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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四个关系

费安玲
(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 我国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新开启，不仅是我国法治强国梦想之舟的重新扬帆启航，更是我国

法治进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性质的大工程。民法典的编纂需要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支撑。在我国未
来的民法典应当具有二十一世纪特质的共识之下，我们需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提高民法典的编纂质量上。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需要首先从理论上解决如下几个重要关系，即未来民法典与现行立法的关系、民法与
商法及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民法典编纂与法学理论、司法实践与社会习惯的关系、民法典编纂独立委员会
与法学家及立法工作委员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在理论上依然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民法典编纂的质
量就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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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对于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而言， 注定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之年。 在这一年，
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在民法典立法活动的启动 、 关闭与重启的过程中感受到了 “谷 ” 与 “峰 ”
的巨大差异。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该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存续期间的 《五年立法规划》。在该立法规划中，人们未寻觅到我国民法典的相关信息 。 这令一直
在积极准备民法典编纂的学者们感到十分失望。2014 年 9 月， 民法学界召开了有关中国民法典编
纂的研讨会，强烈呼吁重新启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法学界的呼吁最终经各种通道直达我国最高领
导层，并获得高度重视。 因此， 人们在其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 ， 看到了
“应当编纂民法典” 的内容。该决议内容给法学界打了一剂 “强心针 ”。 民法典草案的编纂活动再
次重新启动。
重启我国民法典的起草，不仅仅是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的学者们多年的法治强国的梦想 ，更
是我国法治进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性质的大工程 。虽然梦想的实现已经初见路径。但是，激情的
持续需要理性的支撑。我国要完成一部体现二十一世纪特色的民法典 ，尚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认
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尚有如下几个关系需要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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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民法典与现行立法的关系
自 “改革开放” 以降，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陆续出台了不少民事法律规范， 已
经初步形成了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体系。 但是， 依然存在着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 “碎片化 ”
现象，且民事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相互重复或明显遗漏的情形频频可见 ，导致司法机构不得不
频频发布司法解释以应对之。没有立法权的司法机构发布的诸多司法解释 ，其内容颇具立法机构的
立法解释，故此遭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诟病。从一定角度而言，前述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我们没有
体系化的民法典所导致。 故而， 民法典的编纂， 恰得以解决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立法体系 “碎片
化”、“冲突化”、“遗漏化” 等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未来民法典与
现行立法的关系。笔者认为，欲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强化如下两个方面的思维 。
（ 一） 体系化思维
1． 体系化思维之解意
在计算机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体系化思维” （ 亦称系统化思维） 不是一种令人陌生的表达。
美国软件领域中著名的专家杰拉尔德 ·温伯格，以计算机软件为分析背景，对人们如何进行体系化
也就是系统化思维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撰写的 《系统化思维导论 》 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包含我国
在内的全球畅销书之一。体系化思维，是指将任何一个问题或分析对象都放在其所处的大系统中加
以研究，从而找出解决该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且适合于其所处大系统的最优解决方案 。
法学领域的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个别问题。罗马法学家们很早就告诉我们： “不为罕
见情况立法”。① 法律所针对的情形，应当是社会中正常出现的情况而非只在某种偶然状态下出现
的个别情况。因此，面对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且非个别之情况 ， 法学思维的体系化就极为重要
了。目前我国现行立法中所存在的诸如担保制度规范的重复立法以及不同立法中的担保制度规则间
的相互冲突、监护制度中成人监护制度规则的严重失缺 、法人制度规则的体系化思维的不到位等，
均需要我们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加以注意 。
2． 以 “典” 彰显的体系化思维： 从法的历史之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民法以 “典” 的形式存在，有其历史之源。
在古汉语中，“典” 有多种解释， 不过比较贴近法律的解释， 将 “典 ” 解释为系指记载法则、
［1］317
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例如 《书·五子之歌》 中有曰： “有典有则，贻厥子孙”。②

法学领域，“法典 ” 的表述源自西学东渐的影响。 拉丁文中 “法典 （ codex） ” 一词最初含义
与我们今天使用的 “书” （ 拉丁文 “libro” ） 的含义相同，即指用羊皮纸折叠起来缝制的书。③
到公元四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法学家们开始编纂罗马国家皇帝们的谕令 ，这些首次被编纂成册
的谕令汇编是以羊皮纸 “书” 的方式出版的。最初编辑完成的是 “艾尔莫寨尼亚诺法典 ” （ Codice
Ermogeniano ） 和 “格莱高利亚诺法典” （ Codice Gregoriano） 。 真正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皇帝谕令
的编纂成果是 《狄奥多西法典 》 （ Codice Teodosiano） ， 其产生于五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即公元 438
年。据此，“Codice” 一词具有了一种法律语义色彩浓厚的新含义 ，即 “完整、 系统的法律汇编 ”。
① Theodor Mommsen Ｒecognovit，Corpus IurisCicilisI ，Instituones，Digesta． （ D． 1，3，5） ． WEIDMANN，1993，p． 34．
②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辞源》，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317 页； 辞海编辑委员会、上
海辞书出版社编：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4 页。
③ 桑德罗·斯奇巴尼： 《法典化及其立法手段》，丁玫译，载桑德罗·斯奇巴尼： 《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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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由优士丁尼皇帝委任的编纂委员会先后完成了三部完整的体系化的法律编纂成果——— 《优
士丁尼法典》 （ codex） 、《学说汇纂》 （ digesta） 和 《法学阶梯 》 （ institutiones） 。 这三个成果构架了
以人为设法目的之罗马法的基本内容， 也是中世纪以后大陆法系 （ 欧洲将其称为 “罗马法系 ” ）
各国在编纂其民法典时学习与仿效的楷模 。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罗马法中体系化思维的完整成果集中产生于公元后五世纪和
六世纪时期，但是，罗马法学家有关以体系化思维编纂法律规则的思想却是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 。
该世纪的法学家库伊特·穆齐①运用分类论述方法、归纳演绎方法、 系统方法等方法， 对其父辈收
集的前人制定的市民法规则加以梳理整合 ，从而成为了 “组创市民法” 的第一人。② 当然， 在罗马
社会中，以体系化思维编纂法律规则的代表作当属优士丁尼的 《法学阶梯 》。 其以四编制体例将对
法的基本理解、人、婚姻、监护、物、他物权、遗嘱继承、遗赠、法定继承、债的一般规则、契约
之债、侵权之债、诉讼等法律规则相当体系化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如果从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
产生年代向其之前的时代进行回溯， 我们可以发现， 盖尤斯③ 的 《法学阶梯 》 具有无法忽视的作
用。因为，在盖尤斯的 《法学阶梯》 中，其以人法、物法、诉讼法④将罗马法中私法的内容体系化
地编纂在一起。尤其是该体系化的思维是将人放置在首位 ，从对人的关注引申出有关人的权利之规
定、有关人对无的利用之规定、有关人对权利行使与限制之规定等内容。由此， “以它为榜样， 后
来形成了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据此它对许多现代法典的体系产生了影响 ， 不断地服务于那种以
［2］436

