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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式“好人法 ”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兼论《民法总则》第 184 条的理解与适用
王道发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传统理论上，“好人”的救助行为受民法的无因管理制度调整，如果救助人由于重大过失给受助

人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随着现实中“好人被讹”以及“见死不救”现象的频繁发生，《民法总则》单独规定
了“好人法”与无因管理制度作出分离，救助人不再承担重大过失责任。这是民事立法上的重大创新，具有积极的
时代意义。在尊重立法原意的同时，也应当准确理解救助行为的本质，并应当引入比例原则，在适用中平衡好救助
人与受助人之间基于救助行为产生的利益关系。这对于完成整个民法典的编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好人法; 重大过失; 善意; 比例原则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theory，the relief behavior of“kind people”is regulated by the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
If the salvor causes damage to the recipient due to gross negligence，he shall bear civil liability． With the real phenomenon
of“kind people are frequent errors”and“do nothing to save other people from ruin”happening，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stipulate“law of kind people”separating for the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the salvor no longer liable for gross
negligence． This is a major innovation in civil legislation，with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While respect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ion，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relief act，and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o balance the benef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cuer and the recipient on the basis of the relief behavior．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Key Words: law of kind people; gross negligence; goodwill;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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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的变化，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厘清。
目前不得而知的是，中国式“好人法 ”是否真的

在实践中，立法过去一直没有对见义勇为行为

为了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就绝对免除救助人的任何民

中，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作出规
定。在一般情形下，裁判者会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民

事责任? 立法上过于鼓励救助行为是否会违背立法
的初衷，出现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立法否定了救助人

法的无因管理制度中 进 行 调 整，如 果 救 助 人 ( 管 理
人) 在救助过程中对受助人 ( 本人) 造成损害的，一般

“过失救助 ”的民事责任，是不是等同于否定救助人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
救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不能免除。 大陆法系和

“过当救助”行为的存在? “好人”的救助行为是否应
当受到比例原则的限制? 等等。 本文试图围绕上述
问题对中国式“好人法 ”的理论问题作出一定探讨，

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在这方面存在类似的规定。 但
是，现在《民法总则 》单独规定“好人法 ”与无因管理

希望在立法的精神与理性之间寻找到一个社会大众
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制度作出分离，明确规定救助人不承担“重大过失 ”
责任。较之于传统民法理论，《民法总则 》规定的中

一、问题的提出

国式“好人法”在基本价值和立法技术方面都存在重

《民法总则 》第 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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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该条内容构成了民法典中规定的中国式“好人法 ”的
核心内容。立法者在审议该条内容时也是多次修改，
总的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践行“见义勇为 ”的精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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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救助者 的 基 本 权 益，弘 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民法总则( 3 审稿) 》①最早规定该内容。 在《民法总

任。对于受助人而言，无疑面临着“双重危害 ”的局
面，甚至是陷于“任人宰割 ”的不利境地。 从法律理

则( 4 审稿 ) 》② 中进行了一点修改，并保留了救助人
的重大过失责任的内容。在立法审议过程中，法律委

性上看，救助人享有的行为自由已经远远超出了受助
人的利益救济，双方的权利或者利益完全处于不对等

员会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对该条内容作出修改③，
从举证责任、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等方面对救助人特殊

或者不均衡的地位。在现实中，救助人造成的损害可
能远远超过紧急情形造成的损害，这时候受助人能享

情况下承担责任予以严格限定，突出保护了救助人的
权益④。尽管如此，人大代表仍认为草案修改稿的后

有“拒绝接受救助 ”的权利吗? 或者说，救助人在受
助人明确拒绝受助的情形下，还能进行“救助 ”吗?

一句规定较草案规定虽作了进一步严格限定，针对的
是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但仍难以免除见义

这些问题看似激进和极端，但是中国式“好人法 ”并
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折射出中国式“好人法 ”可能
面临的困境。

勇为者的后顾之忧，不利于倡导培育见义勇为、乐于
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建议删除⑤。 最终，形成了民
法总则中的内容。
从立法目的和动机上看，中国式“好人法 ”无疑
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⑥，对于避免类似“小悦悦 ”的悲
剧重演⑦，可以发挥法律上的正面引导作用。 立法的
内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任何法律条文的适用过程，
都是利益权衡的过程，立法目的对司法适用无疑具有
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过分强调立法目的的意旨，造
成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平衡或者新的社会不公，那么
就需要在法教义学的范畴内避免该结果的出现。 立
法的本质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不存在对错之分，在立
法过程中，法学家以及立法者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保
障了法律应有的理性，但是这一切都应当服从于立法
背后的利益博弈。 因此，虽然中国式“好人法 ”在颁
布之初在学界具有一定的争议，引来了一定范围的保
留或者批判的声音⑧，但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适
用者和遵守者都应当尊重立法规定的内容和基本精
神。笔者一直认为，立法在大部分情形下是服从于立
法者的意志 ( 人民的意志 ) ，要接受各方利益博弈的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社会现状和国家实情，
在大部分时候不应过多考虑纯粹的社会公平问题，因
为任何一个立法条文在酝酿和出台的时候，都有可能
走向反面，成为社会不公的源头，这本身不是立法的
问题，而是适用者要着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总的来
说，中国式“好人法 ”面临的问题是过分保护救助人
的救助自由，可能使受助人因为“受救 ”变成“受害 ”。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中国式“好人法 ”，只要救助人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原本规定救助人在重大过失情形下承
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就是希望给予救助人一定的制
衡，能够谨慎自己的救助行为，不给受助人造成额外
的或者不应有的损害，尽可能实现两者平衡。现在正
式条文删除了该例外规定，无疑赋予救助人过多的行
为自由，即给受助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无需承担责

