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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 70 年 : 体系化和科学化不断实现中
平等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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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战军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民法迷失的三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摧毁了民法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至 1993 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在探索中向市场经济转型，民
法快速发展，体系初步形成，民法理论获得重生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社会观念进一步革新，
民法制度日臻完备，基本实现民法的体系化、科学化。民法典编纂预计将在 2020 年完成，其后民法将
继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观念不断革新、民法不断发展完善中，通过平等保护财产权、保护
人格权和人格尊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思自由决定并尊重社会伦理和秩序的民法制度，形成并塑造了
一个不断发展并终将成熟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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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 民法迷失的三十年
我国自清末变法，放弃中华传统法律，改为师从西方现代法律，作为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法 ，
［1］
亦以德国式《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宣告了对西方民法的继受 。及至中华民国时期，继续沿袭这一选
择，并通过颁布 1929 年《中华民国民法典》而从形式上完成了对法律继受的确认 。 德国式民法，是以市

场经济为基础，以个人的自由决定和私有产权保护为价值核心的近代民法，清末和中华民国政府对德国
式民法的继受，在形式上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及其价值基础的肯定和接受。
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针对蒋介石在下野文告中提出的“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废
除伪法统”成为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并最终经 1949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 ＜ 六
法全书 ＞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和同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废除国
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实现。于是，包括民法在内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法律的继受被废除。
旧的法统被废除，新的法律便需要逐渐建立，伴随着全面地向苏联学习，中国民法迅速转向以苏联
民法为师的方向。首先是大量苏联民法译著问世，如《苏俄民法典 》以及多个版本的《苏维埃民法 》等;
其次是全面接受苏联民法理论，典型的体现是 1958 年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华人民
［2］
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一书 ，基本上是苏联民法教材的翻版; 再就是体现为深受 1922 年《苏俄民法
典》影响的 1956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的《民法( 草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相对于传统民法，具有以下截然不同的特征。
( 1) 制度基础是单一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制度上学习苏联，建立了单一的
公有制经济，私人的所有尤其是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几乎被消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
的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存在的大量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不复存在，实现了国家所有和集体
所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在此种情况下，传统民法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制度即使不被废除，也无法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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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作用，自然也不可能再作为学习的对象。而苏联民法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映了公有制
经济的需要，学习苏联民法，即使不考虑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也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
( 2) 社会经济管理的模式是计划经济，相应的，合同制度体现了计划经济的需要。 传统民法的合同
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通过单个主体的自由决定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计划经济下，各
个主体只是实现国家计划的一个环节，合同只是国家管理经济职能实现的工具，因此意思自治、合同自
由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正当性。同样的，由于合同履行涉及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因此合同的实际履
行受到强调，确立了非常有特色的实际履行原则。
( 3) 否定民法的私法性，强调其公法属性。 在传统法学理论下，基于公私法的划分，认为民法属于
私法，主要涉及对私人利益的调整。在新的民法理论下，基于对列宁“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 ’，在我们
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私法范围 ”的机械理解，苏联民法和我国民法均否认
民法的私法属性，进而认为列宁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民法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对资产阶级公法与私
［3］
法相对之理论的有力批判” 。
笔者认为，否认民法的私法性质是公有制经济在法学理论上的符合逻辑的延伸: 如果社会经济活动
只是体现为国家经济利益实现的不同环节，与私人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则民法何以能再体现出私法的
特点? 在将民法定位于公法的背景下，民法中的个人主体称谓也相应地从私法意味浓厚的“自然人 ”改
变为公法意味浓厚的“公民”，强调个人在社会中作为国家公民，进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特点，而不是
现代社会的“自然人”权利主体的特点。同样，既然利益统一于国家利益，执行国家意志，传统民法基于
人的自由意志结合和财产结合而区分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分类也不再合适，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的区分成为最基本的法人分类方式。
( 4) 在物权制度方面，以“公有制的实现阶段理论 ”为基础，将国家所有权置于最高的神圣地位，在
民法制度上赋予各种特殊保护，包括客体的无限广泛、不适用诉讼时效以及在无法确定所有人时归国家
所有的规定等。同时，将私人所有视为应受限制并最终消灭的私有制的残余，在立法上进行歧视。 另
外，受苏联民法理论影响，长期只承认所有权制度，将“物权”概念视为应受批判和否定的资产阶级法学
概念，以至于直至 1986 年《民法通则》仍然不得不以“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代替“他物权”概念。
( 5) 民法体系不包括土地关系、劳动关系和婚姻关系。其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如土地
完全国有后不能再作为商品流转，不承认劳动关系的“雇佣 ”性质，强调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与资本
主义完全不同的性质等，苏联民法理论将其排除出民法体系并为我国民法理论所接受。
从 1963 年起，“民法学”改称“民事政策学”，民法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从形式上走向消亡，而“文化大
革命”期间的法律虚无主义，砸烂公检法的极端做法更是导致包括民法在内的中国法律制度受到严重
的破坏。
总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改革开放，由于各种原因，民法经历了迷失的三十年，唯一
［4］
令人稍有欣慰的是 1950 年《婚姻法 》对男女平等和离婚自由的肯定 ，为民法三十年阴暗的天空保留
了难得的亮点。

