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司法适用
竺 效*
内容提要 《民法典》第 9 条已宣示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对司法实践中涉及
绿色原则的相关案例，可根据案涉纠纷是否存在可适用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其数量、规范与绿
色原则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以及绿色原则可否有助于相互冲突之规范间的适用选择，进行三
层顺次分类。通过分析相关案例，可得出漏洞填补、价值宣示、规范解释和规范选择四种绿
色原则司法适用的具体路径。其中规范解释适用指仅有一个可适用于解决案涉纠纷的规范，
但适用该规范会造成与绿色原则间的价值冲突，可引入绿色原则重新解释该规范以作出妥
善裁判。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适用可依循民事规范识别、冲突价值权衡、解释方法探求和比
例原则考量四个主要步骤展开，并应严守利益平衡、
充分说理和规范双引三项基本要求。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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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原则是为了确保作为利益关联整体之中的民事主体（尤其是其中的自然人）
赖以生存和发展前提的生态安全、环境良好和资源永续利用，通过节约自然资源（含能
源）
、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要求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进行引导及必要限制的基本准则。
原《民法总则》实施以来，
绿色原则已有不少司法适用的尝试，
且案件数量呈现逐年递增
绿色原
的趋势，(1) 但从现有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所呈现的该原则的司法适用现状来分析，
则在当前的司法适用表面上看似“欣欣向荣”
“时有创新”
，
实则乱象丛生，
甚至令人瞠目
结舌。贺剑博士曾用“其或为无关宏旨的引用，
或为不当重复，
甚至纯属误用”来描述绿
色原则的司法适用乱象。(2) 杨翠柏教授等也曾指出绿色原则司法过程中存在裁判文书逻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 2021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项目批准号：21XNO001）的研究成果。
(1)

参见马密、黄荣、常国慧：
《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实践样态与优化路径——以〈民法总则〉第 9 条的司法
适用为基点》
，
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3 期，
第 50 页；陈洪磊：
《民法典视野下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23 期，
第 59 页。

(2)

参见贺剑：
《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
，
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
第 116、118 页。巩固教授也指出了绿色原则司法
实践中的种种误用，
参见巩固：
《绿色条款的规则体系及司法适用研究》
，
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3 期，
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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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混乱、
“空中楼阁”般的价值宣示、
直接以绿色原则得出“本院不予支持”以及“类案
异判”现象突出的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院的形象以及司法的公信力”
。(3)
为扭转当前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困局，部分学者开展了相应的研究。笔者梳理文献
发现，截至 2020 年底，关于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维度：绿色原
(4) 绿色原则适用于民事司法案件的具体领域；
(5) 绿色原则在
则司法适用的法律规范依据；
(6) 以及围绕物权、
合同等专题领域，
研究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等 (7)。也
司法适用中的功能；

有学者在假设绿色原则可适用于民事案件司法裁判的前提下，提出了撰写裁判文书的事
(8) 或提出了合同纠纷领域绿色原
实转化、
法律判断、
价值判断、
价值选择“四分法”路径，

则适用于裁判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说理的“三段论”
，(9) 但均未予详细论证并作以案释
法的阐明。这些已有研究都或多或少为我们探求绿色原则民事司法适用的准确路径作
出了贡献。本文无意重复已有研究的思路，故尝试以案例实证研究和案例类型化为主要
方法，探寻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路径类型，并先集中力量研究最急需解决的绿色原则规
范解释司法适用路径的适用法理之构建和适用技术方案之设计。截至 2021 年 1 月，笔
者收集到近 1400 份裁判文书，
并对这些裁判文书进行精选后确定了 232 个研究样本。

一、绿色原则民事司法适用的路径归类和实践概况
法律原则可否司法适用及其适用的具体路径（或称情形）
，早已上升为我国法理学
层面上的一个议题。葛洪义教授曾指出：
“在法律规则含义不明确、模糊或者相互矛盾
(10) 学者庞凌曾提出法律原
时，
可以用法律原则，
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原则的认定程序。
”

(3)

参见杨翠柏、李宗恒：
《绿色原则融入民事裁判的理解与适用》，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57、
54-55 页。

(4)

例如，将绿色原则适用于司法的法律规范依据归纳为宪法规范依据、民法规范依据、环境法规范依据。参见郑少华、王
慧：
《绿色原则在物权限制中的司法适用》
，
载《清华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67-168 页。

(5)

暂不评价个案中绿色原则司法适用准确与否，仅对所涉案件与绿色原则相关的核心民事纠纷领域进行分类而言，学者
已归纳的具体领域包括：合同无效；合同解除；合同履行；违约责任；无因管理；不可抗力；物权权能；排除妨害请
求；恢复原状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侵权责任减免；共有物分割；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等
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海商；以及返还财产等。参见前注 ②，贺剑文，第 116-121 页；前注 ①，陈
洪磊文，
第 60-61 页；前注 ①，
马密等文，
第 51 页；叶熙昊：
《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裁判概览、误读与澄清》，载《现代
法治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第 50 页。

(6)

例如，巩固教授将之归纳为“法律规则明确时助力环境教育”
“法律规则模糊时提供价值指引”和“法律规则缺失时
指导规范创制”三种；陈洪磊博士将之归纳为“存在明显或隐藏法律漏洞时”“规则存疑时”和“规则不合目的时”
三种；马密法官等则将之归纳为“规范弥补功能”
“价值宣誓功能”和“补充说理义务”三种。参见前注 ②，巩固文，
第 33-37 页；前注 ①，
陈洪磊文，
第 67-68 页；前注 ①，马密等文，第 56-57 页。

(7)

参见前注 ④，
郑少华、
王慧文，
第 159-179 页；李波、
宁清同：
《论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司法适用》，载《广西政法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第 66-71 页。

(8)
(9)

参见前注 ③，
杨翠柏、
李宗恒文，
第 57 页。
所提“三段论”说理模式为：首先识别绿色原则；其次阐明绿色原则的适用原因；最后结合具体个案适用情况，得出
最终可以接受的判决结果。参见前注 ⑦，
李波、
宁清同文，第 70 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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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比较的研究》，载《法学研究》2002 年第 6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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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作为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依据”
“作为纠正法条失误的依据”和“作为弥补法律漏洞
的依据”三种适用情形。(11) 而陈林林教授论述的“原则适用的事实性依据”实则具有法
律原则适用情形的意味，具体包括“规则空缺、规则冲突和规则悖反”三种。(12) 以上关于
法律原则司法适用路径（情形）之类型对绿色原则司法适用之归类方案亦有借鉴意义，
但仍需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其类型划分标准。林来梵教授等曾将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
类型归纳为“原则与规则一致情形下，原则作为规则的基础和指引”“规则缺位的情形
下，适用原则以作漏洞补充”
“原则与规则相冲突的情形下，适用原则创制规则”和“原
则之间相互冲突情形下的特别复杂的适用”四种。(13) 循此思路，笔者认为，可以依据“绿
色原则”与调整个案民事纠纷的民事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对绿色原则民事司法适用的
路径进行分类。
（一）绿色原则民事司法适用路径的分类
如前文所述，面对一个具体的民事纠纷，若初步判断个案的裁判与绿色原则所倡导
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价值可能相关，则应先基于案涉纠纷是否存在可据以裁
判的民事法律规范，以及其中的核心规范与绿色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依循“三层分类、
一分为四”的技术线路得出绿色原则的“漏洞填补”
“价值宣示”
“规范解释”
“规范选
择”四种适用路径。笔者所称的“三层分类”即：首先，以案涉民事法律纠纷的解决是
否有可能适用的民事法律规范为依据，将绿色原则可能的适用类型一分为二，其中没有
可用民事法律规范的，将之归类为“绿色原则的漏洞填补适用”这一类型；其次，进一步
对存在民事法律规范的案件，根据该规范适用于纠纷案件后是否与绿色原则之间存在冲
突予以二次分类，
即“价值一致”或“价值冲突”的两分法，其中价值一致的归类为“绿
色原则的价值宣示适用”
；最后，对二次分类后民事规范与绿色价值存在冲突的，第三次
细分为仅有一个可能适用的规范但纠纷案件中适用该规范与绿色原则冲突，需要用绿色
原则重新解释该规范以裁判案件的（归类为“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适用”
）
，以及存在两
个以上可能适用的民事规范，但规范间存在冲突，须依据绿色原则选定一个最优的可用
规范予以适用（归类为“绿色原则的规范选择适用”
）
。经过前述三步逐层分类，得到了
笔者简称为“漏洞填补”
“价值宣示”
“规范解释”
“规范选择”的四种绿色原则之民事
司法适用路径（见表 1）
。

