组成部
分，力图把握民法生成的社会环境。目前民法学者更多研究的是“社会中的民法 ”，而较少研究“民法中
的社会”。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法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民法学者还没有走出法学的边界 ，还没
有以民法为工具，广泛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民法的窗口观察社会，从社会的视角研习民法，是民法
社会学的基本框架。民法社会学的方法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的方法 、民法政治学的方法和民法文化
学的方法等①。
研究民法应当重视经济学的方法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
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分配到不同的人中。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
对象，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分析的中心目标 。法官可以判决让最低成本避免者一方承担 ，从而避免
［15］

了资源浪费，增加了社会福利，这样的判决就是有效率的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规则，民法研究要

善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权衡法律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实现特定民事立法目的的路径是多样化的 ，但不
同的制度设计会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和效益 。民法制度设计应当着眼于尽可能小的实施成本，尽可能
大的效益。以物权登记为例，当事人申请登记的费用和登记机构运作需要的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
畴。物权登记制度可能会因当事人承担太高的交易成本而被规避 ，或者因登记机构运营成本太高而无
法实施。物权登记既产生私法上的效力，使私人获得效益，也产生公法效力，使国家获得效益。 对于私
①

狭义的社会学是指研究社会结构、人口变动、民族、城市、农村、社区和婚姻等问题的学科。广义的社会学是指社会科学，包括政

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管理学和新闻学等。民法社会学属于法律社会学，而法律社会学与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主义法学相并列，因此民
法社会学研究民法与广义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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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物权登记可以明确物权的归属，清晰界定产权，减少产权纠纷。对于国家而言，物权登记可以发
挥公共管理的效益，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 。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物权登记难免发生
错误。如何救济因物权登记错误造成损害的当事人利益 ，要权衡各种风险承担机制，选择最利于当事人
权利实现的措施，选择公共成本最低的救济方案。
民法研究不能忽视政治学的方法 。政治学是以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体制等为内容的社会科学 。法
政治学以法治政治作为其研究对象 ，强调法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法治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的选择
［16］
与运用，建立社会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公共治理活动 。民法属于法律的范畴，而法律是国家上层建
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民法调整的是私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的是私主体的利益，看