二、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
( 一) 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中国式“好人法”的立法目的就是鼓励救助人实
施救助行为，避免因为救助行为而遭到受助人的讹
诈。因此，立法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对受助人造成损害的，不须担责。对于救助人
而言，法律赋予其享有充分的救助行为自由。具体来
说，救助人可以选择救助或者不救助，以及在救助行
为的具体方式上也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思自由作出选
择。目前，从字面解释以及目的解释上看，立法原意
就是彻底解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即使救助方式不适
当，也不须承担责任。是否构成救助适当不是法律的
规制对象，也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质言之，
① 《民法总则( 3 审草案) 》第 187 条规定: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② 《民法总则( 4 审草案) 》第 187 条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
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救助人因重大
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③ 草案修改稿将第 184 条修改为: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助人能够证明救助人有
重大过失造成自己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救助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
任。
④ 参见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⑤ 参见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修改稿) 》修改意见的报告。
⑥ 《民法总则 让“见 义勇 为”不 再“犹 豫”》，http: / / news． 163．
com /17 /0320 /00 / CFU9731J000187VI． 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3 月
20 日。
2 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
⑦ 2011 年 10 月 13 日，
7 分钟内，
18 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一名
城相继被两车碾压，
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国人深思。
⑧ 例如张新宝教授认为，《民法总则》第 184 条“好人条款”如
何进一步解释尚有待商榷。参见《张新宝教授主讲第 443 期民商法前
沿论 坛: 民 法 总 则 的 制 定 》，http: / / www． law． ruc． edu． cn / article / ?
52310． 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3 月 20 日。杨立新教授认为，一般
过失、重大过失都完全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的规定尽管有引领社会
风气的重要价值，但是也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参见《民法总则起草
人: 民法总则最大突破是规定基本规则》，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
gn /2017 /03 － 16 /8175067． 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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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的考量就是鼓励救助行为，优先保护救助人的
权益，尽管受助人可能遭受了损害。这就意味着受助

过错程度( 例如重大过失) 以限制或者扩张行为人的
行为自由，但是在中国式“好人法 ”的立法审议修改

人在得到救助人救助的情形下，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
风险。最起码对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负有承受和容

中，就可以看出，过错已经不是救助人承担责任的基
础。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救助人只要自愿实施紧急救

忍义务。在紧急情形下，受助人对于救助人“不请自
来”的救助行为没有拒绝的权利，更没有要求救助人

助行为就不须承担责任，即使没有达到保护的结果，
甚至造成损害的后果，也不须承担责任。

实施适当或者自己希望的方式实施救助的权利。 这
也从反面证成了，只要救助人自愿实施了紧急救助行

如果这样，救助人的行为可能就与受助人的保护
出现失调，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考量救助人的救

为，就不需要承担法律上的注意义务。

助行为，受助人的保护目的可能都无法实现，而且还
要承受新的损害。 法律上鼓励的救助行为不能达到

如果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行为过程中不须承担注
意义务，救助人享有的救助行为自由就可能远远超出
法律应有的基本理性，甚至到无拘无束的地步。救助
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义务明显是不成比例的，甚
至可以说，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在由救助行为引起的
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上也是明显失衡的。 在
法理学上，虽然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人与义务人
的联系形式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法律关系，都不存
在一方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另一方只承担义务
〔1〕441
而不享有权利的情况。
在民法上，即使是无偿赠
与合同，受赠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法定理由也应当
负有一定的法定义务，只是在给付上存在不对等而
已，在根本上，法律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而且，平等
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救助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
系的双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均衡，也与民法的平
等原则相违背，最终也会侵害到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
由。可见，如果从字面上或者纯粹从立法目的上解
释，社会意义可能明显超过法律意义，而且，在法律适
用上会引起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在权利义务关系上
的不平衡。社会公众以及当事人对适用结果的接受
程度可能大打折扣，立法目的可能因为适用结果对受
助人特别不公引发新的争议。
( 二) 救助与保护的失调
在经验上，救助人的救助行为与受助人的保护需
求是统一的，法律就是鼓励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保护
受助人的利益，弘扬助人为乐以及见义勇为的良好社
会风气。实际上，救助行为是救助人针对紧急情形作
出的行为选择，但是在结果上并不必然一定会使受助

保护救助受助人的目的，甚至是造成损害的原因行
为。这本身就与立法中的“良法 ”标准相背离。 从一
定意义上说，良法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
“真”是指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 “善 ”是指法的价值
〔2〕
的合目的性; “美”是指法的形式的合科学性。 良好
的法律也必须合乎它所调整的事物对象的实际情况，

合乎调整对象自身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取
〔3〕
得立法者所期望的社会效果。 从精细的量化上看，
即使救助行为使受助人摆脱了紧急情形下的险境，达
到了实施救助行为开始时的“保护 ”目的，但是却伴
生或者附随造成了新的损害，而且新的损害较之于救
助行为指向的利益保护，对于受助人的利益减损更严
重，在这种情形下，救助与保护在结果上同样是失调
的，而对于受助人而言，他可能宁愿遭受紧急情形下
的损害，也不希望或者愿意得到救助人的救助。由于
在结果上救助与保护的失调，受助人对于救助人的救
助行为并不一定赞同，甚至可能是排斥。这种救助行
为也不一定是中国式“好人法 ”真正要鼓励的行为。
因此，立法目的的鼓励意图极有可能与受助人的意愿
相违背。这是中国式“好人法 ”过于保护救助人的自
由和权利造成的适用中的一大困境。
( 三) 善意与过错的失据
在民法总则草案审议过程中，好人法的内容一再
变化，集中体现在删去救助人“重大过失 ”的例外担
责情形。这种公开的立法变化明确了救助人的重大
过失、一般过失都不能成为对救助人进行归责的基
础。如果立法保留重大过失的内容，适用者就可以此