二、改革开放至 1993 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探索中逐步转型的民法和社会
( 一) 从高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转型
民法生长的土壤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民法几乎消亡的
根本原因就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几乎消灭了基于主体自由决定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土壤。改革开放
开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推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开始的。 根据改革政策，农民在完成承包经营
合同规定的上交国家的任务之外，就剩余的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支配，并逐渐开放农产品的自由
1981 年《关于建国
交易，基于市场的民事交易的土壤开始得到培育。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允许“发挥市场的辅助作用 ”，并肯定“一

2

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个体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发挥都需要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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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为民法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基础。其后，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扩展，1984 年 
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一切都为以市场
经济”，
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土壤。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相适应，在几乎是法治化的废墟上，一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民事 
1981 年《经济合同法》、
1985 年《涉外经济合同法》和《继承法》、 
法律得以颁布，包括 1980 年《婚姻法》、
1986 年《民法通则》和《破产法 ( 试行 ) 》、1987 年《技术合同法 》等。 这些民事法律的颁布施行，有力地
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和改革开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国经济的起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 二) 民法与经济法的大论战
虽然经济改革下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对民商事法律的强烈需求，但面对几十年来民法的边缘化，社会
民众几乎不知民法为何物，很多人认为民法只是有关婚姻、家庭和继承的法律。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
革仍在探索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管制为主还是以市场主体自治为主尚不清晰，民法的真正发展尚
需一场观念的彻底革新来实现，而对社会观念革新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持续了七年的民法和经济法
大论战。
1978 年 8 月 7 － 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邀请在京法律院系学者召开了著名的“民法与经
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揭开了民法与经济法论战的序幕，以王家福教授、佟柔教授为代表的民法学家
强调民法对商品经济的调整以及民法调整主体的平等性，调整立法的平等、有偿、等价等特点。 在随后
的论战中，出现了“大民法”和“大经济法”的观点，前者主张调整经济关系的部门法只能是民法，不承认
独立的经济法部门，或者认为经济法只能是民法的特别法; 后者主张所有的经济关系均属于经济法调
整，民法只调整家庭内部的人身财产关系。但随着论战的深入，多数观点认为民法经济法各有其调整范
［5］
围，不能相互取代 。论战因 1986 年《民法通则》的颁布而结束。《民法通则 》第 2 条明确规定了民法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 3 条规定了民事主体平等原则，第 4 条规定了民事活动的
“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基本上恢复了市场经济民法应有的价值和调整方法。
民法和经济法的大论战及《民法通则 》的制定对中国民法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意
义。论战的实质首先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如果选择经济法管制型的模式，就意味着我国将继续
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调整中国经济，而当时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已经证明了其不可行和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而选择民法的平等、自愿的方法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中国社会亦将走向经济发达国家共通的以市场经济
的方法发展经济的道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愈来愈显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法是发展国民
经济的正确方法，中国正因为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开启了经济发展的腾飞之路。 民法与经济
法论战对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法通则》的颁布则进一步将这种新的观念上升为国家
基本法律，保障、促进了新观念下经济的发展。
民法和经济法的论战，尤其是《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中国社会观念的革新和现代社会的培育起到了
奠基性的作用。民法天然地以主体的平等为基础，以平等主体的意思自治作为法律行为的基础，通过论
战和法律的制定实施，平等、自愿、权利、人格尊严等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从此，中国
社会走上了培育和发展以平等的主体通过自主选择获得发展和以人格尊严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社会之
［6］［7］
。
路，《民法通则》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被称为中国的第一部“权利宣言”甚至“人权宣言”
( 三) 民法体系初步形成
从改革开放到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因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迅速颁布了一
系列民事法律，初步形成了民法体系。
1． 在和经济最密切、需求也最迫切的合同制度方面
1981 年、
1985 年和 1987 年我国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 》和《技术合同法 》，形成了