人为中心并且使权利为人服务的法观念的发展 ”。⑤
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法典的编纂不是法律规则的简单汇编 。法律的编纂应当是旨在通过系统
的、逻辑的、科学的立法技术将相关法律规范纳入在一个较为完整的立法体系之下 ，形成一个完整
的立法文件。相反，汇编则是按照一定体系将相关法律规则进行形式上的编辑汇总 ，但对立法内容
的系统性、逻辑性、协调性并不强调。一言以蔽之，法律的编纂既重视规则内容又重视规则表现的
形式； 法律的汇编则更多关注的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 。
3． 民法典编纂中体系化思维的定位
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体系化思维应当定位在两个主要方面 ：
其一，立法观念上的体系化。我们应当确立一种立法体系化的观念 ，即将现行立法中有关民法
的规范性内容应当进行统合在民法典中 。但凡涉及民法领域的行为准则，人们均可以在民法典中找
到其基本规范甚至详细规则；
其二，立法结构上的体系化。鉴于民法规范内容相当庞杂，我们不可能将全部民法规则内容都
放入民法典中。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单行法的立法体系架构 ，例如有关公司法、证券
法、保险法、破产法、知识产权法等较为具体的规则可放置于单行法中 。这样既可使民法典的体系
具有相对完整性，同时，由于单行法的存在，可以使民法典的体量不会过于庞大 ，内容过于臃肿。
（ 二） 科学化思维
1． 科学化思维之解意
① 库伊特·穆齐 （ Quintus MuciusScaevola）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国家的法学家，曾任职为祭司长。其父亲是布布里·穆齐 （ PubliusMuciusScaevola） ，是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国家的法学家，亦曾经任职祭司长。
② Theodor Mommsen Ｒecognovit，Corpus IurisCicilisI ，Instituones，Digesta． （ D． 1，2，2，39） ． WEIDMANN，1993，p． 32．
③ 盖尤斯 （ Gaius） ，公元二世纪罗马国家中著名的法学家。其所著 《法学阶梯》 是形成于公元六世纪、迄今依然具有巨大影响力
的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仿效蓝本。
④ 盖尤斯 《法学阶梯》 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编关于人 （ 身份、婚姻、家庭） 、第二编关于物 （ 所有权、遗嘱继承） 、第三编关于
物 （ 无遗嘱继承、契约之债、私犯之债） 、第四编关于诉讼。
⑤ 桑德罗·斯奇巴尼： 《 〈盖尤斯法学阶梯〉 汉译本前言》，黄风译，载桑德罗·斯奇巴尼： 《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文集》，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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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学家康德曾经说过， 法学是一门有关公正的科学。 该 “公正的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是
由立法机构公布的一切法律的原则 ……。所以，公正的科学指的是一个自然公正原则哲理的且有系
统的知识。从事实际工作的法学家或立法者必须从这一门科学中推演出全部实在法的不可改变的原
则。”① 意大利的法哲学家米拉格利亚亦曾经强调： “法律之为科学，乃建于理智或哲学之上， 及威
权或言语学之上。其为学也，所论为真，即理智也； 为确，即威权也。威权为理智之一部，而非为
［3］39