人的合法权益得以保全，甚至有可能使受助人遭受新
的损害或者更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形下，救助可能就

考量救助人的行为是否尽到了谨慎保护他人利益的
注意义务标准，现在删去重大过失的内容，显然就不

会背离保护的初衷而与损害构成相当的因果联系。
从侵权责任法上看，在一般侵权的情形下，因果关系

能以重大过失的标准来权衡救助行为是否合理。 好

并不必然引起侵权责任，还应当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进行考察。如果构成过错，就需要承担过错责任。过

人法的内容就使适用者失去了权衡救助人是否构成
过错的必要性，质言之，如果再以重大过失或者过错

错就成为归责的基础，而不是损害。 在特殊情形下，

来衡量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就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和
正当性。这是对立法尊重的表现，也是法治国家的法

侵权责任法一般会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构成特殊的

律具有权威性和确定性的体现，即使适用者有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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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证明以重大过失来归责救助人，也不能违背法律
的基本精神。

任。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救助人的后顾之
忧。也有西班牙学者认为，完全由救助人承担责任和

在我国民法理论上，一般就善意与过错 ( 重大过
)
失 作同一考量①，依据常理，人们也习惯认为一个主
观上没有过错或者瑕疵的人，一般是善意的。在民法

完全豁免他的责任都不可取，尤其是后一种解决方案
会鼓励不负责任的营救，应该采取折中办法，只豁免

各个具体的制度上，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都有
不同程度的体现。 例如，在合同法上，相对善意人的
考量与保护是民法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的价值
取向的重要体现②。在民法制度的适用中，特定主体
的主观善意性的考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民法总
则规定的“好人法”明确规定了救助行为是救助人自
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更加凸显了救助行为的“善
意”性。从立法目的的考量上看，立法旨在鼓励救助
行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更加清楚地明确
了救助行为在道德上的善良品性以及救助人的“善
意”。这与删去“重大过失 ”的限制内容以实现对救
助人彻底免责的意旨紧紧呼应。最起码，在立法原意
和目的上可以解读出自愿的救助行为本身就是善举，
救助人在主观上是善意的，因此，即使造成受助人的
损失，也是不存在过失或者重大过失的结论。这似乎

有效救助者———即其救助行为产生了减少或消除危
〔5〕
险结果的人的民事责任。 同样，《葡萄牙民法典 》第
2368 条规定在救助者作为不会使自己暴露于危险面
前时，在暴力侵害现场的旁观者应当积极作为; 没有
〔6〕

给予援助会导致损害赔偿责任， 同时也规定救助
人的救助行为不得过度。 另外，《魁北克民法典 》第
1471 条规定: “如一人前来帮助他人，或因非自利的
动机为他人利益无偿处置财产，该人被免除对此等处
置可能引起的损害的所有责任，但该损害归因于其故
意或重大过失的，不在此限。”
可见，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好人法的规定大部分是
一般情形下免除救助人的损害责任，但是“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除外。 我国学者借鉴大陆法系相关国
家的立法经验主张未来我国民法典在紧急无因管理
中应当规定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的基本规则，即除非
〔7〕

救助者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不承担侵权责任。 大

与传统民法对善意和过错作同一理解的做法有点符
合或者类似，但是却使适用者陷入了善意和过错都无

陆法系对于救助人救助行为的限制主要以主观过错
作为中心，希望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行为时能够做到谨

从考量或者都没有必要考量的困境，只要救助人自愿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即使造成受助人损害，就可以认

慎保护受助人的利益，避免受助人因为救助行为而受
到不必要的损害。但是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救助人

定救助人存在善意，而不能因为救助人有过错或者存
在重大过失而使救助人承担民事责任。 中国式“好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往往是针对受助人受困当时
的情形，如果过分强调救助人的过错程度实际上是约

人法”内容引起的善意与过错失据的困境，折射了立
法与民法基本原理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是立法在理论

束了救助人的救助行为，甚至说给救助人的救助行为
施加了不一定公平的风险，为了避免承担由此而产生

逻辑与事实经验之间的矛盾体现。

的民事责任的风险，救助人可能更愿意不救助或者即

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规制路径

使实施救 助 行 为 也 不 愿 作 出 积 极 的 最 大 限 度 的 努
力———通俗地讲，就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因为主

( 一) 大陆法系的规制路径
大陆法系国家对“好人法 ”作了明确的规定，保

观过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个案中法官内心的自由
裁量标准不一定是统一的，这就不能为救助人对自己

护救助人的利益，在立法目的上也是积极鼓励实施见
义勇为的行为。《德国民法典 》第 680 条规定了“为

的救助行为提供一个合理与稳定的预期。另外，大陆
法系国家在立法上将“救助过当 ”与过错混淆，并不

免除危险而管理事务 ”的情形，设立了故意或重大过
〔4〕349
失情形除外的豁免。 法国法对救助行为的要求有

是一个很科学的界分，因为救助过当可能是由于救助
当时的客观紧急情形、救助人自身的救助能力或其他

一定的强制性，救助处于危险的人甚至是一项民事义
务，如果不救助就构成侵权，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法