合同法律制度的体系。虽然三部合同法，尤其是《经济合同法》仍然具有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管制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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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但也清晰地规定了“订立经济合同，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涉外经济合
同法》《技术合同法》则更多地引入了国际上通行的合同规则。 三部合同法的制定，为改革开放中最急
需规范的合同问题提供了大体上合理的规则，为合同观念在社会上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民法通则》中，以专节规定了债权制度，包括债的定义及基本内容以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
理制度，并在其“民事责任”部分规定了侵权责任制度，从而在《民法通则》和三部合同法的规定下，我国
债与合同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2． 在传统民法重要的物权制度方面
最初主要是有关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企业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权。
虽然有关规定并未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国有资产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学者之间观点分歧也颇多，但有
关规定无疑在土地、国有企业财产不能自由流通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财产之上产生利用
性权利从而发挥其社会价值的问题，也为后来相应的他物权制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及至 1988 年《土
地管理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国有土地有偿出让问题，1990 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进一步具体化了有关制度。1986 年《民法通则》则以“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名义，规定了对土
地承包经营权，国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国有矿藏的采矿权，以及全民所
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经营管理财产的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在上述各层级法律、政策规定下，我国的物权
制度具有了最基本的框架，尤其是实践中最重要的物权有了基本的规范。
3． 民事主体制度
1986 年、
1988 年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
改革开放后，我国分别在 1979 年、
1990 年、
1991 年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
合作经营企业法》，于 1988 年、
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类民事主体作出了规定。在《民法通则 》中，
更是集中规定了公民( 自然人) 、个体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法人等各类民事主体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独立参与民事生活的组织形态，形成了基本完善的
民事主体制度，对各类主体或组织的组织形态以及参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承担作出了初步系统的
规定。
4． 人身权制度初步形成
《民法通则》以单独的“人身权”一节，第一次在立法上对我国人身权制度，尤其是人格权制度作出
了规定。虽然只有少数的几个条文，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重要的人格权利均得到明确规定，并规
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在“文革”十年漠视人权和人的尊严的废墟上，坚定地宣告了对人
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保护，为我国进一步形成完善的人格权和人权保护法律体系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也为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有尊严的自主决定的人的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 集中规定了民事责任制度
《民法通则》独辟蹊径，以第六章“民事责任”集中规定了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 其中，违
约责任制度完善了《经济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而“侵权的民事责任 ”则是以民事基本法的形成，
第一次对侵害财产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及其承担责任方式作出了规定，并结合
现实需要，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环境侵权、高度危险作业侵权、监护人侵权责任和共同侵权等侵权
的重要制度作出了规定，涵盖了主要的侵权形态，形成了初步完善的侵权责任体系。而由于单独规定民
事责任的立法模式不见于之前的大陆法系立法，一般也认为，此种立法模式构成有中国特色的立法创
［8］

新

。

6． 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
上文已经提及，我国 1950 年即颁布了《婚姻法》，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作出了规定，1980 年
的新《婚姻法》对法定结婚年龄、离婚自由、禁止结婚的范围等问题进行了重要完善，形成了更加合理的
1985 年《继承法》，明确了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原则，继承权男女平等原
婚姻家庭制度。另外，
则，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等各项继承基本制度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而 1991 年颁布的《收养法 》就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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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对知识创造的尊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生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提出了知识产
1984 年颁布了《专利法》、
1990 年制定了《著作权法 》，在 1986
权保护的需求。1982 年通过了《商标法》、