(11)

参见庞凌：
《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
，
载《法学》2004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12)

参见陈林林：
《基于法律原则的裁判》
，
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7 页。

(13)

参见林来梵、张卓明：
《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2 期，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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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绿色原则民事司法适用路径的种类

适用类型

是否存在可用民事
规范

案件适用该民事规范
是否与绿色原则冲突

针对核心争议是否有两个
以上可用民事规范

漏洞填补

否

/

/

价值宣示

是

否

否

规范解释

是

是

否

规范选择

是

是（至少 1 个规范与
之冲突）

是

绿色原则的漏洞填补适用，(14) 是指对于所争议纠纷，本应有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
但尚未制定规范，可以用绿色原则解释创制适用的规范，以个案性地修补该法律漏洞，解
决案涉民事纠纷。在截至 2021 年 1 月底已公开的裁判文书中，笔者尚未发现完全符合
前述绿色原则漏洞填补适用类型之定义的典型案例。(15)
绿色原则的价值宣示适用，是指针对案涉民事纠纷，存在一个可以适用的民事法律
规范，适用该规范不会造成裁判结果与绿色原则的价值冲突，但可能需要通过引用绿色
原则以加强说理。(16) 例如，在“兰某、马某诉吴某、光山县某林业专业合作社土地租赁合
同纠纷案”中，案涉事实与绿色原则交集的一个前提性的争议点实则为：当被告之一的
合作社以“告知书”告知原告之一的兰某，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原约定以每月生活费
800 元补助的形式置换兰某 2 块水田，
“现退还给其本人，由兰某自行处置，并自告知书
下达之日起，停发了生活费补助”
。就此，原告可否根据原《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之
(17) 进而诉请恢复原状并返还土地，
以及赔偿损失。其实该案依据前述
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合同法规范完全可以得出合同解除的结论，而裁判文书却以“……考虑到无恢复原状的
参考依据及恢复原状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行说理，并同时依据原《民法总则》第 9
条作出裁判，实质上这仅是期望以绿色原则补强与其并无价值冲突之已有民事法律规范
适用的合理性而已。(18) 笔者所读到的多数价值宣示类的、不正确的司法适用多止步于形
式上的“仅在判词引用绿色原则条款而未作任何说明”，(19) 或内容上类似前述案例“未能
找准真正适用的民事规范”
“所作补强说理可有可无”
，甚至属于“画蛇添足”
，但好在也

(14)

王泽鉴教授认为：
“所谓法律漏洞，系指依现行法律规定之基本思想及内在目的，对于某项问题，可期待设有规定而未
规定之谓。
”参见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 页。

(15)

巩固教授《绿色条款的规则体系及司法适用研究》一文论述漏洞填补，也未见一个案例引用或分析，也可印证。参见
前注 ②，
巩固文，
第 36-37 页。

(16)

巩固教授所称之“法律规则明确时助力环境教育”
、马密法官等所称之“价值宣示功能”与本文这一种类的指向大体
一致。参见前注 ②，
巩固文，
第 33-35 页；前注 ①，
马密等文，第 57 页。

(17)

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

(18)

参见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2018）豫 1522 民初 592 号民事判决书。

(19)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 0103 民初 123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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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无损法治公正之根基。虽绿色原则此类路径适用案例占比最高，数以百计，但考虑
到此类案例实践的前述现状，纠正并引导其进行正确司法适用的紧迫性并非如规范解释
类那么大。
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适用，是指针对案涉民事纠纷，存在一个可以适用的民事法律
规范，但适用该规范可能因与绿色原则冲突而造成个案裁判结果显失公平或明显不当，
在该案中用绿色原则对该规范重新进行解释符合比例原则，则应以用绿色原则解释后所
新获的规范来裁判该案；此情形即可归入前述林来梵教授所描述之“原则与规则相冲突
的情形下，适用原则创制规则”这一种类。例如，在“梁某诉某县林业局承包荒地恢复
原状纠纷案”中，被告以营造三北防护林为理由，将原告栽种的数亩杏树毁掉，原告请求
恢复承包经营荒地上的杏树，该案与绿色原则关联的核心民事规范应是原《物权法》第
(20) 审理法院说理认为，
“但被告实施的植树造林工程为国家在本区域内生态建设整
35 条，

体规划的一部分，也与原告承包治理四荒的目的一致。故原告要求恢复原状的请求与节
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民法原则相悖，不宜再恢复原状”，进而以绿色原则限制原告以
(21) 该案就是典型的虽有可能适用的民事规范，
复植被毁杏树的方式排除物权妨害的请求。

但因适用该规范与绿色原则所指向的价值明显冲突而可能造成有损环境公共利益的不
公平结果，需要以规范解释的适用方式引入绿色原则条款，修正或重新解释所冲突之民
事规范。具体适用规则及法理待下文详细讨论。
而绿色原则的规范选择适用，则是指针对案涉民事纠纷存在两个以上的潜在可用
的民事法律规范，但多个规范间存在冲突，引入绿色原则可以选择一个可适用之最优的
规范，以作出相对妥善之个案裁判。前述葛洪义教授所称之“法律规则相互矛盾”
、陈林
林教授所述之“规则冲突”以及林来梵教授所归纳之“原则之间相互冲突情形”即与
此处所述类似。例如，在“闫某诉某置业有限公司、李某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中，被
告某置业有限公司交付给原告案涉房产时，东向直面裙楼的窗户未安装玻璃窗，为此原
告花费 3100 元经施工、装饰，为该窗户安装了推拉门，针对原告诉请之一的“判令将涉
案房屋东侧窗户安装至交付标准”，原《合同法》第 111 条和第 107 条均有适用可能，(22)
审理法院认为，如令被告重新安装至交房标准，不仅履行费用过高，而且造成物料上的浪
费，更不符合原《民法总则》第 9 条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
。因此，被告以赔偿损失的方式承担未安装封闭玻
璃窗的违约责任，更为合适。(23) 原告就被告的此项违约行为仅诉请继续履行，法院原本需
要向原告释明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后，方可裁判适用赔偿损失责任，就此我们暂不展开
(20)

该条规定：
“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21)

参见山西省石楼县人民法院（2017）晋 1126 民初 188 号民事判决书。

(22)

原《合同法》第 111 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第 107 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3)

