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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c t]L eg a l th ink ing is an inhe ren t cha rac te rist ic o f the leg al job per son, and reg ard judg e 's th ink ing a s repr esenta tives am ong them . T his tex t has b een descr ibed from th e ang le tha t " shou ld be righ t ", th ink judg e sh ou ld have judge
, neu tra lity , gu arding , believ ing in law ing , unde rstanding h isto ry , reg ard ing hum an na tu re ev il as the s ta rt ing po in t independen tly w h ile hear ing a case, w ith prom o ting the th ink ing o f six respe cts o f so cia lw e lf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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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该怎么思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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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内在特征, 而其中以
法官思维为代表。 文章从“应然”的角度作了描述, 认为法官
在审理案件时应具有独立判断、中立、保 守、信仰法律、以人
性恶为起点, 和促进社会福利六个方面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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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群体有别于其他职业群体最
重要的内在的特征, 法律思维中最重要 的和最具代表
性的则是法官的思维。 法官的思维又是什么? 对此, 本
文放弃了抽象的定义, 而从“应然”的角 度主要是对法
官的思维这一客观存在作一尽可能详尽的描绘。 文中
所阐述的论点有些可能是粗糙的 或是片面的, 总体上
亦不足以构建一个自足的体系, 但笔者仍坚持认为: 思
考和讨论“法官的思维”这一命题本身却是积极而有意
义的。
一、独立判断
审判权必须独立, 这是由审判权本 身的性质决定
的。审判权是一种判断权, 一项判断的公正和合理的基
本前提取决于这种判断是由裁判者独立作出的。
审判独立的第一层含义是法院整体的独立。 首先
要求以审判权制衡日益扩张的行政权, 以保障人权。因
为“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又无财权, 不能 支配社会的力
量与财富, 不能采取任何主动 的行动, 故可正确断言:
司法部门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而 只有判断; 而且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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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由于它在
国家机构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 而司 法机关又是维
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和防线, 因而保 证司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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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 影响, 是十分必要的。 其
次, 也更为关键的是要明确审判机关和立法机关 的关
系。 根据我国的政体, 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分别对
产生它的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 因此, 常常出现人
大对个案的具体审理的监督。 笔者认为权力机关对司
法机关的监督应该是宏观的, 而不是具体到个案 的审
理, 权力机关可以在法官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 严重
渎职行为时行使它的弹劾权, 这更符合法治的逻辑。 即
使在信奉“议会至上”的国家, 比如英国, 议会在维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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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 (亦即审判权 )的独立时, 也是坚定不移的。
审判独立的第二层含义是法官的独立。 相较于审
判的外部独立, 单个法官的独立意义更为重大, 因为如
果仅有法院的独立而无法官的独立, 那就极有可 能产
生司法的霸权主义, 民主与人权都无从保障。 从世界各
国的立法看, 很多国家在宪法里规定了司法的独 立后
接着就规定了法官的独立。 如 1947年的日本宪法第 76
条规定, “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 只受本 宪法
及法律的约束。” 1949 年联邦德国宪法 97条: “法 官应
独立, 仅服从法律。” 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法
官只服从法律。” 1997年俄罗斯联邦 宪法 120 条规定:
“法官应当独立, 并且仅服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
律。”因而, 法官的可贵的品性不在于无条件的服从, 而
在于有个性的独立思考。 总是揣摩并力图符合上级法
院判决或其他法官的观点的法官, 在各国法院系 统都
是受到嘲弄与厌恶的, 一个例子是美国联邦现任 大法
官汤姆斯, 由于总是同另一位大法官斯噶利保持 一致
而一直受到法律界与法学界的嘲笑。
二、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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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来说, 法官的独立只为司 法公正创造了
一个必要的先决的条件, 但是, 一个独立的法官并不总
是必然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司法公正的进一步的保障
在于: 法官审理案件时应服从于内心中 的正义情感和
对法律的理解, 即法官还应当是中立的。
从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看, 无论在何种司法体制, 各
国对法官的中立的保障都是煞费 苦心, 可以说不遗余
力。例如在使用陪审制度的国家, 陪审团是实体的裁判
者, 是实际的法官, 所以讼争双方对陪审团成员的组成
与选择都非常慎重, 双方律师可以向候 选者提出各种
问题, 一旦发现某候选者事先已经接触 了案情或已经
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就可以要求法 官将该名候选
陪审员排除在外, 至于陪审团组成后, 在审理案件期间
受到严密的隔离, 甚至不得随意看报纸与电视。 而要是