年《民法通则》中，知识产权也作为民事权利的一个类别被加以规定，从而建立了全面的知识产权制度。 

通过立法对知识产权重要财产形成的肯定，极大地激励了人民创造的积极性。
( 四) 传统民法理论: 从重生到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迷失三十年的废墟上，在经济体制逐步对商品经济肯定并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民法理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理论逐渐得以恢复重生并逐渐发展。改革开放初期，
民法学界提及传统民法理论时还具有深厚的阶级斗争色彩，从批判的角度介绍、研究传统民法理论，仍
然强调资本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民法存在本质区别，但随着观念革新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
是民法、经济法大论战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商品经济的调整“必然有其共同的规律 …… 反映在
［9］14－15
，于是，介绍、翻译西方民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民法规范上就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可以借鉴的东西”
《拿破仑法典(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法典和《民法法系的演变与形成》《合同法
概论》等西方民法的经典著作相继得以翻译出版，民国时期的民法著作和台湾地区民法学者的著作也
得到重视。
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民法理论体系也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民法通则 》颁布后，许多以《民法通
则》为基础的民法教材得以出版，《民法通则》所体现、吸收的传统民法理论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发展，民
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合同制度、亲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等民法重要制
度均获得了较多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期间的民法学研究，必须提及的特点是其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密切
联系并为改革开放服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计划经济的束缚不断被突破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是改革先行、法律制度后行，改革措施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研究比较成
熟时，再由立法加以确定。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首先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的研究，尤其是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性质进行研究，并主张将其定性为物权，且对保护承包户权益产生了非常积极地作用。其次是对国有
企业产权性质和主体地位的研究，提出将国有企业定位于法人，国有企业按照传统民法法人制度运转的
观点为立法采纳，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而研究中提出的国有企业产权为法人所有权、经
［10］
济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经营权等各种学说 ，尝试在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构建企业独立的财产权，为后
来改革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两权分离 ”思路和 1993 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确立法人财产权的改革思路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最后，针对国有土地制度
改革中土地使用权合同的性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民法学研究提出将前者定性为民事合同，后者
［11］84
，对土地使用权人权利保护和相关制度经济作用的发挥起到了非常
定性为地上权性质的用益物权
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3 － 2019 年: 经历“而立”至“不惑”，科学体系基本形成，
三、
并形塑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
( 一) 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中社会观念的进一步革新
1993 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 》第 15 条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后，同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其后，市场经济发
展的障碍在法律上被清除，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逐渐深入，其重要体现是提出并形成平等对待各
类所有制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观念。2007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平等保护物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



竞争、相互促进。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提出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权






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代表了极其重要的观念革新。 同时，该决定再次重申“国家尊重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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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毫不
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的重要作用。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会议则是针对更具体的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家享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针对社会上个
别让民营经济离场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10 月考察民营企业、11 月 1 日主持召开的民
营企业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均明确强调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①。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
院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转变观念，建立制度保障，落实平等保护、加强产权保护等中央政策，依法平等
保护企业家权益，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②。
从以上的发展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国家经济体制的选择后，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
面不断进步，理念不断革新，并从宏观的抽象的理念更新，走向了更深入、更具体的理念变革。在中国共
产党和国家一系列的新观念下，非公有制经济不再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理念上，非公有制财产权与公有制财产权一样“不可侵犯 ”，在制度上，两者平等获得保
护，平等参与市场竞争。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权益的保护已得到
充分的重视和贯彻落实，而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基础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这些理念的新发展和相应的制度、规则的制定和落实必将非常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财产
权受平等保护的理念继续深入，为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奠定基础; 其次，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即将市场行为的决定权交由市场主体的自由决定，而平等主体、自由独立地作出决定，不仅构成市场经
济的基础，也将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财产权之外，加之以国家对包括人身权在内的人权保护的进步，
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成熟已经可以期待。
( 二) 民法制度日臻完备
1． 民事主体制度基本完备
1993 年 12 月《公司法 》的颁布是民事立法在民事主体制度方面的标志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后，
性事件。在《公司法》之前，我国关于个人之外民事主体的立法均为以所有制为基础，如《全民所有制企
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等，体现出鲜明的所有制身份特征，而《公司法 》一改
这种模式，从所有制标准转变为企业组织标准，将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各类公司不
分所有制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组织形式基础。 此外，1997 年《合伙企业法 》的颁布，为法人主体
1999 年的《个人独资企业法 》则对自然
之外重要的组织类型———合伙企业提供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形式，
人个人设立独资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态进行了系统规定。
2017 年《民法总则》的颁布，在总结改革开放几十年立法的基础上，对民事主体制度作出了进一步
系统和比较完善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二章“自然人 ”对《民法通则 》的自然人制度进行了完善; 第三
章“法人”制度的规定，虽然在法人分类上以“盈利法人”“公益法人”“捐助法人 ”为基础的分类受到批
评，但其相对于《民法通则》以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为基础的分类仍有明显进步，其尝试以特别法人解
决城镇农村经济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主体地位的规定也值得肯定。另外，《民法总则 》第四章“非法人
组织”也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组织作出了基本的规定。
在上述立法的规范下，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已经基本完备。
2． 合同法律制度基本完善
合同法律制度完善的标志性事件是 1999 年统一的《合同法 》的颁布。 统一《合同法 》结束了原来
《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 》分别调整不同领域合同的状况，实现了合同调整规则
的统一，也彻底消除了原来三部合同法相互重复、彼此不协调甚至冲突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统一的
《合同法》借鉴了传统民法两大法系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规则的内容，实现了与国际合同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侧记》，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poli①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tics /2018－11 /01 / c_1123649947．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8 月 16 日。
严禁乱抓人、乱查封、乱冻结，严禁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https: / / www．sohu．com / a /
② 《最高院最高检: 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274591092_642516，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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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轨并有所创新，完全改变了传统法律体系下以《经济合同法 》为代表的反映计划经济本质特征的模 
式。统一《合同法》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实现了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合同法律规则的转型，其鼓 
励交易、便利交易的立法理念非常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时，统一《合同法 》不仅规定了诚实信用
原则，还将该原则尽可能地具体化到具体规则中，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合理的规则。正是由于
［12］［13］