参见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20）鲁 1312 民初 21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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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仅就合同违约继续履行与赔偿损失的两可规范之间，引入绿色原则以作出裁判选
择而言，其司法适用技术显然属于绿色原则的规范选择。但梳理截至 2021 年 1 月底公
开可得的裁判文书可见，该类案件仅有 11 例。因此此类型研究的紧迫性和实证素材的
可支撑性均不足，
本文暂不详细探究其适用法理和技术。
（二）绿色原则民事司法适用路径的实践概况
为了考察前述四类绿色原则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适用类型，本文通过“中国裁判文
书网”和“北大法宝”进行了案例检索，并辅以“无讼案例”
。检索案例的时间范围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原《民法总则》生效至 2021 年 1 月 26 日。其中，以“《民法总则》第九条”
为全文检索的主题词，在北大法宝共检索到裁判文书 1683 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
裁判文书 1612 份；以“
《民法典》第 9 条”为全文检索的主题词，在北大法宝检索到裁
判文书 8 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裁判文书 5 份，均为前述检索结果已包含的案例。
以“
《民法典》第九条”为全文检索主题词，在北大法宝检索到裁判文书 1 份，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检索到裁判文书 1 份，研读后判定系法院引用法条错误。另以“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全文检索主题词，在北大法宝检索到
裁判文书 1352 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裁判文书 1339 份。通过上述几种检索方式
所获全部案例予以汇总后，去除三个数据库中的明显不相关和重复案例后，共获法院裁
判文书 1397 份。
为确保本文研究基础的真实有效，在得到以上案例后，本文进行了三步细致的筛选。
(24) 第二步，
剔除了大量的类案同
第一步，
剔除了法院错误引用绿色原则条款的案例 65 份；

判案件，本文均仅保留 1 例作为代表，列入研究对象，其中较常见的为房地产开发商因环
保监管逾期交房导致的诉讼，此类共涉 1033 份裁判文书，其中绿色原则的适用路径皆为
“价值宣示”；第三步，对二审维持原判且说理部分围绕绿色原则的适用并未有所突破的
(25) 将一审和二审计为一例，
此类涉及剔除裁判文书数量为 67 份。经笔者研判，引用
案件，

了绿色原则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虽然在说理部分存在技术上
的欠缺，
但均基本符合本文绿色原则“价值宣示”的定义，故予以保留。
经过以上三步筛选后，剩余可供研究的民事案例共 232 个。依照本文前述“三层分
类、一分为四”的绿色原则民事案件司法适用类型之理论模型，对 232 个案例进行了司
法适用路径的归类，分类结果如表 2 所示：尚未发现典型的漏洞填补类案例；价值宣示
的案例共 186 个，占比约 80.2%；规范解释的案例共 35 个，占比约 15.1%；规范选择的案
例共 11 个，
占比约 4.7%。

(24)

如“陈建军与眉山市彭山区凤鸣街道双漩社区居民委员会一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记
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9 条：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
”
。这明显是将“民法通则”误写为“民法总则”。参见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20）川
1403 民初 584 号民事判决书。

(25)

如“上诉人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永清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侵权纠纷案”
。参见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 05 民终 56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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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绿色原则四类司法适用类型的案件数统计

案件类型

年份

数量

代表性裁判文书

共计

漏洞填补

/

0

/

0

2020

72

2019

5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琼 01 民终 330 号民事判决书

2018

51

2017

13

2020

11

2019

13

2018

8

2017

3

2020

7

2019

2

2018

2

2017

0

价值宣示

规范解释

规范选择

186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20）陕
0825 民初 6535 号民事判决书
35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2019）鄂 0106 民初 10882 号民事
判决书

11

二、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实践困境
就本文所主要讨论的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适用而言，若以与绿色原则发生直接关
联的核心民事法律规范所指向的纠纷类型予以案由划分，而非裁判文书所载明的案由类
型，属于笔者所称的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 35 个案例中，有 23 例涉及物权纠纷、12
例涉及合同纠纷。其中，
物权纠纷集中在物权保护（19 例）、(26)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26)

参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 0606 民初 3127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康定市人民法院 (2018) 川 3321 民初 12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20）粤 0607 民初 2622 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
院（2018）冀 0903 民初 3332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2019) 苏 0111 民初 3351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19 民初 5651 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石楼县人民法院（2017）晋 1126 民初 188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 0582 民初 2569 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冀 07 民终 1533 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5 民终 627 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 26 民终 2722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 (2017) 豫 0328 民初
752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5 民初 85298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湘 03 民终 937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 1183 民初 5641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邵阳
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9）湘 0502 民初 2485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8）鄂 1126 民初 669 号民
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 2071 民初 6555 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2019）云
2502 民初 137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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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添附物拆除限制（1 例）(28) 和无权占有返还原物限制（1 例）(29) 四大类；而
保护（2 例）
、
(30) 租赁合同（5 例）
、(31) 承揽合同（2 例）、(32)
合同纠纷所涉的合同种类包括买卖合同（1 例）、

委托合同（1 例）(33) 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3 例）(34)。这些案件均明文或在裁判中实际上尝
试引入绿色原则，
以重新解释已有的民事法律规范。
通过分析上述已发现的 35 个典型案例的裁判文书，笔者发现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司
法适用的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多数案件中，法官根本未能准确识别非引入绿色原则
予以重新解释方可裁判案涉纠纷的那个民事法律规范，展开而言，其中约有 7 个案例的
法官根本没有识别民事规范，有 12 个案例的法官所识别的规范并非与绿色原则实际与
之冲突的那个民事规范（即属于规范识别错误）
，以上两类总占比约 76.0%。其二，凡可
适用绿色原则予以规范解释的案例裁判，普遍存在说理论证不具有针对性、不充分的嫌
疑，以上 35 例案件共涉及绿色原则规范解释指向的民事规范 37 条（次）(35)，统计中若将
每次计为一个点，其中根本没有说理的有 3 个、说理不充分的有 5 个、说理较充分的有 18
个、充分说理的有 11 个；由此可见，已有 35 个案例中裁判文书能够充分说理的占比仅
为 29.7%。其三，以绿色原则突破已有民事规范的必要性（例如，是否需要权衡比较已
有规范背后的原则、价值与绿色原则及其背后的价值）、合理性（例如，绿色原则对已有
规范的限制或突破是否需要符合比例原则），判断较为随意，甚至约半数案件的裁判似毫
无绿色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致偏离正义、公平的个案常有出现。例如，在承租
人违约的情况下，法律明文规定不赔偿承租人的装修残值，但裁判以绿色原则为由判定
给予全额残值补偿，却未能针对该条明文的民事法律规范为何不能适用作出充分的说明
论证，也未合理平衡绿色原则导入后的双方利益失衡（例如，适当减免补偿费用，而非全
额补偿残值；再如，是否需要证实守法守约一方有继续使用该装修的意愿和客观的可能
性等），有显失公平的嫌疑。(36) 其四，未能合理平衡绿色原则介入后暂时失衡的利益分配。
如前所述，这 35 个样本案例中所涉 37 个绿色原则与已有民事规范的矛盾评价点中，其
(27)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01 民终 5371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0 民
初 21189 号民事判决书。

(28)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 民终 14489 号民事判决书。

(29)

参见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8）湘 0702 民初 1134 号民事判决书。

(30)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8）内 0702 民初 1343 号民事判决书。

(31)

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 57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7）苏 0211 民初
6406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 0206 民初 4612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
民法院（2020）陕 0102 民初 1559 号民事判决书、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2019）川 1528 民初 618 号民事判决书。

(32)

参见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8）津 0103 民初 6946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20）陕 0825 民初
6535 号民事判决书。

(33)

参见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7）鲁 1722 民初 4794 号民事判决书。

(34)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 0116 民初 5324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桂 13 民终 611 号民事判决书、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20）冀 0208 民初 1420 号民事判决书。