任意，亦即确者为真之一部也。”②

如果民法典的编纂能够实现其编纂宗旨 ，思维及其方式的科学化是实现该宗旨的重要路径 。民
法典编纂的科学化思维，是指在民法应当在为人设权的逻辑原点上 ，建构出人在民事活动中所涉权
利之体系，在此逻辑基础和思维意念的主导下 ，运用法律特有的方法、措施和手段，将人、物、权
利等因素依其不同特点加以思考 ，使民法典的编纂体现出系统化、科学化与合理化的体系。
2． 问题的提出
通过民法典编纂来剔除现行立法中广被诟病的内容 ， 这无疑应当是进行民法典编纂的目的之
一。2015 年 4 月 20 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将其撰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 征求意见稿） 》 （ 以下简称 《民法总则建议稿 》 ） 公布于世， 向法学理
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 《民法总则建议稿 》 有不少独到之处和创新之处， 同时
也有一些内容值得进一步商榷。例如，其一，“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即所谓 “两户 ” 的
规则是否还保留其 《民法通则 》 中的规范模式？ 其二， 法人的基本分类是应当回到源自罗马法的
大陆法系固有的分类标准？ 还是坚持 《民法通则 》 有关法人的分类标准？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其
三，法律行为的规则是否应当回归到法律行为理论的本源上去即德国法学有关法律行为的理论上 ？
还是坚持 《民法通则》 中被誉为 “具有中国特色 ” 的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 还有其他
一些问题，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
3． 对刻意求新却非科学化思维的警惕 ： 以 “法律行为” 术语争论为例
在现行民事立法中，有一些规则引发尖锐的理论争鸣， 例如最典型的争论之一就是关于 “法
律行为” 抑或 “民事法律行为 ” 术语争论的问题。 在法学理论界， 法理学界不少学者认为， 在
“法律行为” 这一表述的前面，一定要按照 《民法通则 》 的规定加以 “民事 ” 两个字， 因为法律
行为不仅有 “民事法律行为 ”， 还 “行政法律行为”、 “刑事法律行为 ”。③ 但是， 在民法学界， 包
括笔者在内， 却认为关于 “民事法律行为 ” 的问题， 我们需要通过民法典的编纂而进行必要的
“法律行为” 的归位性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需要指出： 将 “法律行为 ” 写成 “民事法律行为 ” 且定位在 “合法
行为” 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在此，我们仅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法律行为不宜定位为合法行为。
（ 1） 从法律行为理论与规则之萌芽状态时 ，其关注的核心在意思表示上而非是否合法 。
法律行为的萌芽性理解来自于罗马法且仅在私法领域中 。在罗马私法规范中，存在各种具体的
法律行为类型，如买卖行为、租赁行为、运送行为、保管行为、立遗嘱行为等等。罗马法学家们创
造了若干抽象语词，如 negotium （ 交易行为 ） 与 actus （ 行为 ） 、factum （ 行为、 事实 ） ， 但是， 这
①［德］ 康德： 《法律哲学》，北京大学法学院译，载北京大学法学院编：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版，第 398 页。
②［意］ 米拉格利亚： 《比较法哲学》，朱敏章译，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第 39 页。
③ 在 2015 年 5 月 16 日 －17 日由吉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 “第七届全国部门法哲学研讨会” 上，
不少法理学界的同仁们在其发言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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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词汇是在与其他词相结合、与之构成了一种专业术语后才具有了法律的行为之意义， 例如，Negotiumgestio，Actuslegitimus。“罗马法学家在法律赋予所有一般的行为以法律效果的前提 （ 事件和
人的行为） 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学术概念， 由于这个原因， 他们没有确定上述词
语的专业术语的、协调一致的、精确的含义，而这是在中世纪和现代才完成的事情 。但是罗马法学
家深刻地研究了意思问题、意思的正常形成及其正确表达问题 ，以及由此而来的它们的可能的缺陷
问题、形式问题、原因问题、无效问题、附加因素问题、解释问题、通过第三人的行为问题，他们
是在对各种类型的契约 （ 尤其是 Stipulatio ［要式口约］ 和买卖 ） 、 遗嘱和 Traditio （ 交付 ） 进行的
［2］348

深入分析中完成上述研究的。”①

（ 2） 在德国学者研究法律行为理论过程中， 德国学者在研究罗马法中的行为、 意思表示等规
则的过程中，将法律行为用 “actusiuridicus” 和 “negotium iuridicum” 两个拉丁文来表达这一术语。
其核心在于强调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用现代人的表述即意思自治。而意思自治则强调表意人之间的
平等对话的法律地位和尊重表意人之选择的法之精神 。
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对法律行为理论从萌芽状态进入到渐进成熟状态有过
清晰的描述： “中世纪时代的法学家 （ 注释法学派和评注法学派） 和现代的法学家 （ 西班牙的经院
派法学家、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 潘得克吞学派的法学家 ） 利用了由罗马法学家完成的这一深刻
的、极为珍贵的成果，他们选择并完成了在这一成果中确定的原则和规则 ，他们因此完成了某些原
则和规则的要点的概括或其他原则和规则的要点的集中 ，这样， 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几个世纪中，
这些体系被建构成了 ‘法律事实’、‘适法的法律行为’、‘不适法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 ’ 的普
遍的体系化的范畴，这些范畴的最重要的规则和可能是必要的例外得到了讨论和确定 。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这一工作在现代达到了成熟，在 19 世纪完成的这一成果， 尤其强调被个人主义地考虑的
人的 ‘自由意思’ 的价值。B. 温德沙伊德曾把法律行为定义为 ‘旨在产生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
示’。后来在 20 世纪， 法律行为被强调为以法律行为达成的利益的自我调节， 在最重要的方面，
［2］349