客观因素造成的，并不必然是由于救助人的过失引起
的。这就意味着救助人即使主观上没有过错，可能也

国也规定对救助人造成受助人的损失豁免责任，但以
达到了通常人尽到的注意为限。具体来说，法国法对

会造成救助过当的后果。相反，即使救助人主观上存

于好撒马利亚人因过失让受害人的状况更恶化的情
形，给予好撒马利亚人豁免，但以达到通常人尽到的
〔4〕347

注意为限。

这就意味着救助者在施救过程中对被
救助者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除重大过错外不承担责

在表见代理中，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
① 王利明教授认为，
为人拥有代理权，这里的交易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参见王利
明: 《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1 页。
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
② 《合同法》规定，
人有撤销的权利。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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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过失，也不必然造成救助过当，很有可能存在
由于过失没有达到可能和可预期的救助目的的情形。
( 二) 英美法系的规制路径
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加拿大，从 20 世纪 60 年代
起，《圣经》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 ”就成为一个法
律术语，人们用它来指称帮助他人的人，尤其是在紧
急情况中救人的人。撒玛利亚好人法，又称好撒玛利
亚人法或撒玛利亚人法，实为乐善好施法，指在没有
法定义务的情况下，遇到突发事件，基于他人利益而
积极作为时，如若造成被救助者意外损失，可以对施
救者免责。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关于撒玛利亚好人
法的规定。撒玛利亚法律是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制定
法，主要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
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制
度。这只是对管理人就管理过程中对本人造成的损
失予以免除责任的规定，但是就管理人自身为管理事
务付出的费用和损失没有做出规定，这也决定了英美
法系对无因管理行为的判断是谨慎的，不会将道德义
务进行法律上的完全保护，相反对于干预他人事务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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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普通人对于危难中的他人以救助义务，违反者予以
刑事或者民事制裁。 而英美法系不承认一般救助义
务，只承认特殊救助义务，因而并不强制普通人对于
〔10〕
陷入危难者负有法定救助义务。 甚至在某种意义
上还存在“干预不属于自己之事务乃系不法 ”的思维
〔11〕240
理念。
另外，英 美 法 系 对 好 人 救 助 行 为 进 行 分
类，区分不同类型的救助行为，并且承担不一样的注
意义务。英美法系对救助人的救助行为进行类型化，
甚至区分有偿和无偿等情形，是值得商榷的。救助人
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无论是有偿或者无偿，救助
人于救助当时在法律上并不负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
务，只是出于自我的道德感对受助人进行救助，也无
论受助人是否存在呼救的事实，这些都不能作为救助
人实施救助行为的前置条件，也不能因为是受助人要
求受助而根本上改变了救助人的救助行为的性质。
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在法律上就是道德行为，是法律鼓
励的道德行为，救助行为本身不是法律义务的内容，
法律也并没有以强制的手段要求救助人一定要实施
救助行为。甚至说，救助人的救助行为最后是否达到

行为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和保留态度。
在美国，从 1959 年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各州中

救助目的也与救助人对受助人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
或者不承担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联系。质言之，救助

最早的一部《好撒玛利亚人法 》开始，到 1983 年为
止，美国各州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

人是否承担责任只与救助行为的本身性质有关，而与
救助行为能否达到救助效果或者目的无涉。 基于救

都制定了自己的《好撒玛利亚人法 》。 各州对好撒玛
利亚人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消极的好

助行为的道德性以及自发性，法律不应当从注意义务
这个具有明显“法律概念和意义 ”的法律技术手段来

撒玛利亚人”模式，它只豁免免费服务的专业人士提
供医疗服务时因轻过失产生的责任，要求见义勇为者

规制救助人的救助行为，而应当从救助行为的限度性
来客观地权衡其是否具有正当性，从而去考量承担责

遵守注意义务，一旦开始救助，就要对由此产生的损
害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使打算救助的人充满顾虑，

任的基础。
综上，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法律制

必然催生“消极的撒马利亚人 ”。 二是“救人的好撒
玛利亚人”，它要求主体自己对危险中的受害人积极

度看，它们虽然都没有明确界定何为“公民救助 ”，但

主动地提供救助。 三是“呼救的好撒玛利亚人 ”，它
只要求主体呼叫救助。尽管也要求积极行动，比起第
二种模式来，第三种模式对行动人的道德性要求低得
多，他们也安全得多。英格兰法并不承认一项一般的
积极作为义务，因此不鼓励大众成员对那些需要帮助
者提供救助。恰恰相反，它还设法阻止给予帮助，因
为一旦某人开始提供帮助，他可能就要为他在提供帮
〔9〕
助时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这与英美法存在着“禁止
好管闲事”的原则相一致。
可见，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好人法的规定与大陆法
系大部分相似，也是一般情形下对救助人的民事责任
予以免除，但是重大过失的除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
系的好撒马利亚人法的最主要分歧，在于对一般救助
义务的肯定与否定。大陆法系承认一般救助义务，赋

从其法律制度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些关于
“公民救助 ”的共同特征和基本要求: 一是在紧急状
态下对遭受严重损害或者处于严重损害危险的人或
物进行救助; 二是这种救助必须是无偿的，而且出于
善良的动机; 三是危险来源不限于不法侵害，还包括
事故、自然灾害及其他人为等情形; 四是救助人必须
为非负有法定职责的普通公民; 五是救助人与被救助
〔12〕
人之间不存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 两大法
系都强调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的“善意性 ”，在善意
的基础上对受助人进行救助，也是救助人受法律保护
的基本事由。同时，如果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时造成
损害，一般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不意味着救助
人不受任何限制，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情
形下，仍须承担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救助
行为的“道德性 ”决定了救助行为的根本性质，而善