(35)

其中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9）湘 0502 民初 2485 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
57 号民事判决书所涉两个案例均涉及 2 个争议点，
每个争议点对应 1 个民事规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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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12 个应予利益平衡的争议点，
法官却根本未考量任何利益平衡，
占比约 32.4%；这其
中也出现了虽作利益平衡但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律规则的情况，如未经向当事人释明并
经当事人同意变更诉请而径直为“判非所请”之判决，进而涉嫌有违程序公正。(37) 其五，
判决部分未能同时援引绿色原则条款和被其重新解释的民事法律规范条款的情况不在少
数。前述 35 个案例所涉 37 个矛盾评价点中，法官能准确同时引用绿色原则条款与规范
条款的有 14 个（占比 37.8%）
，引用绿色条款的同时却错误援引规范条款的有 14 个（占
比 37.8%）
，仅援引绿色原则条款而未引规范条款的有 8 个（占比约 21.6%）
。此外，另有
1 例其一审判决未引用绿色原则条款，仅准确援引了被重新解释的规范条款予以裁判。
下文拟尝试从理论上研究并提出解决上述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主要问题之办法。

三、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主要步骤与要求
本文所讨论的绿色原则规范适用解释首先需要确立几个前提：第一，必须准确解读
绿色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限制性基本原则定位，(38) 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历史解释、
体系解释和文义解释等方法准确解读该原则的立法含义。第二，必须杜绝有狭义的具体
可用民事法律规范而不适用该规范的情形，(39) 并且这种民事规范于个案中某一具体民事
纠纷而言，只有一个。正如前文所述，本文讨论的规范解释路径已经在理论作出限定，即
对于讨论的某个具体的民事纠纷点有且可能只有一个潜在可适用的民事法律规范，只是
究竟是否可以适用需要个案具体分析。第三，必须是案涉民事纠纷裁判潜在可用的某一
司法人员已经在
条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可能与绿色原则产生价值矛盾，(40) 即经初步分析，
相当程度上产生了不确信，用这条形式上存在的民事规范裁判案涉纠纷可能导致不符合
“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或环境”的后果。第四，必须限于个案适用，
即目的在于个案的正确裁判而非一般性的以绿色原则重新解释某个民事法律规范，以实

(37)

参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 26 民终 2722 号民事判决书。

(38)

参见陈甦主编：
《民法总则评注》
，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8 页。

(39)

例如，
在某起环境侵权纠纷案中，
依据原《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完全可以作出公正的裁判，就无需如该案审理法院“画
蛇添足”式的援引绿色原则进行补强说理，这种情形就属于存在“狭义可适用的民事规范”
。参见上海市崇明区人民
法院（2019）沪 0151 民初 3894 号民事判决书。但在另一起光污染环境侵权中，可能对于其是否属于适用无过错责
任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即原《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于该案是否可以适用，则可能需要引入绿色原则予以规范解释
适用，或在原《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规范）与原《侵权责任法》第 6 条第 1 款（一般侵权
责任构成要件规范）之间依据绿色原则进行规范选择，则这种情形就已经不再属于存在“狭义可适用的民事规范”了。
参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 0116 民初 6093 号民事判决书。

(40)

葛洪义教授主张：
“法律规则是法律推理的基本前提，
只有在规则的适用必然明显地导致严重违反法治的后果，才能够
考虑使用法律原则进行推理。
”参见前注 ⑩，葛洪义文，第 14 页。笔者认为，本文此处所说的这种“不一致”必须已
经达到了葛洪义教授所说的“严重违反法治的后果”之程度，才需要考虑个案引入绿色原则以重新解释法律规范，求
得更公平合理的个案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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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个案的更趋公正、
更符合民法绿色基本原则所导入并追求的价值。(41)
在以上四项假设的前提下，基于对前述 35 个已有判例文书的案涉争议领域以及法
官司法适用过程的细节、
论证说理与裁判部分的衔接、法条援引等个案“解剖”，并将“解
剖”所得进行比较与归类，笔者提出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正确技术规则应至少包括
四个主要步骤和三项基本要求。其中，
“四个主要步骤”即民事规范识别、冲突价值权衡、
解释方法探求和比例原则考量；
“三项基本要求”则指利益平衡、充分说理和规范双引。
具体论述如下。
（一）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步骤一：民事规范识别
本文所谓“民事规范识别”特指辨别出与绿色原则价值存在冲突的某个具体的适
用于案涉民事纠纷的民事法律规范。司法实务中这种识别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例如，
在“邰某清诉邰某贵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原告诉请拆除被告侵占其 0.5 米宅基地上的
建筑物，一审法院引用绿色原则说理认为，拆除则“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并针对此项诉
请依据原《民法总则》第 9 条和原《侵权责任法》第 3 条、第 15 条判决驳回原告此项
诉请。(42) 笔者详细探究后发现，此案与绿色原则产生冲突的民事规范可能是原《物权法》
第 35 条，后续需要考虑的应该是绿色原则是否与原告所主张的以拆除房屋的方式排除
被侵占宅基地妨害存在冲突。如前所示例，该种与绿色原则相冲突的民事规范的确认过
程即为笔者所称的识别与绿色原则产生冲突的具体民事法律规范的过程。
此外，有时可能除了某个表面上的案涉争议点外，还存在一个隐性的、作为前提的
民事规范与绿色原则之间的冲突，须同时予以识别，方可准确得出裁判。例如，在“某银
行诉某投资公司、某环保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中，表面上看似绿色原则与原《物权法》
第 35 条之间存在冲突，即后续须衡量抵押物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救济时间可否以绿色
原则适当推迟，一审法院准确地识别了该条民事规范。但笔者深入分析后发现，该案涉
及两个绿色原则规范解释的冲突点，另一个隐性的、前提性的纠纷争议是作为被告抗辩
原告依据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即需要先行判明当抵押权在先而以抵押物为标的之后续
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可以例外生效，若该案中这一租赁合同可以例外生效，则须考虑可
否以绿色原则限制原告依据原《物权法》第 35 条原本享有的排除妨害请求权。该案裁
判文书显示，一审法院最终以绿色原则为依据说理认为，为了环保公益目的使用土地的
后续土地租赁合同，可以例外对抗设定在先的抵押权，则此时必须准确识别其中所隐含
的前提性的案涉争议本应适用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原《物权法》第 190 条后段“抵押权
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43) 如果无法识别这一隐

(41)

正如舒国滢教授所揭示：
“法律原则是否真正具有可诉性，是通过个案来加以验证的，不能断言法律原则自始即无可诉
性”
。参见舒国滢：
《法律原则适用的困境——方法论视角的四个追问》，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第 31 页。

(42)
(43)

