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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审判裁量情境中的话语实践考察
———“议论的法社会学”视角
梁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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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Ａ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田野调查，亦即研究者对司法审判工作的亲历和反思，可以发
现审判裁量的话语空间充满矛盾冲突，既有当事人双方的对立主张和复数立论，又有法官对道德说教
与法言法语的混杂使用。法官往往相信自己是公正的，但其对正义的理解是一种“半洞察”，可能有失
偏颇却不自知。究其根源，在于反思不足；而反思不足的原因，一是法官能力素养不足，二是商谈议论
不够。法官一定意义上不乏商谈议论的机会，但潜在的议论规则不一定是客观公正导向的，不论是面
对诉状时法官内心的、还是合议时法官之间的、或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议论，都还缺乏真正被
实践的程序公正与科学论证。总之，司法裁量客观公正之可能性前提在于商谈与议论，但其前提之前
提乃法律议论场域的良性建构。在这点上，国家司法改革也当有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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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 题 的 提 出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强调
在法院系统内部和诉讼活动中保障法官的主导地位，〔１〕但在认定事实、适用乃至解释法律的微观
情境中，法官作为裁量主体的问题未被深究。
季卫东教授认为审判裁量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古代中国对法官裁量权的限制基于“法无
二解”理念，由专司法律解释的官员垄断性地给出权威答案，限制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使实体规则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倪寿明：《落实法官主体地位的四个着力点》，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第００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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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细致化，使审判人员无法利用法律的暧昧之处行使裁量权，把法律解释绝对化、统一化。
现代西方的做法也是追求“唯一正确的解答”，法官以三段论的思维方式将法律适用到事实中去，
强调严格的理性。这些做法可能导致法律的教条化和推理的机械化，因此 ２０ 世纪后出现了法律
自由化、弹性化运动，强调法官自由发现法律。法国出现了不受法律条款约束、扶持弱势群体、制
裁强者的马尼奥法官，其审判方式一度受到推崇；在美国的现实主义运动中，霍姆斯提倡实用主义
法学，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经验，庞德也强调考察法律的功能及其适用过程中的利益权衡；中国
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调解、巡回审理、就地解决、听取群众意见、调查研究事实，以群众满意为
标准，使群众意见压倒法律，也使法官裁量权过大，使我国法律解释呈现出流动化而无坚实制度基
础的特征。哈特的审判裁量学说看到了规则的两重性，强调既不能完全怀疑规则、否定其客观性，
也不能机械适用之，真理在两者之间。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客观化的机制，该机制
的重要构成部分乃法律解释的技术：法律是开放的，法官要行使裁量权，但要让自己的理由经得起
各方面的质疑，通过法律解释的技艺使裁量的理由清晰，是限制审判裁量的重要方式。〔２〕
季卫东教授提出限制裁量权一方面需要责任制，另一方面要考察法官的说理过程———“不仅
要有责任清单，还要有抗辩清单。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和证据，法官要全部列出来，一一否定，最后
留下的就是正确的东西，也是判决的基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理环节，
而这很难反映到责任制这个指标化管理过程中，所以抗辩清单非常重要。”〔３〕对说理环节和抗辩
清单的强调，也见于季教授提出的“议论的法社会学”范式，该范式是一种兼顾“程序—沟通—权利
共识”的理论体系，“立足点是结构—功能—含义三位一体的话语空间、抗辩和论证的正当化机制
分析以及相应的公正性制度条件研究”，旨在“聚焦立法、执法以及审判的沟通行为和话语空间及