论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 125·

意就是救助行为的道德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救助人
承担救助行为中的民事责任也要体现一定的道德性，

解释。通常来说，民法上的善意可以包括两种情形:
( 1) 好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动机; ( 2) 没有损害他人

从根本上说，自愿实施救助行为的“人 ”与民法中的
“人”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民法是利益机制的成文
化和制度化，因此“民法人”也被人们通常当作是“经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动机或者追求，此种善意就是社
会大众具有的一般经验和良知的主观状态。 这种善

〔13〕

济人”、“理性人 ”。 而自愿实施救助的人则属于人
性更为高尚的“道德人 ”。 其实，救助行为作为道德
行为进行法律调整的正当性在刑法领域多有争论①，
民法学者鲜少谈及救助义务是否应被纳入民事义务、
〔14〕

意具有中立性，不具有好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动机。
一般来说，善意取得或者表见代理中的善意相对人的
善意就是指代第 ( 2) 种善意。 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
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是民法优先保护的
重点对象。相关交易人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 而中

不救助是否应受侵权责任规制的问题。 而《民法总
则》以特别形式对好人法作出规定，已经给出了救助

国式好人法规定的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就是基于善
意的主观动机实施的行为，此处的善意就是好心为他

行为作为道德行为在民法领域的回应。 即救助行为
并不是民事义务，法律强加行为人对他人的救助义

人谋取利益的动机。 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属于道德高
尚的行为，不是一般理性人的行为，更不是法律强迫

〔15〕90 － 91

务，是对行为自由的破坏，

而且救助人基于救

助行为的道德性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与一般的无偿
委托合同上的履行行为作同一理解，不能以注意义务
产生过错进行规制。
四、可能的解决路径
( 一) 善意与过失的分离
民法上涉及“善意”的制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
一定的体现，例如民法总则规定的表见代理中的善意
相对人、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合同法中无处分权人
的交易行为相应的善意相对人，等等。民法学界的主
流观点一般认为，民法中的“善意 ”与行为人的过失
可以作同一的解释，即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善意，
一般就不具有过失②。 笔者认为，善意与过失分别属
于主观上两个独立的范畴，不能作同一的解释。善意
一般指向行为人的动机，而过失一般需要结合行为人
的意愿和意志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意愿一般与行为
人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动机一般是产生目的的背后
动因。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在本质上是相互
区别的。例如，刑法学上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就是
两个独立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民法学上，特
别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对民事法律效力产生影响
的主观因素具有重要的地位。例如，重大误解下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但
是如果重大误解仅是基于行为人错误的动机产生的
误解，就不能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可见，动机
上的错误与一般主观上的错误 ( 过失 ) 具有不同的意
义，不能作同一的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在实践中，行为人可以基于善意
的动机而实施主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轻微过失、一般
过失甚至重大过失的行为。 这就意味着善意与过失
之间不是排斥的关系，更不能得出善意包含无过失的

社会人必须实施的行为，即使不实施该行为，也不须
承担法律责任，属于道德的调整范围，法律只是发挥
鼓励和弘扬的作用。质言之，基于善意实施的救助行
为在严格意义上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一般主体不具
有这种善意不会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即
使实施了该性质的行为，也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弘扬了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民法总则规定救助人自愿实施救助行为，一方面
就是突出救助行为的道德性，另一方面就是强调救助
人好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善意。因此，立法对于救助
行为的正当性应当从救助人的善意进行考量。 虽然
立法明确删除了救助人“重大过失 ”担责的情形，但
是不意味着只要救助人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该救助行
为就当然具有正当性，还需要结合救助人的主观善意
进行具体的考量。质言之，如果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行
为时主观上不具有善意，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并不必
然不承担民事责任。 很多具有违背常理的重大过失
行为可以认定救助人不具有善意，而对其追究民事责
任。有些属于重大过失行为，但是不能否定救助人具
有主观善意的，则不应当要求救助人承担民事责任。
例如，之前有些地方规定，如果救助人自愿帮助需要
紧急医疗救援的受助人，在不具备医疗救援专业知识
和资格的情形下，对受助人进行救助，造成损害的，构
参见黎宏: 《“见死不救”行为定
① 赞成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观点，
性的法律分析》，《法商研究》2002 年第 6 期，第 28 页; 反对者的观点，
参见池应华: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
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法商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5
页。
现有的两个学者的
② 关于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
有关建议稿中均规定: 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且无
重大过失，为善意。这二个建议稿都已将无重大过失构建到善意的内
涵之中。参见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版，第 70 页; 王利明: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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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过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①。 现在《民法总则 》
已经明确排除了重大过失担责的情形，因此，这种情

基于救助 人 的 过 错 分 析，我 国 台 湾 地 区 的“民
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75

况就不能担责。而且，从救助人是否构成善意的立场
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该规定内容下的救助人虽然构

条规定: “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
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

成重大过失，但是应当属于善意的范畴，不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救助人纯粹是出于好心保护受助人的利

之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外，不负赔偿之责。”
该条规定如果救助者主观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则

益，只是专业知识的缺乏才造成受助人的损害，而且，
此种损害并不是属于救助人的意愿范围，因此，不能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与《民法总则 》审议过程中的草
案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最后颁布的《民法总则 》

因为造成损害就否定了救助人的主观善意。
在实践中，善意的构成应当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

删除了重大过失的担责情形，只是排除了救助人重大
过失或者一般过失下的担责情形，对于恶意造成损失

作出综合判断。有些判断标准可能与重大过失的考
量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是在本质上应当作单独的分