参见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2020）黔 2629 民初 49 号民事判决书。
事实上，该案一审裁判文书未能成功识别并援引绿色原则所解释的民事规范——原《物权法》第 190 条。参见湖南
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9）湘 0502 民初 248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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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民事规范，则针对其所本应展开的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司法适用论证根本无从谈起。
可见，
“民事规范识别”过程也包括识别这种隐性的民事规范。
（二）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步骤二：冲突价值权衡
本文所称的“冲突价值权衡”是指，通过价值探究、比较与衡量等方法，在绿色原
则和与其冲突的民事法律规范之间，予以个案性的冲突价值之间的优先序位评判。笔者
在此强调必须仅限于采用个案的价值权衡。正如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曾就原则冲突
和规范冲突问题主张“不仅各种权利之间，而且各种原则之间的界限不是被一劳永逸地
确定的”，“司法裁判根据相关利益在相关情况下的‘分量’来‘权衡’处于竞争之中
的权利或法益，从而获得决定。然而，
‘权衡’‘分量’都只是一种象征化的说法；它不
是可测量的数量上的大小，而是评价行为的结果，也要同时取向个案的具体情况”，“人
们采取‘在个案中的利益衡量’的方法，就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囊括所有利益和法价值
的固定的位阶秩序，使人们可以照本宣科地从中得到结论”
。(44) 事实上，规范与绿色原则
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事规范背后支撑其成立的原则与绿色原则之间的冲突，或者民
事规范背后的法律价值与绿色原则背后的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陈景辉教授曾系统梳
理了有关原则与规则冲突时的适用学说 ，可资参考。(45) 就具体的权衡考量因素而言，卡
尔·拉伦茨总结了利益衡量需要考量的要点，包括：
“个案中涉及的一种法益相对于其
他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先性”
；就位阶相同者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取决于应受保
护的利益被影响的程度”
，
“另一方面取决于：如果某种利益必须让步时，其受害程度如
何”；
“还要适用比例原则、采取最能保护他人权利的手段的原则或者尽可能轻微限制的
原则”
，(46) 这些都是很有益的法理引导。
就本文所探讨之议题，笔者主张再复杂的原理也应尽量描绘出可供实践应用的具体
司法技术方案。为了能勾勒出可推荐给司法实务采用的民事规范与绿色原则价值冲突
权衡的精简“公式”
，笔者借鉴了林来梵教授等学者归纳介绍的阿列克西有关原则与规
范冲突的衡量公式。(47) 受这些先进的法学思想启发，笔者认为，在进行绿色原则规范解释
适用的规范与原则之间冲突衡量时，真正发生冲突的是规范背后的原则与绿色原则。因
此，首先需要识别所冲突规范（R）背后的支撑性原则（Pr），并将绿色原则（P）与 Pr
在案涉纠纷的个案中予以充分、全面的价值衡量与比较，进而判断绿色原则在该案中是
否应具有价值更优的顺位，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应允许在该案中使用绿色原则规范解释
的司法适用技术，并进行后续步骤的适用考量；反之，则应优先适用该等与绿色原则形式
上冲突的已有之民事规范。例如，根据前述案例之总结，已有案例实践中常出现依据原
《物权法》第 35 条（R），原告本可主张以清除林木、移除防护林复植果树、移除非法种植
在小区共有绿地上树木、移除非法占用他人承包土地种植的树木或砍伐种植在他人宅基
(44) ［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全本第 6 版）
，
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508-509 页。
(45)

参见陈景辉：
《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
，
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130-133 页。

(46)

前注 ㊹，卡尔·拉伦茨书，
第 517-518 页。

(47)

参见前注 ⑬，
林来梵、
张卓明文，
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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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树木等方式排除妨害，其请求权背后的原则为《民法典》第 3 条所明文规定的民
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Pr）
，进而这种权衡被转化为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Pr）与
绿色原则（P）之间的权衡。虽然这种权衡必须在个案中结合案情作出判断，但也必须
同时准确地认识到民法基本原则体系已有之基本结构，其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种权
衡结论的判断，即此种原则冲突的权衡会在很大程度上或一般性地受《民法典》所确立
的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指导和影响。具体而言，
《民法典》中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
则（第 3 条）、平等原则（第 4 条）
、自愿原则（第 5 条）是围绕个人利益为中心展开的
根本性的民法原则，属于基础性原则；公平原则（第 6 条）
、诚信原则（第 7 条）是出于
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个体间利益所必须采取的一种限制；公序良俗
原则（第 8 条）是通过限制个体利益以维护社会利益，从而让民事主体能够在一个善良
有序的整体环境中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保护；而绿色原则（第 9 条）则是人类社会应
对和解决环境问题而出现的一种新型限制，旨在平衡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和环境公共利
益，
进而实现对民事主体个体利益的长久保护。但须强调，最终这种 Pr 与 P 之间的权衡，
以及随后推出的 R 与 P 之间的冲突权衡结论，均须在个案中作出，故 Pr 与 P 之间，以及
R 与 P 之间，谁都有可能在个案中获得被优先考量的地位，故此处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
结论，
而前述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仅是对权衡者的一种整体上的引导。
（三）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步骤三：解释方法探求
笔者此处所称“解释方法探求”是指在满足前述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司法适用步骤
一与步骤二的情况下，寻找一个能将绿色原则的价值导入，以重新解释原有的与绿色原
则价值冲突之民事规范的思辨和司法适用过程。笔者尝试从已有的司法实践中，归纳总
结可能存在的如下几种具体解释方法，
并举例说明之。
1. 扩大解释。即通过对规范所涉的术语、条件等进行适当的扩大解释，以探求绿色
原则对被解释之规范的适当调试。例如，在某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后，发包人某经济
社要求邱某甲等 5 名承包人返还土地并清除案涉土地上所种植的树木。该案中，一审法
院先论证说理，某经济社请求邱某甲、邱某乙、邱某丙、邱某丁、邱某戊清理涉案地块上种
植的树木，既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使荒地变成果园，改变村庄风景，为后代有果树的
理想，期满土地及果树归回生产队”，又违反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
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故对经济社请求邱某甲等清理树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并同时引用原《民法总则》第 6 条、第 9 条，原《合同法》第 60 条，
《农村土
地承包法》第 8 条等规定作出判决。(48) 虽然该案对绿色原则的适用在形式上大致还算规
范，但适用绿色原则处理该案更合理的解释技术路径，可借鉴贺剑博士评论某添附纠纷
案所提之观点，考虑以绿色原则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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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 民终 1448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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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
》第 88 条，(49) 即以绿色原则将该条第 3 分句“不能拆除的，也可
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中的“不能拆除”扩
大解释为：虽能清除案涉土地上所种植的树木，但因此等“拆除”使发包方所获经济收
益（无任何生态收益）远远低于给承包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环境公共利益（即树木
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之总和，
故应视为“不能拆除”
。(50)
2. 权利限缩。即以绿色原则限缩民事规范所包含的原有权利，以实现个案中私权与
环保公益之间的平衡。例如，在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法官以绿色原则限缩了李某依据原《物权法》第 35 条原本可以
主张的以清除非法占有的方式排除其依法承包土地之物权妨害之权利，但考虑到“移走
树木可能会对树木的成活率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利于物尽其用，会损害树木的生态价值
功用，与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的绿色原则相悖”，故对李某权利的行使方式进行了一定限制，排除了以移走树木方式行
使物权妨害排除请求权，
这在具体解释方法上属于“权利限缩解释”
。(51)
3. 权利推迟。即通过承认民事规范所指向的权利，但推迟该权利实现的时间之方式，
以较小的损害（相对于否定权利而言）换取绿色原则价值的实现。例如，在“某银行诉
某投资公司、
某环保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中，为了更好地解决该案中绿色原则与原《物
权法》第 35 条之间存在的冲突，审理法院首先承认原告基于抵押的物权排除妨害权利
的存在，但考虑到案涉具有环保公益项目性质的建设工程即将完工，该工程对作为抵押
物的土地的临时占有即将完成，所以采用对原告就抵押物所享有的排除妨害、恢复原状
的物权妨害排除请求权的救济实现时间予以一定推迟，即一改通常的权利人依法主张时
即实现的惯例，
而以绿色原则适当推迟了该权利的实现。(52)
4. 义务延长。即根据案涉民事规范，当事人的义务原本应终止，但为了个案解决该
规范与绿色原则之间的冲突，则采用适当延长当事人义务的方式，以平衡绿色原则背后
的环境公共利益。例如，在“某村委会诉郑某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中，承包经营
合同届满后，
原告本可依据原《合同法》第 235 条要求返还原物，(53) 即合同终止后原告不
再负有继续将土地交于被告使用的义务，但考虑到案涉土地上被告种有树木，“在未成
材之前不宜采伐”
，所以判决将原告原本不再负有的将土地交于被告使用之义务延长至
林木成才后。这正是以绿色原则延长了合同届满后土地所有人的合同义务，但好在该案