其规范的含义”，通过“对实践中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在制度改革方面推动
政策科学研究”〔４〕。本文正是这一宗旨下的经验研究。
法官对上诉案件的裁量主要发生在审理诉状与合议两个话语空间中，笔者试图通过参与观察
和非正式访谈，经由对上诉审法官审判裁量的沟通行为和话语实践 （主要表现为合议案件）的考
察，反思裁量客观公正的可能性前提及其界限。本文的主要特点是运用移情 〔５〕的方法，研究者切
实参与进审判裁量的过程尤其是说理环节中，参与进司法工作的话语博弈空间并切身感受到“法
律议论场域的矛盾、冲突与张力”〔６〕，对法律的议论和说理进行再思考和再议论。这是一种把研
究者带回研究场景的反思性方法，“研究者作为反思性的关键，既是反思性的承担者，也是反思性
的对象”。〔７〕 本文之所以能够实现反思性，契机在于笔者以挂职干部身份进入 Ａ 市中级人民法
院，由此而获得了观察者和参与者亦即法社会学研究者和司法工作者的双重身份。
参见季卫东 “法与社会 ”公开课第七课、第八课，载网易公开课 （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１６３．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ａｙｕｓｈｅｈｕｉ．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５）。
〔３〕 李阳：《七家试点法院的司改答卷———来自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的报道》，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１５日，第２版。
〔４〕 季卫东：《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３５页。
〔５〕 移情：解释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由于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之间有可能存在“移情作用”，因而研究者不
仅可以记录他所观察的社会行为和态度，也能理解社会行为者的动机并弄懂该行为对行为者的意义。正是由于观
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共通性，前者能合乎情理地在纯观察之外做进一步解释。能够或应该设法从他们的观点
出发去理解社会现象。参见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６〕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３８页。
〔７〕 林聚任：《从话语分析到反思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载《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０７年
第２期，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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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力图遵循在法院里做研究而非研究法院的原则，〔８〕希望以移情和议论方
式对个案进行解释，〔９〕最大限度地透视法官裁量的真相。而解释的对象，正是“议论的法社会学”
视角下的审判沟通行为，话语空间，抗辩、论证与说理环节。本文的田野资料是审判裁量之话语实
践的微观语料，即那些关于权利和囿于权力的议论纷纷及其嘈杂场景，因此笔者尽量保留了议论
中某些看似无关却内涵丰富的细节。在资料呈现上，本文将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我”参与其中的
法律议论，包括当事人的、法官的以及“我”自己的叙事、修辞、主张、辩驳、论证、合议、异议、争论、
共识、字斟句酌、心证过程和裁量判决等，及其发生的特定时空情境，最后分析和议论这些议论话
语及其场域，突出“我”的参与感、在场感、主观性与能动性，突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
体性。对法律议论的再次议论，需要研究者将自身的经验与理论判断带入其中，对建构的话语和
知识进行反思，使最终的议论或叙事不仅能直观呈现隐藏着的权力关系，更使话语空间自身的错
综复杂与变动不居其义自见。

二 、无名者 〔１０〕的诉请 、抗辩与我的辗转 、两难
２０１６年６月中旬，我到 Ａ 市中院挂职第三周，庭长 Ｈ 前来询问我是否办过案，我说没有，他
抱来一公分厚的卷宗：“你试着跟一个案子，写一个审理报告，意见也多少说一些。”之后的一周，
我不再勤快地替同屋的书记员跑腿送达文书或盖章，而是投入了 “神圣 ”且极具挑战性的案件
审理：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车辆Ｉ在 Ａ 市界内高速路段行驶，过隧道时前方车辆ＩＩ超宽占道行
驶。Ｉ车司机欲刹车时发现制动失灵，于是与ＩＩ车左侧相撞，两车货物均受损；相撞后Ｉ
车仍无法刹车，驶出隧道后为避免更大事故，司机Ｉ决定将车尾挂在右侧山丘上，并嘱咐
车上货主抓紧座位，此时二人均未系安全带。车辆撞击山体后得以制动，副驾驶座上的
货主却被甩出窗外死亡。Ａ 市交警队认定司机Ｉ对事故负全责，ＩＩ车司机无责。司机Ｉ
对该事故责任认定书提起复核，但复核期间（２０１５年４月）司机ＩＩ及其所在物流公司向 Ａ
