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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法典化与私法价值的实现
李少伟
（ 西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 法典化意味着需要理性支配，在注重形式合理性的同时，更需要讲求其实质合理
性，亦即价值理性。 私法价值是民法法典化的灵魂，各国民法法典化的历史表
明，法典的制定均有其价值预设。反思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私法文化缺失
的状况，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更应注重私法价值取向的确立 。 同时要正确处理
移植和继承的关系问题，兼顾本土性、传统性，发现、挖掘和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
的有益资源。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恰当结合或者统
一这一现代私法文化价值为其价值取向 ，在确立和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兼顾社
会正义，使得现代私法的价值诉求能够通过民法法典化而得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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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Codification and Ｒ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Private Law
LI Shao-wei
（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 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Codification implies the need for rational control，and emphasis on not only formal
rationality，but also substantive rationality，namely value rationality． The value of
private law is the soul of civil codification，and histories of civil codifi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show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each code has its own value
presetting． Ｒeflecting on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n China，especially the lack of
private law culture，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aid on establishing value orientation
of private law during civil cod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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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inheritance should be dealt with properly，by discovering，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beneficial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law culture with nativeness and
conventionality in mind． Formu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n China should take proper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liberty with social justice or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is modern private law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and keep social justice in mind
while establishing and protecting individual liberty，to realize the value appeal of
modern private law through codificat．
Key words： civil codification； rationality； value of private law； individual liberty； social justice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 ，亦即民法法典化工作 ，正在按照立法规划有序推进之中 。 我国未
来的民法典 ，是否能够满足立法者和民众的期待 ，对社会关系发挥其应有的调整 、规范作
用 ，除了立法技术之外 ，更为主要者应是其价值取向的确立 。 民法典体现什么样的价值理
念 、包含什么样的内在精神 ，是民法典的根本 。 但是 ，围绕民法典的编纂 ，我们所能看到的
是 ，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制度 、规则层面 ，而对于制度 、规则后面的价值理念
和内在精神则关注较少 。 对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重视不够 、研究不足 ，造成了就制度谈制
度 、就规则谈规则的僵硬局面 。 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根本性问题 ，应
当引起高度重视 。
一、民法法典化之理性要求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决定 》） 。 在《决定 》的第二部分“完
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的第四点“加强重点领域立
法”中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明确讲到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
民法典，……”①。这是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明确要编纂民法典。 这也意味着，我国民法
的法典化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众所周知，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本次民法典编纂，新中国共组织了四次民
［1］
法典的起草工作 。这次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所启动和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工
作，应该说是第五次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至于我国编纂民法典或者民法法典化的必要性或者现实意义，学者们一般认为： 一是尊
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需要； 二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三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需要； 四是克服
民事立法碎片化的需要。
民法典的编纂或者民法法典化，意味着要将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相关制度 、规
则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具有逻辑性的制度、规则体系。法典的特点是注
重形式理性，即注重逻辑性和体系性。
法典化既要重视形式理性，也要重视实质理性。
理性支配下的人为制度设计，是法典化的特征。现代法以形式理性为其重要品性，法典
的编纂其实就是法追求形式理性的过程。 民法典的编纂自然也不例外，所要求的依然是形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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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是韦伯对法的理性的经典区分。 所谓形式合理性，
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纯客观的、形式的合理性，合乎逻辑以及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其主
要表现形式。与法的形式合理性不同，法的实质合理性则意指立足于某一理想、信念的合理
性，