并没有予以排除，在这个意义上，好人法并没有完全
排除“故意”或者“恶意”下的过错责任。

离。例如，救助者在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如果

基于上述分析，在无因管理制度的框架下考察救
助人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救助人如果在救助过

设想自己处于相同境地肯定不会接受类似救助行为
的，而对受助者实施该救助行为，最后造成损害，此时
应当可以认定救助者在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性，因为他
已经明知救助行为的不正当性并且具有追求甚至放
任损害后果的动机，在这种情形下，应当以救助者不

程中造成受助人损害，并不是完全和绝对地不用承担
民事责任。重大过失只是考量救助人承担民事的正
当性的其中一个因素，除此之外，仍可以从其他维度

具有善意为由使其承担民事责任。总的来说，在个案

来约束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
正当性。例如，不适法的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中，裁判者应当按照具体事实的特征来考察救助者是
否具有善意的动机，如果具有善意的动机，即使构成

的，救助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救助人不适法的救助

重大过失，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可见，以善意来规
制和考察见义勇为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
在实践中具有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与立法目的保
持了一致。
( 二) 无因管理制度下的考量
见义勇为在本质上属于无因管理行为，基于救助
行为，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构成无因管理之债。救助
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在主观上一般具有保护受
助人利益的意思和动机，在客观上救助人的救助行为
并不是基于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是救助人的自愿行
为。因此，救助人由于实施救助行为而产生的费用，
可以向受助人主张。关键的问题是，在管理行为中对
受助人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按照传
统民法理论，在无因管理行为中，如果管理人对受助
人的救助行为不构成不适法的无因管理，即使造成损
害，一般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无因管理制
度指向的是无因管理行为本身，而不是管理的结果。
质言之，管理人不担保管理的结果，本人应承担其危
〔16〕348
险性。
但是，如果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客观上不利
于受助人，或者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则构
成不适法的无因管理，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处
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在不同国家的民法中有不同
的规定②。虽然在性质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
在适用结果上对于受助人的效力是一样的。

行为可以包括客观上不利于受助人或者违反受助人
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也包括救助人在救助过程实施
的恶意造成损害的行为。在个案中，如果受助人就救
助行为造成的损害主张救助人承担民事责任，应当就
救助人实施的救助行为客观上不利于自己、违反自己
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以及主观上具有恶意等事实承
担举证责任，法官应当就受助人举证的事实仔细进行
审查，如果没有确实且可靠的证据，应当推定救助人
的行为是合理的。 这与民法总则鼓励救助行为的立
法宗旨是一致的。
这里还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救助过程中，受
助人拒绝受助的意思表示能否对抗救助人的救助行
为? 笔者认为，如果在受助人明确拒绝受助的情形
下，救助人依然救助受助人，并没有造成额外损害，或
者只是造成合理的损害，救助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相反，如果受助人明确拒绝受助，而救助人的救
助行为造成不合理的损害，则应当对此损害承担适当
① 《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是已经实施的关于善意救
助者责任豁免的地方性法规。其第 30 条规定: “公民发现急、危、重伤
病员时可以拨打 120 电话呼救。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
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
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德国无因管理中不适法的无因管理则纳入侵权责任法
② 例如，
的调整范围，而日本则坚持不适法的无因管理仍属于无因管理制度的
调整范围，在无因管理制度内对之进行规制，承担的仍是债不履行责
任。

论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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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责任。因为受助人的拒绝表示意味着救助人
的救助行为是在侵害受助人的自我决定权，在一定程

关系，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不超过必要的限度，所
要保护的利益应当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否则就失去

度上已经减弱了救助人救助行为的正当性，并且救助
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愿性，并不是法律强制的行

了行为的必要性。针对具体的救助行为，比例原则要

为，救助人应当对自己的救助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对受助人的拒绝救助行为进行考量是
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受助人出于不信任救助人的救助
技能或者水平，避免自己的利益遭受更大的损害，或
者等待机会获取更合理的救助行为的考虑而拒绝救
助行为，这是法律应当保护的权利。而且这些都是受
助人对自己紧急情形下的利益进行合理判断的正当
事由，法律不应当为了鼓励救助行为，就漠视了受助
人的主观选择权，这也是保护受助人的意思自治的重
大体现。当然，受助人的拒绝受助的权利应当建立在
受助人在紧急情形依然具有清楚的意思能力和表达
能力，能够对自己的内心意思进行清楚地表达，否则

求救助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救助方式对紧急情形下的
受助人进行救助，例如，由于地震使受害人的一条腿
被压在倒塌的建筑物之下，生命面临极其迫切的危
险，需要马上送医就诊。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形，
救助人不可能搬移受助人身上的建筑物，如果不采取
紧急措施，受助人的生命就可能危在旦夕。 此时，救
助人采取截去受助人被压的一只腿的方式将受助人
送往医院救治，并保护了受助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形
下，救助人采取的救助方式是必要的，而且保全了受
助人的生命利益，因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
如果救助人为了救助受助人，同时截去受助人没有被
压的另一只腿，即使最后保全了受助人的生命，但是

就不能认定受助人拒绝受助行为的成立。总之，救助

也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为救助人采取了没有
必要的救助方式，造成了受助人的不必要的损失，使

人自愿实施救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会决定救助
人最后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不是只要救助人自

手段与目的之间严重脱离，违反了比例原则。比例原
则中的手段与目的是否构成相当的必要性与均衡性，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就一般性地认定是合理与正当
的，在不同的个案中，救助行为的形态可能千姿百态，