它被看作是行使 ‘私人自治’ 的工具。”②

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将 “法律行为” 定位在 “合法性” 上的理论缺陷： ③
其一，从文义层面来看，“法律行为 ” 的含义是指 “以法律效力之变动为目的的行为 ”， 或者
说 “以权利之得丧变更为目的的行为 ”，这个含义的底蕴， 在于法律承认民事主体对于私人法律生
活进行自治的自由。因此， 从 “法律 ” 推导出 “合法 ”， 再将 “法律行为 ” 界定为 “合法行为 ”
的分析方法，是不正确的。如果将法律行为的概念界定为一种 “合法 ” 的行为， 那么此种观点便
蕴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即只有内容上正当的行为，才有实施上的正当性，这一判断进而将会导致对
于人的自治自由本身的否定。因此，如果我们要坚持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进行私法自治的工具 ，那
么法律行为的概念就只能建立在意思表示的基础之上 。
其二，从制度层面来看，将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忽略其意思表示的要素，会导致法律
制度上的逻辑混乱。由于 《民法通则》 将法律行为界定为 “合法行为”，在主体、 意思表示、 标的
等方面具有不法之处的行为，只能被称之为 “民事行为 ”。 而不法的意思表示行为的效力界定， 本
应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该制度的重心所在，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即在标题为
① 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 《 〈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 （ I． 3） 汉译本说明》，徐国栋译，载桑德罗·斯奇巴尼： 《桑德罗·斯
奇巴尼教授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8 页。
② 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 《 〈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 （ I． 3） 汉译本说明》，徐国栋译，载桑德罗·斯奇巴尼： 《桑德罗·斯
奇巴尼教授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9 页。
③ 费安玲等： 《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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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 的民事法律章节中， 大量篇幅规定的却不是 “法律行为 ”， 而是 “民事行为 ”， 由此
造成了制度明显的不协调。与此同时，在前述支持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理由中， “只有法律行为
（ 合法行为） 才能实现当事人希冀的法律效力” 的判断，也在法律制度中出现了不周延： 在行为可
撤销、效力待定之场合，该行为虽然具有不法之处，在 《民法通则》 中不能称为 “法律行为 ”， 但
是在撤销权人没有撤销，或者追认权人进行追认的情况下，其依然可以发生当事人所希冀的法律后
果。由此可见，将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不仅将一个重要的法律范畴束之高阁而未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而且带来了制度内在逻辑上的冲突 。
其三，从体系层面来讲，位于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概念，是民法分则各编中一系列法律概念的
抽象，即前者只能来自于后者的共性。纵观民法分则，无论是合同，还是婚姻、遗嘱或其他包含意
思表示要素的行为，其均包含着合法与不法两种可能。 既然 “合法性 ” 并非民法分则中合同、 婚
姻、遗嘱等具体的意思表示行为的共性所在 ，那么将法律行为概念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的观点，
就是违背民法法典化的思考方法的 。
第二个问题： 法律行为是否还存在于公法部门之中？ 这是主张是否将 “法律行为 ” 前冠名
“民事” 两字的争议源点。
首先，我们需要对私法行为 （ 即法律行为） 与公法行为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观察 。
观察点之一： 意思表示是否具有首位性？ 公法行为因特别强调其合法依据即合法性 ，故意思表
示的首位性明显不强。相反，在私法行为中，意思表示是行为的核心和基础，没有意思表示，就没
有法律行为；
观察点之二： 行为的强制力程度。私法行为即法律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强制力 。如果行为人希望
获得法律行为之强制力效力，必须要通过法院且依照相关程序进行强制执行 ，方可产生强制力。公
法行为则本身就具有强制性，即使公法行为的实施有瑕疵，也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效力撤销 。
故而，公法行为不具有法律行为的特质，因而在公法部门，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法
律行为。也就是说，因西学东渐而传入我国的 “法律行为 ” 的表达， 完全是立足于意思表示基础
上，故而法律行为是民法独有的制度与规则。 “事实上，在民法以外的公法领域，法律对于社会关
系的调整，总体上奉行的是强制主义方法，即以代表国家一方的强制与相对人一方的服从为特点，
不仅相对人一方没有根据自己意愿创制法律关系的自治空间 ，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一方也根据职
责的要求，其自由裁量权也与执法者的主观意愿毫无关联 。尽管在民主政治、执法为民等理念的倡
导下，国家公共权力受到约束，但是公法关系中强制主义的色彩是不可能消除的 。正是由于在公法
［4］136
关系中不存在当事人的自治可言 ，所以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公法中不可能存在 。”①
综上所述，鉴于法律行为是民法中的独有制度与规则， 故而， 如果在 “法律行为 ” 术语前加

上 “民事” 二字，完全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在民法典编纂中应当不宜出现。
4． 法律中的定义之避免
罗马时代的法学家雅沃伦 ②曾经指出： “在民法中的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 事实上， 很清楚的
［5］ 926
虽然这样的表述可能有些绝对， 但是， 雅沃伦的警告
是，很少有 ［定义］ 不能被推翻的。”③
并非没有道理。当我们对一个术语的认识尚无法保证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 ，也就是说，当我们

① 费安玲等： 《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9 页。
② 雅沃伦 （ Iavolenus） 系公元一世纪罗马国家的法学家。
③ Theodor Mommsen Ｒecognovit，Corpus IurisCicilisI ，Instituones，Digesta． （ D． 50，17，202） ． WEIDMANN，1993，p． 926． 该罗马法
原始文献片段的拉丁文原文： Dig． 50． 17． 202 Iavolenus 11 epist． Omnis definitio in iurecivilipericulosaest： parumestenim，ut non subverti po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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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四个关系
［5］920
尚不能够将该术语所具有的内涵与外延完全通过 “那些对既存理性的简短描述 ”①
加以体现时，