(49)

该条规定：
“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
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
所有人损失的，
应当负赔偿责任。
”

(50)

参见前注 ②，
贺剑文，
第 126 页。

(51)

参见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 07 民终 1533 号民事判决书。

(52)

参见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9）湘 0502 民初 2485 号民事判决书。

(53)

该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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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相应的补偿。(54)
5. 权利否定。即通过对个案中案涉民事规范所指向的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予以否定，
以实现绿色原则所指向的价值。当然这种方式可能对当事人的损害比较大，需要进行比
例原则的必要性评价和利益平衡的合理性考量。例如，在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某与被
上诉人（一审原告）某农场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二审案中，守约方原本依据原《合
同法》第 94 条第 3 项享有合同解除权，(55) 但考虑到“涉案土地上已经有上诉人种植并进
入成熟期的果树、桂花树和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归还涉案土地、
铲除上述植物，不利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就该项案涉
纠纷的裁判，以绿色原则限制因一方违反合同付款主要义务经催告仍不履行而产生的合
同相对方之合同解除权。(56) 这就属于一种权利否定的路径。
6. 突破限制（或突破禁止）
。即对案涉民事规范原本限制或禁止的主张，以绿色原
则说理后予以个案突破，
以保护绿色原则背后的价值。例如，在上诉人（一审原告）温某、
李某、某酒店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一审被告）某老干部活动中心租赁合同解除纠纷二审
案中，原本存在的民事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释〉
》（2009 年）第 11 条第 2 项明确规定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承租人无权请求
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57) 但二审法院认为，根据绿色原则的规定，
对于残存之装饰装修一审法院认定拆除后带走不妥，应予以纠正，便以绿色原则突破了
违约承租人装修残值补偿请求的一般性禁止。(58)
7. 标准细化。即对民事规范原本笼统或原则性规定的内容，根据绿色原则之精神予
以合理且具体的个案解释，以实现民事规范与绿色原则在个案中的平衡。例如，在原告
（反诉被告）某部队与被告（反诉原告）某专业合作社之间租赁合同解除后租赁物返还
纠纷一案中，案涉纠纷原本可适用的原《合同法》第 235 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
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但二审法院“考虑涉案场地面积较大，苗木销售需要一定的市场需求，异地迁移亦需要
合适的足够体量的土地，对季节因素要求亦较高。结合无锡地区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
内短时间找寻适合土地确有困难。就现有苗木尚生长在涉案土地的客观情况，考虑其经
济价值及极大的生态价值”
，最终决定改判原审判决，以绿色原则合理解释了租赁物返还
“符合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并据以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请求判令被告（反诉

(54)
(55)

参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20）冀 0208 民初 1420 号民事判决书。
该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履行；……。
”

(56)
(57)

但笔者认为，
该案涉嫌不符比例原则。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 13 民终 611 号民事判决书。
该项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
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
值损失的，
不予支持。但出租人同意利用的，
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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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 5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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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立即迁出并向其返还承租的农场内的场地之诉请。(59)
当然，以上仅是笔者根据已有的相关司法实践，从理论上对“规范解释”具体方法
所作的种类概括和方法描述，并尝试对前述 35 个典型案例中可类型化归纳和理论化提
升的要素尽力予以诠释。为避免有类型不周全的问题，以上所论证阐释之解释方法完全
属于一个开放的体系，
有待日后基于案例的实践丰富而进一步补充完善。
（四）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步骤四：比例原则考量
传统上，比例原则是宪法、行政法评价公权力运用正当性的重要原则。将该原则推
(60) 甚至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全领域，
并上升至法理学层面予以理论揭
广应用于私法领域，

示，其实早已有之。陈景辉教授就曾主张将比例原则作为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限制性条
件之一，并借鉴阿列克西纯粹原则冲突的标准理论，建议将“比例原则及其三项子原则：
适切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的比例原则”纳入考虑。假定针对权衡原则 P1 与 P2 冲
突，或前述民事规范（R）与绿色原则（P）之间的冲突转化为权衡规范背后支撑的原则
Pr 与 P 之间的冲突，陈景辉教授对比例原则应予考量的学理解答是：“适切性关注的是，
所选择的手段不能在未增加原则 P1 实现程度的条件下，引发对原则 P2 的限制；必要性
关注的是，在多个手段中如何作出较佳的选择，即最佳的举措是在实现一个原则时，对另
一个原则限制最小的选择”
；
“而狭义的比例原则不同于以上两个原则，它不再关心手段
的问题或事实上的可能性，而是关注法律上的可能性，即关注与某一原则对立的另一原
则”，其要求符合对于一个原则“限制程度的提高，应当以另一原则实现的重要性程度的
增强为正当化理由”
，
“如果相反，
那么对于前一原则的限制就是不适当的”
。(61)
笔者主张，将比例原则及其三项子原则应用于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之中，并将之
予以具体解读。其中，适切性子原则要求裁判选定的某一具体措施或方案对民事规范
及其背后的原则之限制（于本部分文义下，也可理解为前述步骤三所探寻的具体解释方
案）
，必须有助于提高绿色原则的实现程度。例如，在“汪某诉钟某无权占有物返还纠纷
案”中，原告诉请将被告无权侵占的房屋予以归还，并恢复原状。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汪
某要求钟某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因案涉汪某所有的 601 号房屋已经被钟某因中介误将
租赁房屋错交承租的情况下予以装修，“装修后的财物与房屋已经混合，如果将其分离
拆毁，势必将造成资源的浪费，从经济、环保和物的合理、有效利用的角度考虑，不宜将该
房屋恢复原状”
；
“汪某要求钟某支付占用期间的房屋使用费，可以视为该房屋的孳息，
但考虑到汪某还应当支付钟某因维护该房屋支出的必要费用，相互抵消后，本院认为钟
某不必支付占用期间的房屋使用费，汪某也不必支付钟某因维护该房屋支出的必要费
用”
。(62) 分析可见，该案中对原告基于原《物权法》第 243 条（R）及其背后的民事权益
(59)
(60)

参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7）苏 0211 民初 6406 号民事判决书。
如纪海龙教授就主张“在私法中，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方法，也应得到全面的运用”
。参见纪海龙：
《比例原则在私法
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
，
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 3 期，第 95 页。

(61)

参见前注 ㊺，
陈景辉文，
第 135-136 页。

(62)