《合同法》立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通过后获得广泛的肯定
3． 物权法律制度初步完善

。






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后，我国在物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立法首先是 1995 年《担保法 》的制定，该法从债
权担保实现的角度规定了多种担保方式，其中作为物的担保方式的抵押、质押、留置等，初步形成了我国
的担保物权制度; 其次是 2002 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该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承包方和
发包方权利义务、承包权保护和流转等作出了系统规定，对作为我国实践中重要物权之一的承包经营权
保护意义重大。
2007 年《物权法》的制定是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完善的标志性事件。经历八次的审议和《物权法 ( 革
案) 》是否“违宪”的争议，《物权法》的颁布完全改变了我国之前物权法律制度散乱、缺乏体系的状况，
建立了初步完善的物权法律制度，在我国民法立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物权法 》的重要意义首先
是其确定了“平等保护原则”，明确规定了对各类主体物权的平等保护，开了民事基本法律作出此类规
定的先河; 其次，《物权法》规定了比较完善的物权法律体系，在规定物权总则性规定之外，对所有权制
度、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占有制度均作出了系统的规定。 在具体制度方面，《物权法 》规定了
物权保护制度，系统规定物权保护的方法; 规定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有力地维护了
交易安全; 规定了征收、征用制度，对被征收、征用主体物权进行保护; 系统规定了区分所有制度，对涉及
千家万户的重要财产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系统规范。在具体规定方面，《物权法 》也对已经被各类法律规
定的抵押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进行了完善。 通过《物权法 》的制定，我国的物权法律制度初
步得到完善。
4． 形成了完善的侵权法律制度
2009 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是我国民法立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在传统民法的立法模式下，侵权
作为债发生的原因之一，通常是在债法部分作出规定，并且传统上侵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往往只有很少的
条文作出基本的规定( 法国法五个条文，德国法 31 个条文 ) 。 但在现代社会，侵权类型不断增加，尽可
能给予受害者救济的理念不断发展，侵权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为可以与物权制度、债权制度鼎立之制度。
［14］
我国将侵权法单独立法，充分凸显了对侵权制度的重视，在立法模式亦具有开创性 。
《侵权责任法》共 92 个条文，系统、全面地规范了侵权法律制度，形成了对民事主体人身权、物权和
知识产权等民事权益的全面保护。《侵权责任法 》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二
元归责原则体系，改变了传统民法以过错责任原则为核心的一元归责模式，反映了侵权法发展的时代要
求，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在具体制度方面，《侵权责任法》全面规定了多数人侵权制度、侵权责任抗辩
制度，对产品责任制度、环境污染侵权、高度危险责任、网络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等时
代特点鲜明的侵权责任形式和监护人责任、用人者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物件
损害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等传统侵权责任形式作出了系统规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侵权责任制度。
5． 人身权制度比较完善
在《民法通则》对人身权制度初步规定的基础上，《民法总则 》在第五章“民事权利 ”部分对其做出
了重大完善，我国的人身权制度基本完善。首先，《民法总则》规定了更加全面的人格权制度，肯定了包
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在内的具体人格权，同
时以“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作为一般性条款进行兜底保护，相较于《民法通则 》的
规定更加完整和科学。其次，《民法总则》第 112 条“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
护”的规定，明确了对传统民法上身份权的保护，对理论上关于身份权是否仍然承认和保护的争议做出