需要裁判者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形，作出综合的判断。
如果违反了比例原则，即使救助人在主观上没有重大

需要法官对救助行为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从而决定
救助人是否对受助人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过失，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三) 引入比例原则

在民法总则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中，比例原则的
适用就更为明显。《民法总则 》第 181 条规定，正当

比例原则作为公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公权行
为进行规制和限制，已经得到公认。 但是，很少有学

防卫如果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
当防卫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这里“不应有的

者主张在私法领域适用比例原则。 一方面由于私法

损害”与防卫的主观上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没有必然
的关系，损失是客观上的结果，而重大过失则是行为

领域涉及的对象都属于民事主体可以自由处分的权
利或者利益，受制于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如果适用
比例原则，可能会限制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 另一方
面，私权利不像公权力那样具有天然的任性，并不需

的主观状态，就是“不应有的损害 ”不必然是重大过
失的结果，同样，重大过失也不必然表现为“不应有
的损害”。而有些学者对两者作同一的解释，认为好

要比例原则作出过多的限制。 尽管如此，近年来，学
者还是关注到了比例原则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比例

撒马利亚人的过失程度不应达到使被救助者所受损
害严重扩大的程度，其界分标准就是重大过失与一般

原则可以引入民法，甚至可以作为民法基本原则。
笔者赞同将比例原则引入民法的观点，但是不认为比

〔17〕

〔7〕
过失。 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不应有的损
害”是比例原则适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指行为

例原则可以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因为比

方式造成的损害超过保护目的所能容忍的限度。 究
其本质，其实就是违反了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

例原则在民法规范适用的个案中可以发挥一定的作
用，以实现多元法律价值或者多元利益之间的协调与
平衡，保障立法目的得以实现，这不意味着比例原则
可以广泛或者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事活动。
在好人法的适用过程中，比例原则可以发挥一定
的作用，照顾到现实中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权利义务
关系失衡的情况，实现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的利益平
衡，从而使立法鼓励救助行为的立法目的向理性的方
向发展。比例原则主要解决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

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数个可供实现目的之手段的选择
上，必须要采用对基本权利干预最轻的手段，禁止用
〔17〕
“大炮打麻雀”。
对于比例原则的必要的判断，主要
采用客观的目的取向的思考方法。 即其“以达成措

施目的为着眼点，所以，不会为手段的后果 ( 不利人
〔18〕418
民之人权) 而牺牲其为目标之追求 ”。
这也为实
践中裁判者判断个案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比例
原则提供了具体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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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正当防卫中的比例原则同样适用
于救助人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 救助人在实施

了要求实现救助目的外，其他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
法律的保护，不能因为要实现救助目的，就以严重损

救助行为时应当遵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不能使自
己的救助行为背离甚至无益于救助目的的实现，并且

害其他合法权益作为代价。例如，上文举例的受助人

还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损害 ”。 即使救助人主观上
不构成重大过失，只要 对 受 助 人 造 成“不 应 有 的 损
害”就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这里的“不应有的
损害”应当以救助目的作为权衡的标准。 而且对于
救助目的合理性的认识应当以社会中的理性人作为
一般的标准，不能以救助人自己的认识能力为基准。

的一只腿由于地震被压于倒塌的建筑物而面临严重
的生命危险，救助人如果具备其他可能的条件进行施
救，就不能采取截去受助人被压一只腿的方式实施救
助行为，因为即使救助行为挽救了受助人的生命，受
助人同样因为失去一只腿而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
( 3) 最轻损害的救助方式与所要追求的目的之
间在效果上是均衡的。一般而言，如果救助人的救助

也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在客观上造
成受助人不应有的损害，并不是不承担民事责任，也

行为对受助人造成的最轻损害小于或者远远小于所
要追求的救助效果涉及到的利益，就符合比例原则。

不是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 一方面这是由于救助人
的救助行为本身就有一定的道德性和利他性，法律不

这项要求从救助效果的量上考察，就是要符合效率原
则，不能耗费过多的成本才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从救

能将它等同于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在结果上也不能
将它与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作同一的处理，即

助效果的质上考察，就是要符合民法的利益位阶。例
如，救助人在损失一定金钱的前提下就能挽救受助人

不能要求救助人对不完全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
完全的民事责任; 另一方面，受助人本身从救助人的

的生命，就符合民法上的人身权利高于财产权利的基
本考量。因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不同类型的利益是

救助行为是有受益的，尽管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
是不能因为“不应有的损害 ”就完全否定救助行为的

存在位阶 差 异 的，一 般 而 言，人 身 权 利 高 于 财 产 权
〔19〕
利。 同样的，如果救助人为了保护受助人的财产权

正当性，以及受助人因此获得实质利益的事实。 而
且，在有些情形下，客观的紧急情形也不允许救助人

利，而损害受助人的人身利益或者使受助人的人身利
益陷于严重的受损危险，就不符合救助方式与救助目

具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作出完全符合比例原则的
救助行为，基 于 此，裁 判 者 在 个 案 中 要 求 救 助 人 对

的在效果上的均衡原则。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裁判
者不能认为这种救助方式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造成

“不应有的损害 ”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在本质上就
是对损害的适当分担。 如果救助人具有充分的“善

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就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意”，也很难说救助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就意味着
救助人在主观上具有“可归责性”。
总的来说，救助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应
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 1) 救助手段应当有助于救助目的。 救助人自
愿实施救助行为时应当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形，采取可
能和必要的救助手段，帮助受助人脱离困境。在受助
人处于危困境地时，只要救助人实施的救助行为有助
于救助目的，即使造成一定的损害，也不能认为该行
为是不合理的。相反，救助人实施的救助行为与救助
目的无关，甚至完全背离救助目的，也不能认为救助
人的行为方式是符合比例原则的。 即使救助人可能
是出于善意对受助人实施救助，只要他的救助手段不
合理，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就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