市 Ｂ县法院起诉司机Ｉ及其挂靠公司，复核依法停止。
在该诉讼（称作 Ａ１）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车辆ＩＩ全部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车辆ＩＩ超
宽占道也是事故主因之一，故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做出判决，要求被告及其保险人赔偿该车
５０％财产损失，剩余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不服判决，同年６月上诉，Ａ 市中院于２０１６年
４月立案审理，遂成诉讼 Ａ２，其判决结果（７月结案）是维持。
针对个案研究能否从特殊到一般的问题，解释人类学家格尔兹强调，“人类学家是在村庄里做研究，而不
是研究村庄”。参见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９〕 即先对行为、现象的意义进行解读，再对行为、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解释，陈柏峰称之为 “机制分
析”。参见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４４～５４页。
〔１０〕 福柯《无名者的生活》肇始于他阅读的一份拘留记录，“无名者”即是记录中的那些 “被权力贬得一钱不
值”的越轨者；我在卷宗里则邂逅了一些并非“一钱不值”但也毫不重要的无名之辈，与福柯“无名者”的相似之处是
同样也“玩弄了话语”并“遭遇了权力”。“或因自己向权力呈言，用这些文字来告发、申诉、恳请或哀求；或因权力想
要干预，用寥寥数语来裁决或宣判。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
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我邂逅的无名者或许不
那么边缘和底层，保险公司还略有权势，但在法官的裁量面前，无论怎样言说，他们都还是处于与权力对峙的弱势。
参见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总第６期（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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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死者即货主的家属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向 Ａ 市 Ｂ县法院提起诉讼（称作诉讼 Ｂ１），要
求两车所属公司及其保险人赔偿人身损害、精神损失等费用 ８０ 余万元。 法院于同年
１２月判决由Ｉ车和ＩＩ车各承担８０％和２０％的赔偿责任，并在审理报告中写道：“由于原
审被告不服 Ａ１ 的判决结果已上诉，故不考虑该判决中的责任认定 （各承担 ５０％ 的责
任）。”二被告均不服判并上诉，遂成诉讼 Ｂ２，于２０１６年６月立案（即我要审理的案件）。
就事故责任划分问题，我向 Ａ２的承办人、三十多岁的女法官 Ｘ 请教，她说当事人多次质疑 Ｂ
法院一审对案件 Ａ１和 Ｂ１做出不一致的责任认定，但她还是在 Ａ２中维持了 Ａ１五五分责的判决，
这就意味着挑战了 Ｂ１的二八分责，她坦言这可能使将来 Ｂ２的判决陷入困境：如果 Ｂ２维持原判，
就与同为二审的 Ａ２前后矛盾；如果 Ｂ２改判，ＩＩ车一方将更不服判，影响办案质量。Ｘ 说 Ａ２的承
办法官确实比 Ｂ２的轻松，但 Ｂ２也可以不受 Ａ２影响，维持原判，因为“两车对车上财物损失的责任
是一样的，但对车上货主死亡应负的责任可以不一样”。
查找法律条文未果的情况下，我查阅了学术论文，有研究表明我国大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理
论和方法的核心由“依据违法行为数量和情节认定”逐渐向“基于当事人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
关系认定”转变，〔１１〕这就支持了 Ｘ 的说法。我写下了“维持”字样，随即却发现“我国各省市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规则存在差异，有的省市依据违规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有的则不
然，Ａ 市所在省份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的规定是“…… 根据当事人在道路交
通事故中的过错行为，对照‘当事人过错行为分类’表，确定过错行为类别，确定当事人责任”。基
于此，我对照‘过错行为分类’表确定二人的违法数量和情节，把处理意见改为了 “依据本省 《规
则》，司机Ｉ和ＩＩ对事故负同等责任”，并重新计算了两车及其保险公司的赔偿数额，却又发现保险
公司是否需要赔偿还存在争议。
承保Ｉ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ａ、ｂ两公司认为：搭乘该车被摔出车外、死于车右侧地上的
货主不是“第三者”；且该车未按规定年检，保险人可以免赔。ａ的代理人在邮寄给审判长的代理词
后附有《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某章的影印版，〔１２〕最高法院民一庭对处理车上人员能否转换为第