具有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以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为根本特征，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则以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诉求为特征，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 形式理性是现
代法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体现形式理性的要求，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法的重要标志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的是，法典化不仅需要注重形式合理性，而且应当重视实
质合理性。法国比较法大师勒内 · 达维德就认为，法的价值和法的技术为法学研究的两个
关注点，而不是仅关注其一。日本法学家星野英一也认为： “一般来讲，不限于民法，可以说
所有法律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当我们要设定某项规定时，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我们首先要确定，为什么要设置这些规定？ 这样，规定的目的当然构成其前提。 此时，我们
头脑中有可能已经存在一定的方向和理念，也有可能要重新考虑以什么理念，换言之，基于
［2］
何种价值判断作出规定。” 法律所要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中，依星野英一的说法，第一个就
是法的理念或者法的价值判断。 由此可以看出，法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也就是实质合理
性，对于法律的制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解决法的价值判断问题，明确法的价值取向，是法律
制定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前提。对此，台湾学者方迪启表述了相同的观点： “如果规范与价值
判断之间有任何联系的话，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全在下列事实： 规范若要有效，必须以相关
［3］
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因此，价值研究应先于规范的研究。”
以上认识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围绕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亦即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
中，研究乃至确立民法典所应追求和体现的价值，即解决其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理性、
实质合理性的确立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急迫。
二、私法价值之于民法法典化的意义
（ 一） 私法价值是民法法典化的灵魂
前文所谈到的法的价值，也可以称为法律文化的价值，因为文化是以价值作为核心的。
就民法而言，就是私法价值，或称之为私法文化的价值。 私法的价值就是民法的价值，这是
因为民法是私法的基础和主要构成内容，私法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民法体现的，在民商合一立
法体制下，民法就是整个私法。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私法的价值所指称的就是民法的价值，
两者可以在同一意义上来使用。对于我国民法法典化而言，私法价值构成民法的灵魂，而民
法典的编纂、民法法典化又为私法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方式和途径。
私法价值之所以构成民法典的灵魂，是因为没有了这个灵魂，民法典就会丧失生气。 民
法典肯定要有其价值诉求，不存在不表现任何价值的民法典。同样，民法典如果未能设定和
体现适当的私法价值，则一定不是成功的民法典。 因此，对于各个国家的民法典编纂来说，
不可缺少的步骤便是价值的合理设定，在法的诸多价值中选择和确定适合于本国民法典的
价值。
法典乃理性化的产物。“民法法典化是法律理性化的过程，它具备两种理性品格： 一是
［4］
形式理性，即法典； 二是价值理性，即对人的终极关怀。” 民法乃市民社会之基本法，市民社
会关系和行为方式由民法来规范，市民社会的交易基础由民法来构造。 就民法法典化的价
值理性而言，必然要求民法必须反映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及其规律性，承认市民社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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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即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尊重个人的权利，承认个人生活是不可干预的，为市民社
会的成员建构一个公权力不得干预的私人自由活动空间，除非存在法定事由，并依照法定程
［5］
序，外来强力不得干涉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 。 公民个人是构成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
单元，而国家利益不过是全体公民个人利益的一种集中体现，因此公民个人及其利益也是法
律所要保护的主要对象。在私法中，居于基础的地位的是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私法的根本
任务就是尽其所能地确认和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之故，才有了孟德斯鸠的至理名言： “在民法
［6］
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在当代，要称得上现代国家，就必须做到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 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也
只有在人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 。 需要明确的
是，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客观上存在着差异，但尽管如此，从现代文明国家
的意义上观之，各个国家民法在价值理念、基本精神以及维护私人基本权益方面，还是显得
十分趋同和一致的。合理确认和充分保护权利，乃现代法治之精神，而确认和保护权利，则
与民法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具有紧密的依赖关系。
（ 二） 民法法典化的历史表明，法典的制定均有其价值预设
众所周知，在民法法典化的演进史中，作为资本主义时期第一部民法典的《法国民法
典》，积极回应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趋势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和体现了大革命时期
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等价值理念，使得这些价值理
念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而得以落实与呈现，最终使得民众的利益确认、保障获得了具体的法
律依据。正因如此，艾伦·沃森才对《法国民法典 》作出了如此评价： “在整个大陆法系的历
史中，民法典诞生的深远意义，是无以伦比的。（ 法国） 民法典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整
个大陆法系都因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的确，在典型的近代形式的民法典面前，先前的法律
［7］
荡然无存，就连辅助性的作用也谈不上了。”
而且，在《法国民法典》之后，大陆法系各个国家的民法典，依然以市民社会的价值诉求
为其精神基调。由于“《德国民法典》表达了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 所有的人在法律统治下的
自由与平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自由处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签订合同来处分其财
［8］
产。” 在价值观上做到了与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非常适切的选择，因此，其作为 20 世
纪典范性的民法典，而被编纂民法典的多个国家所效仿。正如罗伯特 · 霍恩在他的《百年民
法典》一文中所提及到的那样，《德国民法典》对其他一些国家民法典编纂发挥了重要影响作
“《德国民法典》的颁布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 日本在大量吸收《德国民法典 》前三
用，
编的基础上，于 1898 年颁布了《日本民法典》。到了 20 世纪《德国民法典》在匈牙利、捷克斯
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希腊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们邻近的国度里，《德国民