了回应。最后，《民法总则》对目前正在发展且争议纷然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基础性规定，将其规定

为人格权益的一个特殊类型。通过《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我国的人身权制度已经比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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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婚姻家庭和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2001 年 4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 1980 年《婚姻法 》进行重大修改，增加规定了夫妻忠实
义务，建立了婚姻无效、可撤销制度，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增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一章，等等，对
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在许多方面进行了重大完善。
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分别于 1992 年、2000 年和 2008 年对《专利法 》进行修正，于 1993 年、2001
2013 年对《商标法》进行修正，于 2001 年和 2010 年对《著作权法 》进行修正。 三部知识产权基本法
年、
律的修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相关制度科学化的要求，修订后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体系化、科学化、
时代性方面进步巨大。
7． 商事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并日渐成熟
在 1993 年之前，传统的商事法律除了《企业破产法( 试行) 》之外全部空缺。在此之后，我国于 1993
12
1995 年颁布了《保险法》《票据法 》，1998 年颁布了《证券法 》，形成了完整的
年
月颁布了《公司法》，
商事法律体系。其后，于 2006 年正式制定了《企业破产法 》，于 2002 年、2009 年、2014 年、2015 年修订
《保险法》，于 2004 年修订《票据法》，于 2004 年、2005 年、2013 年、2014 年四次修订《证券法 》。 通过上
述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我国科学合理的商事法律制度逐步形成，法律体系日渐成熟。
( 三) 民法的体系化、科学化基本实现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也是以市场经济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949 年至改革开放，民法之
所以经历了迷失的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已四
十年，从 1993 年我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也已二十六年，经过四十年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
经过二十六年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复苏了民法，而且在市场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基本实现了民法的体系化和科学化。
1． 民法体系基本成熟
在我国民法的体系建设中，形成了两个体系选择的共识: 一是采用民商合一模式，对此，虽然有不同
［15］
观点，但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支持此种模式 ，并且，我国民事立法选择的也是民商合一模式。 二是以大
［1］

陆法系德国法体系为基础构建我国民法体系
观点，但以德国法为基础是普遍的共识。

。在此方面，虽然对借鉴德国民法体系的程度存在不同

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民法体系基本成熟。 首先，以 2017 年《民法总则 》的
颁布为标志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法体系总则部分。《民法总则》包括第一章“基本规定 ”、第二章“自然
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民事权利 ”、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 ”、第七章“代
理”、第八章“民事责任”、第九章“诉讼时效”、第十章“期间计算”、第十一章“附则 ”，全面包括了民法中
应予提取公因式的内容，对民商事活动应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则作出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其次，我国《合
同法》作为债权法的最主要部分，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
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以及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等十五种有名合同进行了规定，
形成了完整的合同法体系，再加上《民法总则 》规定的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制度，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比
较完整的债法体系。只不过由于到目前为止的我国立法未遵循传统民法的债法总则和分则体系进行立
法，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债法 ”在体系上尚有明显不足。 再次，我国物权法体系已经比较成熟，
《物权法》规定了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和占有，形成了完善的物权法律成体系，辅之以《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等相关法规，我国物权法律体系趋于成熟。 最后，通过《婚姻法 》的规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婚
姻家庭法律体系，通过《继承法》的规定，基本合理的继承法律体系初步形成，而商事法律、知识产权法
律作为民事特别法体系也已基本成熟。
2． 民法的科学化基本实现
在民法的科学化方面，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民事立法已有起步的话，1993 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
则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进步。就整体而言，经历七十年发展的中国民法已基本实
现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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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民法在科学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体现着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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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形成了基本科学的民法体系。我国民法采民商合一、民事基本法与特别法并行模式的选择是 
科学的，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具体核心体系构成上民法包括总则、债权法、物权法、婚姻家庭法、继 
承法、侵权法、人格权法，体现为既有对德国民法体系的继受，又有自己的发展。虽然目前对人格权法作
［16］
为独立的一部分还是作为总则的一部分存在严重分歧 ，且作者亦认为人格权法回归总则是体系上更