最佳选择方案就是不要在法律条款中给该术语下定义 ，而是交给学者们去进行学理解释。

二、民法与商法、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 一） “民商合一” 与 “民商分立” 的模式选择： 百年难题
鉴于民法与商法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 从而民法与商法共同构成了私法的基本内
容。但是，民法与商法又有一定不同，其主要表现在它们各自调整的法律关系的属性不完全相同：
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包括交易领域中的法律关系如合同法律关系 ， 而且有大量的人格、 继承、
收养、侵权法律关系等与交易无关的法律关系 。商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则均带有商事性质 。
大凡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均面临着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关系的问题 。为此，在世界上，民法典
的体例主要有两大模式： 一是民商合一体例，其以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 》 为典型； 二是
民商分立体例，其以 《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 为典型。
在我国，自 1930 年的民法问世，在民法典基本体系上最终采纳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 ， 但是，
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依然单独编制。虽然我国立法史上曾经存在民商合一的立法，
但是在理论上，百年以来争议不断。尤其是当民法典的编纂工作重新启动后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
日渐强化。有相当多的商法学者对民商合一的体系提出了异议 ，认为应当单独编制商法典，将全部
有关商事活动的法律规则均纳入商法典中 。
笔者认为，如果采取民商合一的民法典， 将会使原本已经内容极为丰富的民法典变得极为庞
大，同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全部的民事 、商事的法律问题，因此，采用民商合一的民法典体例
在实际操作上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将商法的规则完全与民法分离 ，商事法律的适用
完全与民法典分割开，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情况。最佳处理方案是，鉴于民商事法律关系均属于平等
主体之间的关系，则可以考虑在民法典确立同样适用于商事关系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将商事法
律规范进行单独立法。
这样立法的好处在于： 一方面，能够从法律理念层面上反映出私法一元化的理念 。在弘扬私主
体的意思自治精神，杜绝私法领域中的特权思维等方面可以发挥出民法典的功能 ； 另一方面，在实
务操作层面上杜绝立法的粗糙或臃肿 ，以便使民法典与商事立法的目的均得以顺利实现 。
（ 二） 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最古老的与最现代的法律规则之融合模式的选择
关于知识产权与我国民法典的关系 ，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主要有两种观点：
1． “知识产权独立于民法典 ” 的观点。② 该观点以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 》 作为范式
法典，并以此为参照系，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不宜放置于民法典中 。其主要理由如下：
从近代民法典分析，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 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 19
世纪初叶与末期，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 《法学阶梯》 或 《学说汇编》。但是， 这些国家的知
识产权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 。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
式出现，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 。这是因为无形财产具有不同于有形财产的性质，
故无形财产不能与有形财产置于同一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 、不同的体系，且无形财产
① Theodor Mommsen Ｒecognovit，Corpus IurisCicilisI ，Instituones，Digesta． （ D． 50，17，1） ． WEIDMANN，1993，p． 920．
《知 识 产 权 制 度 不 宜 编 入 我 国 民 法 典 》， http： / / wenku. baidu． com / link？ url = LIVpPrＲpje9dUefTBmNY5jjn _
② 吴汉东：
JXPkxC1x3yHdNWZ6GtI50wuzSg0Arm6c2uxZs2vYYEFYQX15QivZ4TUKLV3HAtKy5AuOg_ －SP_ 9－E1emFa，2002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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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一定期间内。此外，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也并未像构建物权体系那样 ，将
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总之， 在近代范式民法典中，
知识产权由于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 ，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
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 而从现代法典分析， 虽然 20 世纪以来知识
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
显，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本国的民法典 ， 并在 90 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
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例如 《意大利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 等 20 世纪以来
的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 。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
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 。如果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
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 ，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
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一方面，将知识产权放置于民法典中，世界上对此没有成功的经验，并
且知识产权本身已经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了； 另一方面，特别是工业产权部分，它都是靠行政授
予才获得的民事权利，这是它特殊的地方，如果把知识产权放进民法典，就非有一大批行政程序条
款进入民法典里，这就不成为民法典了。①
2． “知识产权放置于民法典” 的观点。该观点立足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理论基础 ，认为以知识
产权法有其特殊性而拒绝承认它是民法一部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民法中的任何一部分内容
均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在有特殊性的同时又存在着民法性质的共性 。鉴于此，应当将知识产权放
置于民法典中。②
笔者认为，将现有的已经颁行的知识产权法的内容放置于民法典中 ，在立法技术的处理上具有
不可操作性，因为现在已经颁行的知识产权的单行法比较多 ，全部放置于民法典中只能导致民法典
内部体系的混乱。
我们可以考虑，将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则放在民法典中， 而具体规则可以放在单行法中加以规
定。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在民法典之外的以单行法形式体现的私法被称之为 “特别私法 ”， 如商
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但是， 由于 “特别私法 ” 与民法系同属于权利为核心的完整体系里
的内容，故而 “特别私法” 本身没有独立于民法之外的可能， 按照德国学者看法， 这一方面是因
为 “特别私法” 没有自成一体的规则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 “特别私法 ” 与民法之间的划界缺少
一种必要的、体系上的理由。③ 在另外一些法典化国家所制定的二十世纪民法典内 ， 根据对私权体
系的认识，对民法典体系的思考，以及对处于发展中的知识产权的认识 ，将知识产权放置于民法典
中，如 1942 年的 《意大利民法典》、1992 年的 《荷兰民法典》。④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法典的制定，必然反映着该国自己的经济的、 文化的、 法律的背景。
其他国家将知识产权放置于民法典 ， 这并不当然导致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也必须要这样做 。 反之亦
然，其他国家民法典没有将知识产权放置于民法典中 ，也并不当然导致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同样不能
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对知识产权与民法典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
如果我们从权利体系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应当说，既然我们从私权权利体系上无法将知识产权
① 参见郑成思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举办的 《民法典论坛》 上的发言，载 《中国法学网》 http： / / www． iolaw． org．
cn / showNews． asp？ id = 2295，2002 年 11 月 26 日。
② 参见中国政法大学 民 商 经 济 法 学 院 举 办 的 《民 法 典 论 坛》 上 的 学 者 发 言，载 《中 国 法 学 网》 http： / / www． iolaw． org． cn /
showNews． asp？ id = 2295，2002 年 11 月 26 日。
③ 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 页。
④ 谢怀栻： 《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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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私权体系之外，那么就应当考虑知识产权必须以某种形式被昭示于世 ， 它是私权之一部分，
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首先是私法的使命。至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追究，均必须以知识产权
这一私权遭到侵害为前提。
在确定知识产权也同样系民法典应当有的内容这一重要前提下 ，我们可以根据民法典的立法技
术特点做出安排。即根据民法典的逻辑和体系，将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则放置于民法典内 ，将对知识
产权给予详细规制的单行立法内容依然独立于民法典之外 ，形成民法典与单行法并存之状。
总之，知识产权与民法典有着血水相溶的关系 ，虽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立法技术的局限性，
使得不少法典化国家的立法存在着一个现象 ，即充满新的法律规范内容的知识产权立法游离于民法
典之外。但是，在我国欲制定的二十一世纪的民法典中 ，我们应当根据民法典、私权体系与立法逻
辑之间的关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三、法学理论、司法实践、社会习惯与民法典编纂的关系
（ 一） 法学理论与民法典的编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将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律编纂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萌状可以追溯至古希腊 。 公元前 594 年的 《梭
伦法典》 将古希腊人对国家政体、 土地权利、 财产继承等研究成果纳入其中。 不过就法学理论研
究而言，古希腊时期可能更多的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法学理论 ，而是带有一些规则内容的自然法哲
学思维。其强调 的 是 自 然 法 对 人 类 社 会 “自 然 具 有 普 遍 的 约 束 效 力。 初 不 受 成 于 常 人 的 意
［6］2