［8］
法典 》则是通过推动和影响其法学研究的方式来发挥其作用的 。” 正如民法学者所周知的
那样，霍恩对《德国民法典》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是中肯的。 因为在德国民法典之后，欧洲
大陆许多国家制定了民法典，而且这些民法典均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只是受影响的程
度不同而已。
显而易见，凡是在世界民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乃至在世界法制文明史上发挥过重
大影响作用的民法典，都有其价值预设，并将它作为法典编纂的起点。这一点在研究和审视
各国民法典编纂史时，如果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 法国民法典制定在自由主义上升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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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这一时期民法典的典范，在制定之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理念，诸如个人、自由和平等等
价值理念就早已内化为人们内心的确信，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平等性成为人们观念中的共
识。人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之后，就被认为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 既然所有的个人均可直接
面对上帝，那么每个人就是平等的，正是通过对这种宗教教义的改造以及向世俗社会的过
渡，才催生了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观念，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民法典制定的主要遵循。 但
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来的，是对这一思想观念坚守的些许松动。 生产的
社会化发展，资本的集中，带来了社会关系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雇佣者与劳动者等之间，在
自然状态下存在的平等的市场地位逐渐丧失，经济实力上的悬殊状态加大，这些状况的出
现，导致个人意思自治这一早期民法所确立的原则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大打折扣。 在此情况
下，仍然坚持僵化的抽象平等人格显然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导致现代民法开始发生转
向，转向兼顾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福利，而不是将尊重个人自由极端化。回应社会发展的要
求，现代民法认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负担相应的义务，提出了所有权社会化的主
张，
并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民法的主流观念。 学者们甚至呼吁，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实现
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 其实，无论是消费者权益的特别保护，还是所有权负有义
务，均反映了民法在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维护的基础之上，使得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尽量获
得平衡与协调。而这正是体现了民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社会变迁中努力促进社会正
义的作用。
三、私法价值的确立对于我国民法法典化之必要性
根因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状况，重视乃至确立私法价值对于我国民法法典化非常必
要。中国在其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经济上，一直坚守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重农抑商是其奉行的主要策略； 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体制； 在观念上，自由、权利、平
等等这些私法制度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观念前提，则一直付之阙如。在近代，中国所推行
的法律改革和法典编纂，不是中国社会自由发展的结果，也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制
于西方列强的外来干涉，被推到了近代化的历史漩涡，被动强加的结果。 因此，我们所能看
到的是，虽然有私法制度的逐步建立，但能够与之匹配的私法文化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却并
未得以建立和形成，造成了制度建构缺乏文化基因的格局，进而出现了法典的制定及实施与
其所应当体现的价值理念之间的脱节状态。
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是，西方社会经历过的文化改革和观念革命，在中国的传统社
会一直未曾出现，因此私法所应当包涵的价值意蕴，自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难觅踪迹。 显
而易见，在缺乏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导向和支持的情况下，去建立法律制度，难免会陷
入迷茫； 就连评价制度本身好坏的价值尺度和标准，也只能付之阙如。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
私法文化传统的缺乏，则更是如此。 因此之故，在我国推进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之中，对私法
文化价值的重视和研究显然具有根本性意义。
我们强调私法价值的确立，是说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私法制
度只是一个方面，对于作为私法制度内在精神的文化价值的重视，则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方
面，如此才能够解决私法制度的价值理性问题，否则即使制度建立起来了，也将是缺乏灵魂
的。建立现代私法制度，有赖于现代私法文化价值的指导，否则所建立的制度就不是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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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而且，由于法具有教育和引导功能，所以从长远的意义上讲，私法制度只有在体现了
现代私法文化价值时，才有可能在其施行中发挥这一功能，使现代私法观念为社会大众所认
知，并内化为其精神理念，进而使得制度的施行获得更多的文化观念认同和支持。
当然，正确处理移植和继承的关系，亦即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互衔接、
相互适应的问题，也是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问题。 现代法律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以集团权力为本位； 现代私法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为个人自由，而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则注重维护集体、团体利益，难以发现私法文化的潜质。 由此可见，现代私法文化价值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明显存在，两者形成相互排斥的关系，对此关系如
何协调和处理，使之达成融合，的确是一个既现实又重要的问题。对此一问题，本文认为，应
当首先确定基调，这个基调就是弘扬和倡导现代私法文化价值； 同时兼顾传统，就是尽量照
应和传承我国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更大程度上的吸收和借
鉴，是我国现代私法文化建构的必然路径，而并非是继承传统，这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
乏现代私法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理念的客观情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从我国有限的私法
制度建构史来看，从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起草到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制定 ，乃至新中
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民商事立法，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而在今天，面对我