五、结论
第一，中国式“好人法 ”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内容上也是正确和科学的。
在立法过程对于“重大过失 ”的考量以及立场的变
化，与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的“好人法 ”紧密相关，
在立法精神上与两大法系的传统基本一致，就是鼓励
人们实施见义勇为行为，保护救助人的利益，免除救
助人的后顾之忧。尽管没有“重大过失 ”例外担责的
内容，但是中国式“好人法 ”较之于过去立法，还是具
有创新和进步意义的，最起码填补了救助人造成受助
人损害情形下不须担责这方面内容的立法空白。
第二，从文义上对中国式“好人法 ”的内容进行
解读，救助人的权利和自由可能存在过大的问题，而

任。

作为受助人的利益也面临“任人宰割 ”的危险，这折
射出了立法的“热期待”与司法的“冷思考 ”之间的矛

( 2) 救助行为应当对 受 助 人 造 成 最 轻 的 损 害。
在采取合理的救助手段前提下，救助人的救助手段对

盾。立法的精神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在明晰立法目
的的前提下，正视好人法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困境，

受助人的损害还要最轻。 合理的救助手段是针对救
助目的而言，但是受助人的利益是一个整体利益，除

才能使救助人和受助人的利益得到平衡保护。 在立
法已经明确排除救助人的“重大过失 ”责任的前提

论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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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适用者仍然有必要对救助人的行为自由进行限
制。这就意味着，救助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不是

为的好人的要求与民法上的“人 ”的一般要求是不一
样的，因此，即使救助人在救助过程造成受助人的损

绝对不承担民事责任，仍然需要受到“谨守善 意 ”、
“有利于受助人 ”以及“适当救助 ”等原则的限制，如
果违反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考量，造成受助人损害

害，只要不违反或者脱离救助行为自身的道德性的本
质属性，法律不要求具有“重大过失 ”状况的救助人

的，也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三，救助行为在本质上属于道德行为的范畴，
法律没有课以人们必须实施体现见义勇为精神的救
助行为的义务，只是通过免除救助行为对受助人造成
损害的民事责任达到“鼓励 ”的目的。 基于救助行为
的道德性和自发性，救助行为本身就不是民法上的民
事义务，这也为立法对好人法中的救助行为的特殊规
定提供了一定的价值证成理由，最起码不能将救助行
为与合同法的无偿委托合同的履行行为作同一的调
整，同样的，救助人在救助过程可能受到的限制也应
当与一般的无偿委托合同的履行行为的要求相区别。
第四，从根本上说，法律对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参

考

承担民事责任，也是可以理解的。 救助人的“善意 ”
已经排斥了法律对他的主观责难性，“重大过失 ”更
不可能否定救助人主观上的“善意 ”，而且基于紧急
的客观状况，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行为时不可能充分谨
慎和清醒地把握好“分寸 ”，如果由此而对受助人的
损害承担“重大过失 ”责任，还不如不担“好人好事 ”
的“麻烦”，这显然又与立法上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
相违背。这就要求立法者和适用者都应当正视“救
助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行为 ”的根本属性，在“好人
法”中也不存在救助行为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
务的命题，只有准确把握救助行为的道德性，才能对
救助人不失之于宽，更不失之于严，做到平衡保护救
助人与受助人的利益。

文

献

〔1〕朱景文． 法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李步云，赵迅． 什么是良法〔J〕． 法学研究，
2005，( 6) : 125 － 135．
〔3〕李桂林． 论良法的标准〔J〕． 法学评论，
2000，( 2) : 13 － 22．
〔4〕徐国栋． 民法哲学〔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5〕徐国栋． 见义勇为立法比较研究〔J〕． 河北法学，
2006，( 7) : 2 － 17．
〔6〕蔡唱． 不作为侵权行为发展趋势研究〔J〕． 法学评论，
2008，( 1) : 23 － 32．
〔7〕杨立新，王毅纯． 我国地方立法规定好撒马利亚人法的可行性———兼论我国民法典对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则的完善〔J〕．
2016，( 9) : 1 － 7．
法学杂志，
〔8〕王道发． 论侵权责任法与无因管理之债的界分与协调———兼评《侵权责任法》第 23 条〔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 2) :
165 － 178．
〔9〕李昊． 论英美法上的“好撒马利亚人”〔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 4) : 58 － 81．
〔10〕杨立新，王毅纯． 我国善意救助者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为考察〔J〕． 求是学刊，2013，( 3) : 73 －
84．
〔11〕〔英〕巴里·尼古拉斯． 罗马法概论〔M〕． 黄风，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12〕李克杰． 公民救助制度的价值与意义〔J〕． 法治研究，
2013，( 6) : 90 － 100．
〔13〕谢鸿飞． 现代民法中的“人”〔J〕． 北大法律评论，
2000，( 2) : 128 － 158．
〔14〕叶名怡． 法国法上的见义勇为〔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 4) : 21 － 36．
〔15〕王泽鉴． 侵权行为法( 第 1 册)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6〕王泽鉴． 债法原理( 一)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7〕郑晓剑． 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J〕． 中国法学，
2016，( 2) : 143 － 165．
〔18〕陈新民． 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 上卷)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9〕王利明． 民法上的利益位阶及其考量〔J〕． 法学家，
2014，( 1) : 79 － 90．
( 本文责任编辑

焦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