似与国家无关，与政治绝缘。然而，这种理解没有吃透民法的本质。民法虽然不直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
会利益，但要避免私主体之间的利益安排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法，但
市民社会内部并不会产生民法。民法是国家立法的产物，属于国家法的范畴，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
规范的总称。私人纠纷不能自行解决时，要通过法院予以解决。而法院也是国家机关，法官的判决应理
解为国家在作决定。民法是通过国家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形成的 ，不可避免带有国家意识。 在封建专
制统治下，近代民法根本无法产生。民法的制定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 。民法制定出来，各种政治
力量还会争夺对自己最有利的民法解释 ，甚至公开反对民法的实施。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集中
体现，规定了根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机关的职权及活动原则等内容 。因此，
民法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能不受到宪法的制约。2005 年 8 月 12 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
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 〉草案 》，
从而引发了《物权法》（ 草案） 违宪风波，也引发了民法与政治的讨论。我国大陆民法不仅是市场经济的
民法，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民法。研究我国大陆民法中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问题 ，研究土地问题和国
有公司问题，不得不考虑政治的因素。
民法研究摆脱不了文化学的方法 。民法文化是指以市民社会和政治民主为存续前提，以自然法思
想为哲学基础，以民法特有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私法自治之理念为内涵，运作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社
［17］
会普遍的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 。在西方的文化中，契约是至上的，宗教是人与上帝的契约，国家是民
众的契约，经济交往本身更是契约。而我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伦理思维的核心是合理，而民
法思维核心是合法。伦理思维不需要严密的推理，而民法思维强调缜密的逻辑推理。 民法是以法的形
式调控人际关系，但并不调整所有的人际关系。民法把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视为法
律上的亲属关系，而不调整曾祖父母、姑奶姑爷、伯、叔、姑、舅、姨、侄子女、甥子女、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
姊妹等关系。民法只维护最低限度的公平与正义 ，维护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更高层次的情感要求，如爱
情、亲情、同事情、老乡情、同窗情、战友情、邻居情、师生情和玩伴情等，只能诉诸伦理道德。我国文化最
大的特点就是人们之间伦理感情非常深厚 。我国传统的礼要求忠、孝、仁、义、礼、智、信，强调人与人之
间的伦理。民法制度应当具有文化特色，尊重传统道德。夫妻共同财产只登记一人名下，往往是一个家
庭和谐的标志，也是一种长期生活形成的习惯，应当尊重这种生活事实。我国现行法只规定父母的探望
权，没有明文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对相关条文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 ，祖
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应当支持。
三、民法研究的结论
结论是研究结果的总结，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总结 。 结论是从研究的全部材料
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 、总见解。 结论要求精练、准确地
阐述研究的创造性工作，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 。由于研究立场和方法的不同，学者对
同一民法命题研究的结论并不相同 。没有哪一种结论是正确的，也没有哪一种结论是错误的，只有相对
合理的。我国目前民法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实践命题实践味不够 ，且理论命题理论味不够。 民法实践命
题的结论应当更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现实性 ，而民法理论命题的结论应当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超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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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民法实践命题的结论
民法实践命题的结论一般包括解释论的结论和立法论的结论 。 解释论着眼于立法现状，对民法规
范的含义、规范性质和结构等进行技术层面的解释 ，对隐藏于民法规范中的立法宗旨等进行价值层面的
解释，对出现民法漏洞时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解释 。立法论立足于未来立法，对现行民法不合理的地方提
出修改意见，对现行民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提出若干可行性的立法建议 。由于我国长期没有民法典，学术
界研究非常注重立法论，总认为现行法律存在缺陷，要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 我国破产法、物权法
和侵权责任法等相继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 这要求民法方法论由
立法论为中心向解释论为中心转型 ，民事立法者应当谨慎立法，尽可能少制定或修改法律，民事司法者
应当积极加强司法权，公平公正解决新型民事纠纷，民事行政者应当谨慎行使行政权，自觉接受司法权
的监督。在此情况下，民法实践命题的结论更应当从解释论角度考虑 ，为法律适用提供明确的指引，为
形成面向司法的民法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
民法实践命题的结论，要引导最高人民法院正当行使司法权 。 最高人民法院往往会颁布一系列司
法解释，指导各级法院审判。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法院甚至中级人民法院 ，也会颁布一些规范性文
件。这些文件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性 ，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等颁布的法律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换
言之，法院是在变相立法，这与司法权的本质相悖。后制定的司法解释与先制定的法律会不会背离，先
制定的司法解释会不会因后颁布的法律而失效 ，存在诸多争议。 前者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与《婚姻
法》的冲突，后者如《担保法司法解释》与《物权法》的冲突。民事法官为了解决民事案件，不可避免要对
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只有解答民事规范的特定含义，甚至进行扩张解释，或者限缩解释，或者进行必要
的漏洞补充，民事法官才能公平、公正解决特定的疑难纠纷。民事法律的解释权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
特权，不管承认或不承认，每个民事法官都在行使解释权，这是司法权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最高人民
法院加强民事司法权，并不是颁布司法解释，而是多裁判案件，加强案例指导，遴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民法实践命题的结论，
要引导国务院依法行使行政权，
确立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必要审查。在转型期的
中国，
行政权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往往会超出必要的限度，影响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这需要民事
法官对行政权进行必要的监督，
防范行政权的越位。2010 年 4 月 17 日，
国务院针对部分城市房价、
地价过
快上涨、
投机性购房再度活跃的状况，
下发了国发［2010］10 号《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
涨的通知》，
授权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限购令的具体措施。住房限购令是在政府降低房价的压力下形成
其目的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司法者并不能简单认为违反限购令的合同有效。行政机关行
的，
使职权，
要遵循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原则，
限购令作为级别较低的抽象行政行为，面临司法审查的问题。
、
只有是违反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 强制性规范，合同才被认定无效。法院应当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限购
令，
协调司法政策与行政政策的关系，违反限购令的合同有效，当事人可以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司法权也
不能过度干预行政行为，
强制房屋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存在房产调控政策的障碍。
民法实践命题的结论，要积极回应社会中的个案，发表建设性的意见。我国现行民法研究比较注重
理论学说的继受和梳理，力图构建完整而先进的民法学理论体系 ，而较少进行案例研究，较少研究法院
判决中的经验和智慧。判例研究是法律学者参与法律形成及成长的权利和义务 ，其目的在于从法学方
法论的立场去阐释、检验法律的解释适用，发现蕴含于个案之中的法律原则，综合整理个别案例组成体
［18］
系，探究实践中活的法律，以促进法律的进步和发展 。曾经发生的民事案例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是民
法学研究的重要素材。从概念到概念，从应然命题到应然命题的研究，不可能真正解决我国民事实践中