三人的问题提供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如果受害人在意外发生时已置身保险车辆下，则不再属于
车上人员而是第三者。交强险旨在避免因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员没有赔偿能力而无法获赔，其社
会功能是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另一种意见是“我国立法之所以将乘客排除在第
三者之外，是因为强制责任险制度的设立需要在参加保险的普遍性、费率的高低及赔付的可能性
等诸多因素间取得平衡，需考虑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和赔偿限额。若不当扩大第三人范围，可
能造成整个制度不堪重负，最后不利于多数受害人受偿。且乘客尚有其他方式保障，如车上人员
险、运输合同等，两车相撞情况下本车人员尚受对方车辆强制责任险保障”；该庭最终的倾向性意
见为“当本车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脱离了被保险车辆，不能视其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中
的‘第三者’”。
读完这一意见交锋，我马上认可了有辩证精神和社会因素考量的倾向意见，但考虑到一旦免
除两家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数十万的赔偿款多半要出自司机Ｉ及其挂靠的物流公司，要求被挂靠
公司对其挂靠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身也有争议，而司机Ｉ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据其在交
警大队的笔录可知）———似乎是同情心阻止了下笔改判，我开始思考折中办法，第二天终于发现了
马社强、薛菁菁：《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理论和方法发展综述》，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８页。
〔１２〕 笔者查其出处为奚晓明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４３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１〕

·５３·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一个漏洞：最高院指导意见针对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但商业第三者险与此不同，该险种
无强制性和普遍性，保费远高于交强险，其赔偿范围无须过多考虑社会因素，此时依据受害人在事
故发生的特定时间身处保险车辆之下来判断，就能把死者视为其“第三者”而获得 ｂ公司的赔偿。
但此时 ｂ公司的抗辩理由又令我陷入两难：Ｉ车在事故发生时年检已超有效期。保险条款规
定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免责条款分为原因免责和损失免责两类，发生事故时未按规
定检验属前者，即只有未按规定检验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原因时保险人才能不承担责任。交警
鉴定“Ｉ车肇事前行车制动安全技术状况不合格”，可见未年检确是事故原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
公司可以免赔；但保险公司若没有告知被保险人免责条款，也不能免责，这是保险案件的普遍情
况。因此我开始寻找“已告知”的证据，打算以不履行告知义务为由驳斥保险公司的抗辩，却还是
在投保单上发现了“投保人已经获知免责条款”一栏，Ｉ车挂靠的物流公司在该处盖了公章。此时
心里的天平摇摆不定，查找类似案件后，我在审理报告里写下这段话：
ｂ公司仅举证了一份未附格式条款的投保单，也未提供能够证明自己“已对免责条款
内容向投保人做出了明确说明的书面或者口头证据”，仅在保单上列有一条“投保人已经
获知免责条款”的说明。虽然投保人在上面盖了章，但《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向投保人提
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同时要做到在保单
上做出引起注意的关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且对该条款内容向投保人做出说明”。ｂ的投保
单上首先就未附免责条款，难以对其做出说明。
尽管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实际上我也大可以这样写（类似案件确实采用截然不同的判决理由
做出不同的判决）：
ｂ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在投保单上明确标注了“投保人已获知免责条款”一栏，物流
公司已在该处盖章，故应对这一行为承担后果。
———此时作为研究者也作为司法裁判者，我陷入反思：是非对错，难道全在言说之中？
这似乎便解释了“法律的本质是话语实践”〔１３〕。
但为了追求“唯一正确的解答”，我又仔细阅读保险合同：