合理的选择，但总体而言，目前民法体系基本科学是应该承认的。
第二，确立了合理的民法基本原则。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的基本法，基本原则构成民法的






内在体系，也是民法在价值上进行宣示并引领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此方面，我国民法已确立了平等
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等基本原则。其中，平等原则体现为各民事主体平
等地取得和享有权利、民事主体的权利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天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
的基本价值和基础。而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灵魂，只有能够自我选择，才能最有效地
推定经济交换和发展，而只有自我决定自己的事务，人才是有灵魂的存在。 最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
良俗原则是对平等主体自由决定的外在束缚，每个自主决定的人共存于社会之中，必须关照共同的价
值、秩序，因此必须诚实信用行事，否则其自由意志的决定将会被减损; 更必须顾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底
线，否则其自由决定将会被否定。以上基本原则互相配合、协调，科学地实现了既最大限度地尊重独立
个人的自主决定，又实现维护社会良好价值和秩序、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
第三，法律用语的基本科学化。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典型的如对作为个人的民事主体的表述，
从《民法通则》时的“公民( 自然人) ”到《合同法》及《民法总则 》的“自然人 ”; 再如对所有权之外物权的
表述从《民法通则》“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到《物权法》承认“物权 ”概念并表述为“他物权 ”，还
如《民法总则》废弃《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定义“合法性 ”的要求，并将“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
民事行为”恢复为更科学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等。 事实上，1993 年后，以
《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 》为代表的民商事立法，总体上都采纳了传统民法通行
的科学的法律用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法用语的科学化。
第四，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学化。 如上文所述，我国已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民法制度。 此处的基本完
备，不仅是形式上的完备，而且是实质上的总体科学的法律制度设计。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看，无论是
“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等总则制度，还是合同法的合同订立、履行、效力等到违约责任
的制度，物权法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制度，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继承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商事
法律制度，虽然在具体制度的个别方面存在不足，但总体而言都是科学、合理的。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是《民法总则》对《民法通则》无效和可撤销制度的改造: 《民法总则 》改变了《民法通则 》对民事法律行
为效力过度的很强的管制色彩，将《民法通则》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欺诈、
受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改变规定为上述情形下仅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 ”，从而更
符合意思自治。同时，《民法总则》还将构成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时法院对该类行为的“变更权 ”，将
民事法律行为因“显失公平”而可撤销的范围限缩于“危难被乘导致显失公平 ”、取消“危难被乘 ”可撤
销的规定，并将民事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无效的范围实质性限缩等。《民法总则 》的无效和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鼓励交易，法律只在最小范围内强制干预的
思想，也符合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规定，实现了有关制度的科学化。

四、民法典编纂与民法未来发展的展望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有过四次民法典编纂活动。第一次是 1954 年开始、
1956 年完
成的《民法( 草稿) 》，后因政治运动而夭折。第二次是 1962 年开始、1964 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 试拟稿) 》，后又因政治运动中断。第三次民法典编纂活动是改革开放后，于 1979 年 11 月开始的民
法典起草，并于 1982 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第四稿) 》，后由于主持立法的领导人思路的



转变，转为先制定民事单行法而终止。其后于 1986 年颁布了《民法通则 》，对民事领域的一般规则进行
了规定。民法典的第四次起草是 2002 年底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一般认为这是一