参见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8）湘 0702 民初 1134 号民事判决书。

97

中国法学

2021 年第 4 期

受法律保护原则（Pr）的限制，
显然有助于绿色原则（P）所指向之价值的实现。(63) 因此，
应判断为符合适切性子原则。
而必要性子原则要求，如果存在多个可供选择的限制措施或规范重新解释的具体方
案，虽未增加绿色原则价值的实现程度，但也应选择对与之矛盾的民事规范及其背后的
价值造成最小的限制之措施或方案。例如，在“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某与被上诉人（一
审原告）某农场之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中，某农场一审诉请判令解除双方土地
承包经营合同，并由梁某清除承包地上的种植物，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由梁某清除
26.66 亩承包地上种植的作物；二审法院则认为，
“涉案土地上已经有上诉人种植并进入
成熟期的果树、桂花树和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归还涉案土地、铲
除上述植物，不利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亦对上诉人不公平”
，二审裁判进而以
绿色原则限制了违反合同付款主要义务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合同相对方本应依原《合同
法》第 94 条第（三）项所享有的合同解除权。(64) 该案二审所选择的完全否定合同守约
方的合同解除权方案（M1）
，相对于承认合同解除权但为了实现绿色原则的价值暂时推
迟返还承包经营土地这一备选方案（M2）而言，显然后者对守约方依据原《合同法》第
94 条第（三）项（R）及其背后的诚信原则（Pr）所造成的个案限制相对更小。即个
案比较可知，M2<M1，相对于本案裁判所采用的 M1，存在对 R 及 Pr 限制更小但同样可
以增加绿色原则（P）价值实现的 M2。因此，笔者认为，该案裁判所用的限制措施不符
合必要性子原则的要求。也许可以改为采用判决解除双方合同，但适当延长义务，待案
涉土地上已种植的植物当季收成或实现价值后再行返还土地，并应同时考虑到诉讼程序
法的要求，由法院向一审原告释明可以另案起诉要求补偿土地延迟返还的损失或增加诉
请。当然也需指出，对于果树而非水稻之类的植被，果树可能无法通过延迟一季长成期
实现全部价值，则应考虑判决合同解除并立即返还，但土地上种植物无需清除，并应综合
考虑违法性、资产价值等因素由受益方合理补偿（此内容涉及后文拟讨论的利益平衡问
题，后续再详述）
。事实上，从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出发，以绿色原则合理推迟合同解除后
无权占有人返还原物的时间之典型案例实践中已有发生。(65)
狭义比例原则这一子原则要求，就裁判拟采用的具体限制措施或规范解释方案，须
先行预测或评估，对民事规范及其背后支撑的原则所采取之限制的增加，应以绿色原则
价值实现的同步增加为正当性前提，一旦出现或存在随着限制的增加反而出现绿色原则
价值停止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就应不采取该措施或方案，或者应使具体措施或方案的限
制程度止步于绿色原则价值不再增加或降低的那个点位。通过已有案例分析，笔者尚
未找到一个可用以释明狭义比例原则要求的、妥贴的正面典型示例，但也许我们可以通
过反向分析得到答案。例如，在“梁某诉黄某排除妨害纠纷案”中，被告父母生前在原
(63)

原《物权法》第 243 条规定：
“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
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
”

(64)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 13 民终 611 号民事判决书。

(65)

参见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8）冀 0903 民初 333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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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有的宅基地上种植有株苹婆，该树树龄超过 30 年，审理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案涉土
地使用权人，有权要求被告排除妨害。原告主张被告将案涉树木砍伐本无不当，但根据
原《民法总则》第 9 条之规定，
“案涉树木已种植多年，如果将其砍伐不利于资源的保
护及有效利用，违背了物尽其用、保护环境的社会价值导向。且砍伐案涉树木并非排除
妨害的唯一途径，将案涉树木搬离梁某的用地红线范围即可”
，并裁判以绿色原则限制原
告以砍伐树木方式排除宅基地妨害的请求权。(66) 笔者分析，为了提高绿色原则（P）指向
的价值之实现，采取限制本该适用于案涉纠纷解决的原《物权法》第 35 条（R）及其背
后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Pr）的措施——树木留在该案原告宅基地的措施（M1）
对 R 及 Pr 的限制，较之于树木移植出原告宅基地的措施（M2）对 R 及 Pr 的限制而言，
M1 造成的限制显然大于 M2；但比较可见，随着 M2 转向 M1 所随之变化的限制之增大，
案涉树木存活（假设移植后能存活且存活后的环境公益相当）所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
公益，即绿色原则（P）价值的实现程度不会随之增加。因此，可以发现，没有必要在不
增加 P 的情况下，将 M2“升级”成 M1，即通过增加对原告宅基地及其排除物权妨害的
请求权予以限制的程度，不会提高绿色原则价值的实现程度，从而可以从反向验证并坚
定裁判者的抉择的正确性。所以，相比而言，本案采取树木异地移植的措施符合狭义比
例原则。
（五）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四个适用步骤的相互关联
综合以上四个主要步骤的使用，如果经过探索，仍找不到那个潜在的、与绿色原则存
在价值冲突且直接指向纠纷的民事规范，则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无需再予考虑。如果
经仔细思量后，发现规范与绿色原则之间属于价值一致的情况，此时应将整个司法适用
技术线路转化为绿色原则价值宣示适用的类型；但如果新发现其他潜在可能适用于同一
案涉纠纷解决的民事法律规范，使得出现存在两个以上的备选可用规范，其中至少存在
一个规范与绿色原则价值相符、一个规范与之相冲突的，则此时应转为尝试绿色原则规
范选择的司法适用路径。
当经过步骤二的比较和权衡，发现确实需要引入绿色原则，则可以继续开展步骤三
的研究。反之则只能认为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尝试止步于此，转而综合考虑其他法理
和法律规范以适用步骤一所识别的民事规范，或另外寻找更合适于案涉纠纷解决的适用
民事规范，
甚至其他原则。
在准确识别民事规范，并经历了步骤二和步骤三的检验后，且能找到可以适用的具
体解释方法，则应进入步骤四，即开展完整全面的比例原则三项子原则的评价。但为了
觅得一个更符合比例原则的具体争议解决方案，有时可能需要从步骤四退回步骤三，更
换其他解释方法或具体司法处置方案后，再次进行步骤四的比例原则考量，甚至出现多
次反复，直到找到一个妥当的争议解决的司法方案。当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对于一个
熟练于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司法适用的实务人员而言，还存在将步骤四与步骤三统筹考
(66)

参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 2071 民初 655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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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甚至步骤二、
三、
四一并综合研判的可能性。
（六）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三项基本要求
通过以上四个主要步骤的严密司法研判，发现案涉民事纠纷确属可以通过引入绿色
原则重新解释民事规范加以解决，且可以找到个案具体可用的合理的解释方法，得出符
合比例原则的具体司法裁判方案的情况，则可得出采用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技术的结
论。但后续裁判及文书制作，还应至少符合三项要求：首先，绿色原则导入后若存在双方
充
利益失衡，
则应结合违法性、
违约性、(67) 便利双方以及符合程序法规范等因素进行适当、
(68) 即笔者所称之“利益平衡”的要求。其次，
对绿色原则的导入必要性、
符
分的利益平衡，

合比例原则性以及利益衡量和平衡的具体计算方案的选择等，
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
等相应部分，
应进行充分说理，
即笔者所称的“充分说理”要求。最后，
裁判还必须在“综
上所述，
依照……”等语词引导的判词部分与前述说理部分进行呼应，
即必须同时至少援
引绿色原则条款及其通过规范解释所重新解释的那个具体的法律规范条款，得出具体裁
判事项——即笔者所称“规范双引”要求，
仅单引绿色原则条款并不是规范的判决形式，
即便准确指明并援引了具体民事规范条款但不同时引用绿色原则条款也是不正确的。(69)
其中，关于本文所主张的“利益衡量”这一基本要求，首先要求司法实务者在其绿
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思维体系中“加载”开展利益平衡的意识。在前述 35 例已有实证
样本所涵盖的 37 个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点中，有 12 个本应考量却根本未考量利益平
衡。例如，在“某军分区诉某商贸有限公司返还财产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以绿色原则
限制了原告依被解释的已有民事规范而享有的因客观原因无法在拆除旧房后继续重建
房屋以恢复原状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径直驳回原告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的诉请，而既未说
明不予利益平衡的原因，也未向原告释明可以变更诉请为赔偿损失；若释明变更，则可能
从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转化为规范选择适用，或另案诉请赔偿救济。(70) 而释明另案起
诉救济或者释明变更诉请并在当事人变更诉请后同案裁判，(71) 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并提高
(67)