志。”①

但是，较为成熟的将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律编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者则显然当属于罗马社会
的法学家们。如果从 《十二表法 》 始算， 罗马社会的法学家们历经一千多年的法学理论研究才形
成了罗马法中最经典的内容 《学说汇纂》。
表面看来 《学说汇纂》 是数十名法学家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研究作品的汇纂 ，② 但是， 它实际
上是罗马社会法学研究水准的整体体现 ： ③
一方面，罗马社会法学家们继受了古希腊的自然法哲学理念 。以向罗马人解释古希腊哲学著称
的西赛罗，以他十分精彩的语言，在他的 《论共和国 论法律 》 中雄辩地阐述了流行于当时法学界
的自然法思想： “有一种符合人的天性的真正的法律， 也可称为正直的理智， 它扩散在一切人中
间，它是不变的，永恒的，它命令我们应该做什么，禁止我们做坏事； 不过，尽管它对好人能有效
地命令他们做好事或禁止他们做坏事 ，它却不能命令或禁令来改变坏人。它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能
将它废除，也不允许逃避它……我们不能找一个法学家来评论它或解释它 ； 它在罗马是这样，在雅
典也是这样； 它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 它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变的，对任何国家和任何时
［7］120
期都是同样的……”④
罗马社会的法学家们接受了这样的思想： 自然法是理性和道德的， 人们
的意志无法将其进行改变。自然法要求的是秩序与和谐。
另一方面，罗马法学家们将自然法理念融入到法律规则中 ，形成了所有权、他物权、契约、侵
权等大量极富创造性的法律制度规则 。
①［美］ 庞德： 《庞德法学文述》，雷宾南、张文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② 在这些法学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后世人们称为 “五大法学家的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和莫德斯汀，他们的学说
被罗马皇帝钦定为全罗马国家的审判者应当遵循的准则。在优士丁尼 《学说汇纂》 中，他们的论述占据全书内容的 66%以上。
③ 根据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 （ Sandro Schipani，1940－） 的统计，在罗马史书上有记载的主要法学家有 122 名，
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 《正义与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7 页。
④［古罗马］ 西赛罗： 《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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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在于，法律规则的产生，法典化思维的基础均与法学理论研究密切相连。
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律规则及其法典编纂之间的关系状态 ， 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加以描述是最
恰当不过的。
对我国而言，法学理论水平的程度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民法典的编纂一定要建立
在充满自由讨论与争鸣精神的法学理论的基础上 。没有较为成熟的法学理论，民法典的编纂只能走
向失败。
经过三十余年的 “补课”，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开始真正迈上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新平台 。 在这个
平台上，所谓的传统法学理论与现代法学理论相衔接 ，外国法学理论与中国法学理论相并存 ，所谓
的纯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研究相结合 ，如此等等。目前的法学理论研究开始走向初步成熟阶段。
这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一定基础 。因此，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将已经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
纳入其中。例如，有关法人的分类标准、合伙在民法体系上的定位、 成人监护在监护制度中的确
认、担保制度的整合、债的体系化规则等相当多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应当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加以吸收。那种为了坚守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主张而视法律之科学性 、体系性于不顾的现象，值得反
思与矫正。
（ 二） 司法实践与民法典的编纂： 整合与填补
在大陆法系国家，其立法与司法体制决定了成文法的基础性地位 。但是，成文法的体制不应当
也不可能令法官成为单纯的 “执法机器”，相反，法官基于其法律职业人的素养、 基于其对法的精
神与规则的理解， 在案件审判中应当有其自己的思想与判断 。 不过， 我们看到， 在我国立法以
“宜粗不宜细 ” 原则引导下所存在的大量规则粗糙不堪的情况下， 由于对立法规则理解的不同，
“同案不同判” 的情况频频出现。我国法学界对此诟病甚多。 其实， 这并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 虽
然不同国家各自的诱原不尽相同，但是，正如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汉密尔顿指出的那样： “我们时
常看到，不仅法院不同，而且同一法院的法官意见也不一致 。为了避免许多独立法院的相互矛盾的
决定所必然造成的混乱，所有国家都发现必须设立一个有全面监督权的最高法院 ，它有权最后决定
［8］112
和宣布一个民法的一致规则。”①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院的司法审判在立法规则与我国法律实务紧密契合的领域内做出
了诸多努力，极大推进了我国经济活动的顺利发展 。但是与此同时， 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在立法规则相当不令人满意的情况下 ，最高法院亦不得不通过多种路径以应对之 。这就是我国最高
法院为什么频频出台各种司法解释 、案件指导的主要背景之一。
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蕴含的丰富司法实务资源 。这不
仅包括最高法院为了弥补法律实施中的遗漏 、 不足或含糊不清所出台的许多司法解释， 亦包括自
2011 年底开始探索的指导性案例制度所积累的司法经验与裁判要旨的提炼 。 它们充满着法官在司
法实践中的智慧，其经过提炼必然会成为民法典中很好的内容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将我国在司法
裁判中积累的民商事规则整合进民法典中 ，而且还应当确定未来的民法典之开放性特点 ，使得我国
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经验成果的必要填补 。
（ 三） 社会习惯与民法典编纂： 筛选与汲取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习惯给予必要的关注 。所谓社会习惯，是指在社会生活
中长期存在的、被人们自愿遵守的非立法者颁行的行为惯例 。民法典的编纂不应当忽视社会生活中
①［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第 112 页。 《联邦党人文集》
是十八世纪末美国著名的 “批准宪法运动” 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
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以 “普布利乌斯” 为合著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