的问题。以民事案例为基础的结论，能有效避免因逻辑推论可能造成的疏漏，能够发现实然的法律状
态，为制度的选择提供充分的实践依据 。
( 二) 民法理论命题的结论
民法理论命题的结论，要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努力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为民
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打破“饭碗法学 ”的消极立场，通过交叉学科方法的运用，能有效地开阔研
究视野，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来界定和认识社会中的真实问题 ，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学科
知识的发展需要综合方法的运用 ，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学术研究，丰富学科的理论内涵，刺激学科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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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理论命题的结论，尽可能提升学术研究的境界，形成不同的民法哲学。民法哲学是对民法的一
种宏观观察和观察者建构的独特的价值体系 ，其虽然不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但解决元问题或根本问
［20］
题，或训练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思维 。从哲学上讲，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
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观察事物和处理矛盾的方法 。民法方法论是人们认识民法世界 、改造民法

世界的方法。增强民法哲学意识，妥当运用民法方法论，能够妥当自我评价研究结论的优势和劣势，能
够较好衡量解决问题方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 民法学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已经形成了初步分野的格
［21］
局，在民法典制定的问题上展现出理想主义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不同的思路 。
民法理论命题的结论，要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借鉴社会学的条件假定理论，明确民法规范有效实

施的条件。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所有科学命题都要有可证伪性，不可能为伪的理论不能
［22］
成为科学理论 。从研究的范式上看，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有两种假定模式 ： 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
也称个体主义方法论； 另一种是共同体主义方法论，也称社群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体是社会的
原点，个体利益是唯一的利益，个体利益实现了，共同体的利益也就实现了。个体主义认为，个人是独立
于他人的，个体的本质是独立性，不依附于其他人，也不依附于任何团体。个体主义认为，个体是有理性
的，能够通过自我奋斗，实现自我的幸福。共同体主义对个体存在的本质进行反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
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依附性。共同体主义方法论把共同体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相信共同体的
价值是个体追求的目标。个体并不是有理性，并不是随时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个体之间也不是平
等的，而是存在各种有差异的阶层。人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个体的独立 ，而是在婚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
社团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中追求幸福 。在我国目前社会环境下，个体主义方法论和共同体主义方法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国个体主义传统没有形成，还需要长期弘扬私法自治的精神，另一
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与西方同处于同时代竞争，个体主义所带来的弊端需要共同
体主义观念积极应对，有必要强化国家强制。个体主义方法论能够解释民法中的任意性规范 ，共同体方
法论能够解释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前者引导自由、平等和效率价值，后者引导秩序、公正和公平价值。
民法理论命题的结论，要尽可能设计各种主体类型、行为类型和权利类型，力争实现民法调整社会
生活的精细化。类型是那些已存在于所有立法与法律形态之前的事物 ，立法者的任务便是去描述各个
［23］
类型，通过类型，立法者将法律理念中所内含的价值转变成为制定法 ，借以实现到具体生活中 。 当抽
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
［24］
辅助思考形式是类型 。适用类型化思维，大致可以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把研究对象进一步
类型化，拓展研究的深度。研究隐私权的文章比较多，要有新意有突破，就应当通过类型化等方式限缩

命题，如可以研究网络隐私权、公众人物隐私权和患者隐私权等 。第二，把模糊事物纳入研究范围，拓展
研究的宽度。民法研究要解决边缘问题的法律适用 ，要么把模糊事物归入现行法律中的某一种类型 ，要
么承认模糊事物是一种例外，是一种新的类型。为实现较大的经济利益，姓名使用权和肖像使用权可以
像其他财产一样，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这样的权利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 ，而是具有明显的财
产属性。保守者称，这是人格权中经济内涵的实现，还属于人格权的范畴。 激进者说，这已经不是人格
权，而是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第三，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分类，提出新的命题。请求权按照
传统实体权利，分为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身份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和股份请
求权等。这种分类没有把请求权与救济方式相结合 ，没有把握救济权的共性，因此有学者针对权利受侵
［25］

害的不同类型，把请求权分为保全请求权、恢复请求权和补救请求权
的范畴，深化了对请求权的认识。

。 这种分类提出新的概念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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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n the Propositions，Approache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Civil Law
Shen Huiwen
（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 science of civil law includes practical civil law and theoretical civil law． The former one covers the
legislative science of civil law and the interpretative science of civil law while the latter one is covering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the social science of civil law，
the histor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and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explains thos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existence of civil law in an abstract way． The social science of civil law，which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e economic
science of civil law，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and the cultural science of civil law，
is mainly using a realistic way to describe the social basis of civil law． Besides，
the histor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is in a vertical thinking
in order to disclose the timeliness of civil law． Moreover，the geograph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tends to interpret
that the civil law is regional in a lateral way． The research on practical civil law needs to adjust from legislationcentered doctrine to judiciary-centered doctrine and to coordinate the norms of civil law with the ones of public
law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mative civil law． At last，study on theoretical civil law
ought to widely draw lessons from other social science achievements，
try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einstall more types of behavior so as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chools of civil law．
Key words： normative civil law； philosoph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social science of civil law； histor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geographical science of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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