例如，在“上诉人周某与被上诉人戴某排除妨害纠纷二审案”中，二审法院引入绿色原则限制以拆除加盖房屋方式排
除物权妨害，纠正一审裁判，但未作利益平衡，实际上该案二审法院可以明确阐释考量到上诉人周某存在违法侵占被
上诉人戴某房屋的过错，加盖房屋“添附”后已无分离的可能，本应平衡不予拆除而失衡的利益，但考虑到该失衡因
加害人本人违法行为造成，且受害人的房屋诉讼之前已有一段时间被加害人非法无偿占用，故综合考量后不予补偿。
参见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 03 民终 937 号民事判决书。如前文关于比例原则之适切性子原则所举
案例，实践中也有采用“相互抵销”这一个案而言较为恰当的措施之司法实践。参见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2018）湘 0702 民初 1134 号民事判决书。

(68)

例如在“某电信公司诉某移动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在审理法院以绿色原则限制原告主张以拆除搭挂通讯线的
方式排除其所有的通讯杆受到的物权妨害的同时，暂不评价利益平衡符合程序法等问题，仅评价利益平衡目的的补偿
款的计算方法的确定，法院主张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开始计算”
，而非被告侵害物权行为发生之时，有利益平衡不充
分的嫌疑。参见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8）鄂 1126 民初 669 号民事判决书。

(69)

仅在判词部分援引民事规范的已有判例参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 0105 民初 1398 号民事判决书。

(70)

参见四川省康定县人民法院（2018）川 3321 民初 12 号民事判决书。

(71)

例如，在“某业主委员会诉张某、秦某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以绿色原则限制了原告以复植因防护林建造被
毁杏树的方式排除物权妨害请求权，但裁判文书载明“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其诉请，本院难以支持。
”参见江苏
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 0582 民初 256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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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争息诉的效率。必须强调的是，
“判非所请”的程序违法是必须避免的。例如，在“余
某诉马某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以绿色原则限制原告以拆除房屋方式排除被侵
犯宅基地妨害请求权后，径直超出诉请，判决改以一次性补偿平衡绿色原则导入后的双
方利益的失衡。(72) 此外，对于当事人已经在诉请返还原物时一并诉请赔偿损失的，则可根
据案情考量调整补充标准，以对因引入绿色原则所造成的权利失衡予以合理平衡。(73) 当
然，也许个案中存在无需利益平衡的情形，(74) 但裁判文书也应作出说明，以表明法官已进
行利益平衡考量。
而关于本文实证分析样本所呈现的已有司法实践中说理的不充分性，甚至仅引用
(75) 前文已经举出案例并进行了必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绿色原则条款而未作任何说明的，

对于适用绿色原则解释已有民事规范的个案性特例必须展开详细的说理论证，其实早已
上升为法理学层面上的一个共识。例如，舒国滢教授坚持适用原则裁判的前提是“若无
更强理由，不适用法律原则”
。(76) 葛洪义教授也主张：“若要适用法律原则，则必须经过一
定的特别的理性对话程序，对法律原则的内容进行认真识别。”(77) 学者庞凌则从技术规范
角度总结认为，
法律原则必须在“充分说理基础上方可适用”
。(78)
希望本文上述基于案例样本分类比较而归纳得出的说理、阐释以及实案释法，有助
于笔者所倡导的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三大注意事项得到广大读者和司法实务者的
准确理解。行文至此，关于本文在理论上尝试归纳提出的“四个主要步骤 + 三项基本要
求”的绿色原则规范解释适用的倡导性技术规范，已基本构建并论述完成。期望能够抛
砖引玉，推动关于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司法适用的问题得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更
多关注和讨论，进而能有助于尽快提高绿色原则规范解释方法在民事司法中有效使用的
程度及速度。

(72)
(73)

参见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2017）豫 0328 民初 752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有判例将原每亩 80 元的土地承包费标准提高到 350 元，作为超过合同期限但以绿色原则判令限制合同到期后
立即返还土地至林木成才后再返还这一延长占用期间的合理利益平衡。参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20）
冀 0208 民初 1420 号民事判决书。

(74)

例如，
在“梁某诉黄某排除妨害纠纷案”中，
审理法院以绿色原则限制原告以砍伐树木方式排除宅基地妨害的请求权，
但该案采用了对案涉树木移植的办法，综合考虑后，导入绿色原则限制权利后利益暂无失衡，所以无需作出双方利益
平衡，但可惜法院未能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说明。参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 2071 民初 6555 号民事
判决书。

(75)

例如，在“某银行诉某投资公司、某环保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中，案涉两个绿色原则规范解释争议点，其中就以绿色
原则限制前序抵押权对抗为环保公益目的之后续土地租赁合同，裁判文书对于绿色原则引入以认可该在抵押设立后
成立的租赁合同有效的理由未予充分论证说理，并且在判词部分仅援引了绿色原则条款，而未援引案涉该点争议绿色
原则所解释的民事规范原《物权法》第 190 条。参见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9）湘 0502 民初 2485 号民
事判决书。

(76)

参见前注 ㊶，
舒国滢文，
第 19 页。

(77)

前注 ⑩，
葛洪义文，
第 14 页。

(78)

参见前注 ⑪，
庞凌文，
第 41 页。

101

中国法学

结

2021 年第 4 期

论

经过前文基于现有司法实践的案例实证分析和理论论证，笔者认为，作为民法基本
原则，民法典绿色原则在民事司法中有其适用的空间，但需要更具针对性、理论性和可
操性的理论引导。可主要考察潜在适用民事规范存在与否、存在数量及其存在情况下规
范与绿色原则是否存在价值冲突这一主线，采用“三层分类、一分为四”的绿色原则民
事案件司法适用分类法，将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潜在路径归类为“漏洞填补”“价值宣
示”“规范解释”和“规范选择”四种。其中，规范解释适用指有且仅有一个可适用于
解决案涉纠纷的民事规范，但适用该规范会造成与绿色原则间的价值冲突，则可以引入
绿色原则重新解释该规范，以作出妥善裁判。绿色原则规范解释民事司法适用可以采用
“四个主要步骤”组成的技术线路，即民事规范识别、冲突价值权衡、解释方法探求与比
例原则考量。绿色原则规范解释司法适用应严格遵守利益平衡、充分说理及规范双引这
“三项基本要求”
。

Abstract: Article 9 of the Civil Code has declared the Green Principle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ivil Code. Through studying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exists applicable civil legal norms and the quantity, whether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specific norms and the Green Principle, and whether the Green Principle can be
applied to the selection between conflicting norms, relevant cases involving the Green Principle
in judical practi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of classification. Furthermore, four specific
approaches to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are found out, namely loophole
filling, value declaration,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normative sele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mean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norm applicable to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s involved in the case, b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orm will cause value conflict with the
Green Principle, in which the Green Principle can be introduced to reinterpret the norm to make
a proper judgment.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can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four steps: civil normative identification, conflict value measurement,
interpretation method exploration, and proportional principle consideration. Moreover, three
basic requirements should be strictly observed: interest balance, full reasoning, and double
normative introduction.
                                           
     （责任编辑：陈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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