［17］

次临时改变立法计划的民法典起草，是一个简单的现行法律的拼凑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立法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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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为基础继续推进民法的法典化，而是继续着民事立法的单行法模式 ( 如 2007 年、2009 年《物权法 》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 。
2014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编纂
民法典”的立法任务，开始了民法典的第五次编纂。 根据有关立法安排，本次民法典编纂分两步走，第
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争取于 2020 年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
目前，《民法总则》已于 2017 年通过，民法典各分编也基本完成第二次审议，可以预计，第一部民法典将
于明年 3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实现既定的立法目标。
民法典的制定是民事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几代民法人奋斗不息的梦想。 通过民法
典的制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事法律的价值，消除规则上的冲突，促进私法的统一，同时，民法典的
制定也有助于清晰地建立民法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更加科学的民法体系。 而在更加科学的民
法形塑下，有尊严的个人自由决定其事务的现代社会图像将更加清晰，我国现代社会发育并最终成熟将
更加可期。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民法典诞生的前夜，但民法典的制定绝不意味着民法发展、完善的终结。 展望
未来，我国民法制度将在《民法典》的统率下继续以下的发展: 一是民法解释论的蓬勃发展，通过对《民
法典》的解释，将对正确理解、适用各个民法制度提供重要的基础。 二是民事特别法的进一步发展完
善。民法典制定只是民事基本法律体系化完成和完善的标志，民法典之外的民事特别法必将继续随着
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 三是《民法典 》的适时进一步修订。 本次民法典编纂时间过于紧迫，
而目前对一些民法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成熟，更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而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等对民法发展、甚至人类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新问题的理论研究更是还很粗浅，必然导致即将颁布的
《民法典》仍然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不够科学的方面，有待于法典制定后修订和完善，而在此方面，《法国
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不断在发展中完善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指引，因此，我国《民法典 》颁布后，我国的
民法制度仍然将在不断研究、不断立法修订中继续向科学化方向发展。

五、代结论: 民法发展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发展已经走过 70 年。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
的三十年是迷失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摧毁了民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个
人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罪恶，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几乎只有无处不在的政治国家，现代市场经济
社会无影无踪。
1978 年改革开放，首先是经过了十五年的寻路和转型，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
制和社会管理模式并在探索中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此过程中，个人利益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个人
权利得到越来越强的保护，个人决定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 与此相适应，民法获得快速发展，初
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民法体系。而在此观念不断革新和民法制度的不断发展中，财产权保护、
人格尊严、平等自由和自主地决定自己事务的现代社会种子已经播下并生根、发芽。
我国确定市场经济体制后，又经过二十六年的发展，观念革新飞速发展，从提出平等保护各类所有
制主体的物权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和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各类主体平等地参与
市场经济竞争的观念障碍已经消除，民法则是这种新的观念得以贯彻实现和获得保障的有效途径。 在
“依法治国”成为国家不变追求的背景下①，民法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民事法律制度走向成熟并基本实现
了民法体系和制度的科学化。而在民法的形塑下，平等保护产权、保护人格尊严和各类人格权，以及在
此基础上的意思自由决定并尊重社会伦理和秩序的现代社会要素已经具备，现代社会图像日益清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初啼的前夜，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在《民法典 》制定之后，中国民法将继续发
展完善，而为其所形塑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社会也终将在发展中走向成熟②。
开创了一次中央全会集中研
① 19 2014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究“依法治国”问题的历史。
有“两阶段发展论”、“三阶段驱动理论”、“四阶段发展论”等不同观点。
② 20 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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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ivil Law’s Evolution in Seventy Years: Forming Civil Societ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JIANG Zhan －jun，HUST
Abstract: Chinese civil law lost its thirty year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ＲC to 1978，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because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system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of civil
law．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8 and 1993，the economy system gradually turned to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accordingly，Chinese civil law achieved fast development，including primary formation in system and revival and promotion in theory． After the final decis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was made in 1993，Chinese
civil law experienced a tremendous progress in twenty －six years． Together with a further reformation in ideas，
Chinese civil law system has been approaching systematized ＆ scientized． The Chinese Civil Code is expected
to be formulated in 2020，and Chinese civil law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hereafter． By now，the for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lead to continuous reformation in ideas and continuous advancements in Chinese
civil law，which is fostering and shaping a modern civil society from its birth to evolution，with characteristic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Key words: lost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civil law; transformation to market economy system; systematization ＆ scientization; reformation of ideas
责任编辑

胡章成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