哪位法官, 胆敢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吃请或送礼, 一旦被
发现, 是绝对要被弹劾和免职的。 在我国, 对法官中立
的保障也可谓用心良苦: 法院的标志是国徽和天平, 喻
示法官要在法律之光的照耀下保持天平一般不偏不倚
的中立; 在 1996年的《刑诉法》的修改与解释中, 变原先
的全案移送方式为只移送证据目 录、证 人名单和主要
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就是立法者担心 原来的全案移
送会使法官在尚未开庭的时候就进行了阅卷并预先形
成了心证, 违背了中立的立场。
尽管如此, 在我国, 法官的中立并不总 是容易的。
比如在很多时候, 法院就无法理直气壮地拒绝一些“无
赖”的当事人的庭前庭后的纠缠, 因为我们的社会给我
们法院的要求是要做“人民满意的 法院”, 给法官的要
求 是要当“人民满意的法官”, 因而, 法官 (包括一些大
法官和院长 )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倾听这些当事人的“意
见”, 尽管他们陈述意见的权利在法庭开庭时会得到或
者已经得到充分的保障, 但是好像就很少有人考虑到,
一方当事人以这样疲劳战式的不正当地影响法官的判
断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公平, 这些“人 民” 他们满意
吗? 因而中立的法官应当是有脊梁的法官, 他们不应当
过多地考虑庸俗而狭隘的民意, 只对法 律和自己的良
知负责。
三、保守
法官的思维应当是保守的, 社会不 应当要求法官
与法院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 相反, 正如美国学者梅里
亚姆认为: “法律的基本精神 是保守的。” “法律的核心
和司法的内容总是由旧的法律适应新的形势的那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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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而往往察觉不到的过程构成的。”
虽然法律家的
保守在某些时候可能会阻碍社会 制度的变革, 但是在
西方国家, 主流社会都对这种保守保持理解和尊重, 因

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秩序的象征, 也是各国社会于 国家
管理经验的结晶, 崇尚经验、尊重传统而排斥标新立异
的思维方式, 已经成为法律家的传统。立法者与行政官
员的变革进取精神与法律家的谨慎、稳重的保守 精神
二者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的关系, 更有 利于
社会的平稳发展。
法官 的保守 要求他们 解释 法律时 应当 严格按 字
义。 法官适用法律的前提是解释法律, 尤其是对一些含
义模糊的字句。 法律解释的方法, 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
种观点 认为应当 探究法 规背后的 立法原 意和立法 目
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按严格的字面含义来 解释
法律。第一种观点是很有诱惑力的, 它似乎向法官展示
了到达法律真理彼岸的美好情景。但这是一种幻境, 因
为在一个法制发达国家, 一项法律经常是各种力 量和
利益的 碰撞、妥协 和平衡, 试 图去发现 统一 的立法 意
图, 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 当一个人为了了解他的权
利义务而研读法律法规时, 他就应当能够信赖该 法规
的文本, 而不应强迫他去考察立法者在通过此法 规时
脑子里所真正思考的东西。 当然, 法官要严格按法规的
字义解释法律并不总是容易的, 这意味着有时要 牺牲
法律的灵活性, 意味着有时要放弃本来就不很大 的自
由裁量权, 有时还会面对个案的不公和与我们很 在意
的法律的“社会效果”相背离。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允许
每个法官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发现法规字义背后 的“立
法原意”, 法律的确定与统一便将荡然无存。 因此法官
不应牺牲更大, 更具包容性的“善”, 而应超越这一特殊
看到普遍, 并且服从“法律的确定与统一”这一社 会的
根本利益来作出选择。
四、信仰法律
法官的思维 是以法律为导向的思维, 这有别 于政
治家的权衡的思维; 有别于经济学家以成本与效 益的
比较的思维; 也有别于以善与恶的评价的道德家 的思
维, 法律思维的重心在于合法性与否的判断。
同样的一个 案件, 法官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得 出的
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在著名的泸州遗赠纠纷案①中, 法
院驳回作为“第三者”的原告的诉求, 事实上体现 的更
多的是道德的思维; 在全国性的众多股民诉上市的“银
广夏”公司欺诈一案中, 法院一直拒绝受理, 在这时, 法
院考虑的不是法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体现的是政治
的权衡的思维; 另外, 如果我们法官对当事人的体恤与
同情走到了极至, 不顾程序合法与否地为当事人 减少
讼累, 比如将不应合并审理的案件合并审理, 则是以经
济的思维替代了法律的思维。

① 案情概要: 四川省泸州市某公司职工黄永彬和蒋伦芳 1963年结婚, 但是妻子蒋一直没有生育, 后来只得抱养了一个儿子。 由此原
因给家庭笼罩上了一层阴影。1994年, 黄永彬认识一名叫张学英的女子, 并且在与张认识后的第二年同居。 2001年 2月, 黄确认自己已经是
晚期肝癌, 在 2001年 4月 18日立下遗嘱: “我决定, 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 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 (即 4
万元 ), 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 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 4月 20日黄的这份遗嘱在泸州市纳溪区公证
处得到公证。 4月 22日, 黄去世, 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 但遭到蒋的拒绝。 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
关规定, 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 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10月 11日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认为: 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的法律条
文, 而且本案中的遗赠也是真实的, 但是黄永彬将遗产赠送给“ 第三者”的这种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 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
德 . . . ”, 因此法院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 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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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预备对一个案件作出 判决时, 尤其是当面
对敏感的各方关注的案件时, 经常会受 到各种非法律
思维的诱惑, 但是, 在各种可供法 官选择的理由中, 法
官只应当选择法律作为他作战的武器: 一项判决, 即使
它政治上是有利的、经济上有 效益、 道德上是善的, 但
是只要它不合法, 法官就应当坚定地把它排除在外!