们要建立和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就更应如此。与此同时，要立足
于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着眼点，注重本土性、传统性，寻求我国传统文化中曾经有用
并且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私法文化因素，挖掘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资源 ，
并加以改造、利用，努力建构一种能够融现代私法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道德、习惯，协调一
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私法文化，并以此新型私法文化价值取向为指引，建构我国的私法
制度。
四、民法法典化应确立和体现的私法价值取向
可以想象，每个国家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都会面对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即应当制定
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 基于人类文明发展之共性要求，借鉴人类法制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
这应当是民法典制定的共识。但是，基于“法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事实 ”，又不可能照搬他国
的民法典以制定本国的民法典。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自身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条件，决定了其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变革，塑造了法律文化的品质。 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
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
［6］
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其实，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定位，决定了我们将制定出什么样的民法典。 一部成功的民
法典，不仅要在实质意义上反映私法的根本属性，其基本制度和具体规则能够适应时代发展
的要求和具体国情的要求，而且本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也能够被合理、充分地利用； 也应当在
形式意义采用科学的立法技术手段，使立法目的能够得以实现。 但是，以笔者所见，最为首
要和重要的，乃是民法典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确立，因为如前所述，法的价值取向是法典的灵
魂。在 2005 年 4 月的“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国际研讨会 ”上，Okko Behrends 教授作了以
《市民社会和欧洲法法典化运动》为题的演讲，他说道： “法典化的重要标志在于其具有统一
［9］
的科学精神。” 这里所说的科学精神，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法典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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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和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
任三大私法原则，体现这些原则的私法制度的施行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经济的发展到了 19 世纪中叶之后，一些严重的问题开始出现，
诸如资源被滥用、劳资的对立以及贫富悬殊的形成等，迫使各国对三大原则开始进行修正，
在所有权领域出现了所有权社会化观念； 极端重视个人权利的立法思想发生转向，开始重视
公共福利； 契约自由的绝对性受到质疑和消解。如今，在西方世界，最先制定民法典，走上资
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各个国家，其所奉行的民法理念基本上都得到了修正。那么，西方国家的
这种法律发展路径，对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构而言，究竟有何种启示呢？ 总的来看，忽视人
类法律文化、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是在审视和总
结西方国家民法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民法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既有的法律
文化传统和既有国情，明确我国民法典的基本使命，进而确立我国民法典的价值取向。
关于我国民法典的价值取向，本文认为，应当以现代私法的价值取向来确定 ，定位为个
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恰当结合或者统一，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兼顾社会正义。 个人自由
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呈现为相反相成的关系，两者既有相成
的、一致的一面，也有相反的、冲突的一面。 就价值内涵而言，个人自由价值所注重的是个
人，社会正义价值注重的是个人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 个人自由价值所要求的是个人需求
和利益的极大满足、个性的充分展开，而社会正义价值则要求对其给予必要的限制。
（ 一） 体现私法的根本价值，确立和维护个人自由权利
由于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的差异，尽管在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所有权社会化的
态势，也有人在惊呼契约的死亡，但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状况而言，确立和维护个
人的自由权利，应当仍然是我国民法典的主要的任务。就像王伯琦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所
谓社会本位的法律，说到底仍然是对权利本位法律的调整，其基础还是权利，所不同的仅仅
是基于某种目的而对权利的限制罢了。从法国民法典开始确立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过
错责任三大原则，时至今日依然是各国民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础，尽管法律的目的开始向兼
顾社会公共福利转向，但仅仅是兼顾，其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目的并未发生改变。 因此，所
谓法律本位的转向，只是对以前的极端个人自由的修正，而非对个人自由的否弃，“契约的死
亡”亦非真正的死亡，而是在新的意义上的“契约的再生 ”。 认识到这一点，会帮助我们把握
何者是应当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何者是应当兼顾的价值准则。 否则就有可能会造成价值
选择的迷失，认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也应当从一开始就从社会本位出发，而忽视个人权利
和利益，将两者的关系本末倒置。
近代私法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现代私法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是个人自由。 在
现代，社会生活情势发生了变化，由此引发了对近代民法的修正和发展，进而形成了现代民
法，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取向。民法作为私法，其性质决定了
个人自由价值仍然是民法的核心价值，它并不因为民法的现代化而被否弃。 私法素以个人
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以个人自由为其价值本质。从根本上来讲，个人自由价值通过个人
［10］
享有的各种权利而得以体现，或者说个人权利为个人自由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或手段 。
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取向，也是民法的私法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与公法相区别的关键。 在
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真正确立和切实体现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使得私法与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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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功能及其价值取向能够得到严格区分，无疑对于培育人的私法观念和权利意识、维