106

论我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四个关系
的习惯。立法者应当深入调查社会生活中既有的民事习惯 ， 并科学地将其纳入民法典的编纂范围
内，以使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更加 “接地气”，更加贴近中国现实， 更多接纳国人的法律智慧。 实际
上，将社会习惯作为民法典的重要法源是大多数法典化国家通行的做法 。
我国近代，于清朝末期、民国初期分别为当时的民法典编纂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民事习惯和
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在当今社会，虽然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习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
改变，但是，社会习惯依然是不容忽视法源之一 。故而，应当广泛且深入地对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习
惯进行必要的调研，从一定角度看这是民法典编纂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
实际上，我国在 《物权法》 立法中， 已经关注到社会习惯并做出了相应制度规则的安排。 例
如，在涉及不动产权利变动的登记制度设计中， 《物权法 》 第十四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 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也就是说，
涉及不动产的权利变动， 以登记生效为基本规则。 但是登记制度的产生系以满足 “陌生人社会 ”
对交易安全的需要为本旨。在 “熟人社会” 中，这样的需求并不那么重要。 比如， 在乡村， 土地、
房屋等不动产发生的物权变动基本上都发生在乡民之间 。 乡民们会通过 “熟人社会 ” 信息传播路
径清晰地理解到该不动产的权利状态 。如果非要求乡民们在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等
不动产权利变动时一定要翻山越岭地到指定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其后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这显
然是不现实的。如此的规定，其结果只能导致人们将该规则 “束之高阁 ” 而以社会习惯加以调整
之。为此，《物权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
未采纳登记生效主义的思路。 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行使和转让， 根据 《物权法 》 第一百五
十三条和 《土地管理法》 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经乡 （ 镇 ） 人民政府审核且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即可
产生相应的物权变动。因此，在民法典编纂中，立法者应当关注到社会习惯的存在并在该立法内做
出相应的规则安排。
综上所述，法学理论、司法实践、社会习惯与民法典的编纂之间，并非存在相互冲突、不可协
调的关系，相反，它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