五、以“人性恶”为思维的起点
我们很容易理解和认同, 法律制度 最大功能是在
对“恶人”的防范与对“好人”的保护。正如没有违法者,
我们的法律存在就显得多余; 我们在证 据规则中规定
了举证责任, 因为我们并不原意轻率地 相信起诉者正
如他们所声称的那么无辜和善良; 我们 越来越完善的
刑诉法律制度, 隐含着人民对 执掌侦察、起诉、审判权
力者的不信任与遭受公权力非法迫害的恐惧。 理解法
律制度的的设计的思维基础, 有助于法 官在处理案件
时保持清冷的心境, 不至于屈从于自己 含混不清的同
情与仁爱之心, 这种“清冷”, 并非 冷漠和轻蔑, 而是像
叶 芝 (W illam B u lter yeats)在 自己墓 志铭 所刻“ 对生
命, 对死亡, 投上冷冷的一眼。骑马者, 向前! ”和毛泽东
在庐山“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那种 冷静和平和, 甚或带
些饱经世故的沧桑。 因为法官会懂得法律本身固有的
缺陷和局限, 法律制度并非一套万能的体系, 甚至不是
最好的治理控制体系, 法律只是能防止 带来最坏结果
的制度。 因此, 法律并不一定等于正义 (人类历史上已
颁布的众多“恶法”足以说明 ), 司法者的法官如果将寻
找实质正义的目标加于自身, 那是混淆 了法律家与道
德家的角色, 司法最终的意义在于运用 法定程序以接
近正义, 在于过程而非结果。
六、促进社会的福利
本文所指的“福利”, 既包括“正义”的理念, 也包括
人类的高尚道德等值得保护的情感。 它是一个与人类
的真正利益和愿望相一致的概念, 不但 包括人类文化
中物质的成份, 还包括社会生活的伦理方面, 因为在物
质上和知识上都高度发展的文明, 并不能确保一种“善
[ 4 ]P3 55
的生活”
。
法官的司法过程, 一般认为既包括发现, 也包括创
[5 ] P23
造
, 但无论是发现还是创造, 都是在 寻找对案件可
适用的法律原则的过程。有些案件中, 能够指导该案件
的法 律原则 只有一个, 这时候法 官是幸 运的, 更 多时
候, 会有两个或多个法律原则, 寻 求适用的优先权, 迷
惑并考验着法官的智识。 法官这时就要从中识别并选
择一个最值得保护的, 代表最根本的最 广大人民利益
的原则, 并最终支持其取得胜利。例如在四川泸州遗赠

更

纠纷案中, 争夺优先权的原则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遗嘱
自由原则, 另一个则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不
得违反社会公德”的原则, 在该案中, 法官选择了 后者
(笔者认为这种选择令人深感遗憾 ); 在另一个更 早更
著 名 的 案 件 - 里 格 斯 诉 帕 尔 默 ( R igg s V. P alm e r,
115N. T. 506)中, 厄尔大法 官也面临着这种艰难的 选
择, 面对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 支持其取得遗
产的有有效的遗嘱, 还有民事法院不得对罪行添 增施
加痛苦和惩罚的原则, 但是厄尔法官找到并援用 了另
一个更高的古老的普通法的原则: 任何人都不应 从其
犯罪中获利。 这一伟大的抉择意义深远, 它为其后世界
各国立法剥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的继承权铺
平了道路; 还有 1989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焚
烧国 旗案 ( Iex as V. John son, 491 U S. 397. 1989)我 们
同样看到了法官作出的精彩而令人感动的 选择, 这时
是德克萨斯州的保护国旗的法律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
案保护的象征性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在交锋, 最后, 布
仁南大法官 ( B rennam )代表的多数意见说: “… … 我们
的决定再次肯定了国旗本身最能反映的自 由原则; 我
们容 忍类 似詹 森在 本案 的 批评, 乃是 我们 力 量的 源
…… 我们惩罚亵渎, 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 因为这样
做, 我 们就 淡化 了这 个令 人崇 敬 的象 征所 表 达的 自
由。”肯尼迪 大法官 ( K ennedy )赞 同说: “…… 国旗 从来
表达着美国共享的信念 —— 维持人类精神 的法律、 和
平与自由的信念, 本案的决定迫使我们承认这些 信念
的代价。一个痛苦而又基本的事实是: 国旗保护那些蔑
[ 6 ]P3 84～ 38 6
视它的人。”
在面临两个和两个以上 的选择时,
法官准备优先选择并适用了一个法律原则而摒弃了另
一个看来一样重要的原则时, 应该在内心中以“社会福
利”的标准来检验, 看是否促进了社会福利 的最大化,
只有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 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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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刊 2005年第 1期增刊所载《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第 44页 )一文作者简介常毅的出生年应
为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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