护人的自由权利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这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保
护状况不甚尽如人意的客观现实，所赋予民事立法的必然使命。
（ 二）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民法典中体现社会正义价值
市场机制能够带来公平，但却并非完美。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平等是机会平等，它为人们
提供了通过自身努力获取财富的权利与机会，而并非收入分配的平等。但是，即使是机会平
等的各个主体，由于个人天赋能力等原因，会导致在实际的市场竞争中，出现利益获得上的
不平等。这是市场机制的天然缺陷。为了克服此一缺陷，现代社会各国均发展起了各种社
会保障制度，同时也通过国家宏观的经济政策调整，尽可能使得个人的最终收益不至于过分
悬殊。显然，这主要是现代经济法、社会法等法律的调整领域。 其虽非民法的调整范围，但
并不意味着民事法律在矫正市场不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无所作为，或者可以对实质不
公坐视不理。事实上，如前所述，现代民法已经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法进行了修正，通
过这种修正，达到在充分维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
按照梁慧星先生的观点，近代民法以形式正义为其遵循的理念，以努力追求法的安定性
为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民法形成了私法自治、抽象人格制度、财产权保护的绝对化等传
统模式。而到了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则更加注重，在法的价值取向上，亦由追求法
的安定性向社会的妥当性倾斜。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制度设置，诸如： 第一，所有
权社会化。认为基于人类本性，个人应当享有所有权，但行使所有权，要合乎社会公共利益
之要求，就像基尔克所说的那样，“所有权绝不是一种与外界对立的丝毫不受限制的绝对权
［11］
利，相反，所有人应依法律程序，并顾及各个财产的性质与目的行使原权利。” 基于此种认
识，德国率先在其《魏玛宪法》中规定了所有权应附有义务，随后，这一理念被许多国家在立
法中得以肯认。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诸如对所有权行使之限制及形式要求的严格化 、他物权
之强化等。目的是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淡化所有人权利，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
义。第二，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如前文所述，如果说近代民法是以形式正义为所遵循的法的
理念，那么现代民法则更多地注重实质正义。依实质正义的要求，契约法不仅要关注当事人
间是否形成合意，还需要关注缔约当事人意思形成时的主客观条件和环境，要考虑该合意是
否有助于实现个人利益的平衡，是否限制或剥夺了他人的自由。 假如契约当事人虽有合意
之外观，但是在双方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订立的契约，或者存在不当因素干扰了契约的订立
过程，或者契约履行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对他人权利的侵害，在这些情况下，契约法便会对该
契约的效力加以修正。此种立法理念，与《法国民法典 》第 1134 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
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规定所奉行的理念显然不同。按照《法国民法典 》，
契约自由必然导致契约正义； 按照现代民法，契约自由并不必然带来契约正义，需要的是对
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兴起。 随着 19 世纪的到来，西方各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获得迅速发展，其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危机，
给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副产品。工业灾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现象愈益加剧和严
重，瑕疵工业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危害更是长时间难以发现和消除。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传
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就需要以过错作为责任成立的要件，导致有效救济受害人的利益损害出
现法律上的障碍。有鉴于此，对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加以修正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 ，将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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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环境污染、产品责任以及高度危险作业等领域，只要加害人无法定之免责
事由，就应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不问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上述两个方面无疑是私法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
为追求社会正义所做的努力，是私
法与时俱进的结果，
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应当重视并适当借鉴。事实上，现
代私法的价值理念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已有一定的体现，我们需要做的是结合我国的
特殊国情和需要，
以及这些制度实施中所发现和反映出来的缺陷、
漏洞，
加以健全完善。
还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设，从总体上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可谓突飞猛进，《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
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乃至现在的《民法总则》，都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的显著成
就。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民法领域的许多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
［12］
面还存在着缺陷 。这些都应当在民法典编纂中予以重视，使民法在其制度框架内尽可能
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即民法法典化的私法价值取向应当确立为个人自由与社
会正义的恰当结合和平衡，在充分维护个人自由之基础上努力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我国民法之法典化，涉及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立法模式的选择、体系结构的安排、相
关制度的建构、具体规范的设计等，但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实乃民法典的精神实质，亦
即价值取向问题。确立价值取向，其所涉及的是民法典的灵魂问题。建构良好的法律制度，
以价值理性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具体制度的建构，只是体现和落实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层
面的东西。民法法典化是私法价值得以确立和推行的契机和实现方式，私法的价值诉求由
此可以得到集中和充分体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统一这一现代私法文化价值应当被确
立为我国民法典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得现代私法的价值诉求能够通过民法典得以实现 ，也使
得我国民法典能够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先进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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