四、法学家、立法工作委员会与民法典编纂独立委员会的关系
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之编纂，应当不同于过去立法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要编纂一部能够体现二
十一世纪特色 ①的科学的民法典，需要一个由法学家、资深法官、资深律师和有着法学素养的立法
机构和政府机构官员共同构成的独立的民法典编纂委员会 。
从立法史的角度而言，通过专门的编纂委员会来完成法典编纂工作并非是现代人的创造 。实际
上，这是产生于罗马社会早期、成熟于罗马帝国时期的一种立法传统 ，该传统被欧洲大陆、拉美等
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所继受。通过观察欧陆国家立法史，我们可以看到：
公元前 462 年，罗马国家的保民官特兰提留提议将民间口口相传的法律规则编纂为成文法 。 该
提议获得了民众和元老院的共同支持。 一个由 10 名贵族组成的专门立法委员会成立， 于公元前
452 － 451 年编成 10 个法律条文，经民众大会通过，元老院批准，镌刻在 10 块铜版上， 公布在罗马
广场以供民众知晓。次年即公元前 450 年，立法委员会的成员发生部分变动，同时又增加了两个法
律条文，补充镌刻在铜版上。这就是史称的 《十二表法》 （ Lex DuodecimTabularum） 。
①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撰文并在不同的有关民法典编纂的会议上呼吁要制定体现二十一世纪特色的民法典，对此，
本人十分赞同。但是，若实现之，需要切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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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528 年，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 （ 公元 527 － 565 年在位 ） 任命对法律有深入研究的前宫
廷财政大臣特里波尼亚和数位著名法学家组成的法典编纂委员会 ，对罗马国家业已存在的法律、皇
帝们的谕令和批复、民众会议决议、元老院决议和法学家们的解释进行法典化编纂 。经过六年的编
纂工作，先后完成了 《优士丁尼·法典》、 《学说汇纂》、 《优士丁尼 · 法学阶梯 》。 为当时的民众
了解法律、审判者执行法律提供了便利，更为后世的人们研究罗马法提供了丰富资料 。
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洗礼，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复兴。伴随着罗马法之复兴，罗马人以专门编纂委
员会完成立法的模式也成为欧陆各国竞相学习的内容之一。《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意大
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荷兰民法典》 等均是在专门编纂委员会 （ 或小组 ） 的努力下完成的
立法结晶。
在我国近现代，同样存在为立法而专设机构的情况 。1907 年由沈家本等熟悉法律的大臣牵头，
设立了修订法律馆，进行旧法的修订同时负责起草民刑法典的工作 。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中华民国
后，十分关注法律编纂工作。 遵循其遗愿，1929 年由傅秉常、 焦易堂、 史尚宽、 林彬和郑毓秀
（ 后改为王用宾） 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历经十余年， 民法典各
编陆续颁布，史称 “中华民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立法被作为 “旧法 ” 而废除。195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
专门小组负责民法典起草工作并形成 “民法典第一次草案”。1962 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发出的 “不仅
刑法要，民法也需要” 的指示，全国人大再次组成专门小组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 于 1964 年完
成了 “民法典第二次草案”。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专门小组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于 1982 年在四个草案中选定了其中之一而完成了 “民法典第三次草案 ”。200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组织专门小组再次启动民法典的起草 ，并在 2002 年拿出了 “民法典第四次草案 ” 并提交到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进行了审议。
虽然上述诸民法典草案，或因遭遇政治运动、或因起草匆忙内容较为粗糙而最终均无下文 。但
是，专门起草小组的设立和存在价值 、其编纂民法典的经验与教训是不容忽视的 。可惜的是，以独
立小组 （ 或委员会） 的形式起草法律草案的传统在近十余年来遭到一定程度上的抛弃。 对提交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草案而言 ，法学家的作用多呈现为对立法草案的论证者而非
草案的起草者。但是，对于一个法律术语混乱、法律体系不清、法律规则之间多有冲突的立法草案
而言，论证者的努力仅起到修修补补的作用 ，而对于该草案的整体却难有回天之力或者其努力亦实
为枉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法学家群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的法律工作委员会不
能等同于民法典编纂委员会。
法学家是法学理论研究者，无疑，其对法学理论的熟谙程度、对法律问题的思考视角之宽域使
之对法律问题的观察与分析具有独有见解 ，而法条表述与架构等法技术上的娴熟 、超脱于各利益集
团之外的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发展走向的预见力，更使其在立法活动中具有突出的优势 。但是，就
我国目前法学理论研究界的活动状态而言 ，由于受制于学术评价机制的约束，对学者进行法律实务
活动的评价多为消极评价。法学研究，如同医学研究一样，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临床的医
学不是真正的医学。没有法律实践支撑的法学研究，其法学理论研究难以体现社会现实 。与其他国
家如意大利等国家中的著名法学教授同时也是著名律师 ①的情况不同， 我们国内相当多的法学理论

①在意大利，大学里著名的法学教授尤其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教授，基本上或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或是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这些教授不仅对法学有着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有着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因此，在他们著作等身的同时，也是著名的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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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① 多缺乏法律实践经历，导致其理论研究的内容或者多是国外法理和案例的翻译信息 ， 或
者是 “真空实验室” 般纯理论的自我推演却完全无法放入我国现实社会中。 因而， 对我国目前而
言，由单纯的法学家组成民法典编纂委员会尚属于过于理想化的考量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的法律工作委员会是我国重要的立法工作机构 。但是立法工
作机构不能等同于民法典编纂委员会 。因为该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事的是与民法典编纂活动相关的辅
助性工作，不是立法起草的适格主体，因为根据国家立法计划，该机构内设的专门科室的工作人员
面临着每年要完成数部立法的任务 ，对这些工作人员而言，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很苛刻
的任务。立法活动不仅十分讲究专业，而且十分讲究专业研究的深入化、精细化、科学化。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我国民法典的编纂 ，应当通过设立专门编纂委员会来完成这一伟大时代所赋
予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该编纂委员会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
第一，独立性。民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成立， 以完成一部科学而又完备的民法典的编纂为其要
旨。该委员会应当独立进行立法活动 。如果该委员会能够起草并使之得以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 、充
分体现法的公正与善良精神的民法典 ， 不仅是对国家负责任， 更是对公众、 对社会、 对历史负责
任。该委员会应当在民法典的编纂中能够具有执着理念 、 深入研究立法工作、 完善立法技术等品
质。
第二，专家性。民法典编纂委员会应当由法学家、资深法官、资深律师、专家型官员等法律专
家组成，其中法学家最好占有较多比例。这些法律专家不仅应当在法学理论上有着深厚造诣 ，而且
对中国现实应当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并对国外的较为经典的立法例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 。来自法学
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专家们共同构成该委员会 ，将形成编纂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互补 ，为形成科
学的民法典奠定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
第三，中立性。民法典编纂委员会应当坚守立法的公允和正义 。因为该编纂委员会不是某个或
若干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不能将民法典变为给某些利益主体以特权的 “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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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十年来，法院、检察院越来越多地聘任大学法学教授们担任法院副院长、检察院副检察长，或下设的庭 （ 厅） 的副庭 （ 厅）
长。但是，能够在法院、检察院进行兼职的学者终究呈凤毛麟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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