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除另有约定外）……２）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不论任何原因”排除了原因免责，似乎“显失公平”，于学理不通，于法律有据吗？随即查
阅保险法：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
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可见 ｂ公司设立的免责条款本身有故意“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或被保
险人责任”之嫌———我终于找到了让 ｂ公司赔偿的法条，但历经一系列追问与反思之后，此时的判
断似乎不再是出于对司机Ｉ的４岁女儿的同情，而是基于相信存在最恰切的法律理由能够对抗不
适当的利益索求，在这点上国家的立法果然没有令人失望。但有一个声音仍不时冒出来叩问我的
〔１３〕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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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Ｉ车没有年检，车上的司机和货主都没有系安全带，难道他们不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商
业保险公司、政府或国家就该为其买单？一个成熟的合格公民能是这样吗？这样的父母能教育出
对自己、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下一代吗？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能是这样吗？
虽然对责任保险制度及其背后的家长主义心态心怀警惕，对该心态下的公民社会发育与成熟
心怀忧虑，对保险公司心怀歉意，但我也自视在做一件好事，如果这样的处理意见被采纳而成判
决，会不会使该保险公司甚至保险行业有所反省，进而修改免责条款并更好地履行告知义务？诚
然，案件背后的价值问题是复杂的，我无力把握，但判决至少要实现法律的调整功能，我自视以上
裁量过程与写下的判决至少是审慎的、也是完整的，是符合法律标准并接近程序正义的。由于期
待判决意见被采纳，此后两周我都在预想该意见在合议中将面临的争议，并思索着应对之策。
写完审理报告后，我与法官 Ｘ 有过一次交谈：
Ｘ：觉得法官工作怎么样？
Ｗ 〔１４〕：我觉得做法官不如做律师。律师只要朝着一个目标找证据、找法律依据就
行，法官却要在正反两个方向上同时思考，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心太累。
Ｘ：你一个案子审了一周多，才有功夫左思右想，你想想我们差不多平均每天办一个
案子，根本没时间想那么多。要迅速做决定，不能犹犹豫豫。
Ｗ：很难决定，毕竟关系到别人的利益甚至生活。
Ｘ：是啊，法官的权力其实真的很大。
起初我认为“没时间想那么多”“要迅速决定”只是意味着法官裁量过程的不求甚解，后来发现
在某些情况下（尚不能确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与频率），这可能意味着判决先于裁量、基于 “经
验”，法官在倾听诉讼请求和斟酌抗辩理由前，内心可能已经有了期待的结果，他要做的或许只是
朝一个方向上去找证据和法条。

三 、法 官 的 经 验 、〔１５〕先见 〔１６〕与决断 〔１７〕
七月下旬终于等来 Ｂ２合议，时间已经是１１点一刻，我心怀疑虑，担心这意味着无法进行充分
的商谈议论，但事实却不尽然：
Ｈ：还是你们之前合议过的那个交通事故 （指 Ｂ１），ＩＩ车超宽占道行使，Ｉ车撞了ＩＩ
车……交警队当时认定有一个无责对吧？
Ｘ：对。
Ｈ：Ｉ车方申请复核，由于ＩＩ车方上诉而终止了。终止后我们一审包括二审都认定了
双方为同等责任……现在的这个呢，是因为Ｉ车刹车失灵，撞了ＩＩ车又向前行驶，没办法
就去撞山体，就造成了……不光是他车上的货受损，还有坐在车上的货主。
Ｓ：哦，挖机倒到前面把人压死？
Ｗ 指代笔者。
经验：为解决法律与社会现实背离的问题，在美国的现实主义运动中，庞德强调考察法律的功能及其适
用过程中的利益权衡，霍姆斯提倡实用主义法学，强调法律的生命力与其说在逻辑，不如说在于经验。但是对规范
的质疑和对经验的强调，也可能导致法官裁量权过大。
〔１６〕 “先见”可能是先见之明，也可能是成见。
〔１７〕 “决断”可能是“带着枷锁跳舞的决断”，也可能是几乎不带枷锁的。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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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嗯，人摔出去了，这是个问题哦，实际上现场认定，他不是在车上撞死的，不是死
于车上，而是车下。
Ｘ：嗯。
Ｈ：也就是说他的位置是关键问题，不能讲他是摔下去死的，也不能讲他是在车上撞
死的。
Ｘ：大概情况是这样，我印象当中啊，先是他摔出去了，最倒霉的是他买的那个挖机
呢从后头又摔出来把他压死了。
Ｈ：把他压死的？
Ｘ：嗯。
Ｈ：那么这个情节，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我看小梁拟的报告没仔细到（这个细节），
如果有这个细节呢，他就更是第三者。因为这个案子它有一个……针对是不是第三者的上
诉，这个细节呢要更加把它（让我把它写进报告）。那么一审查明的事实就不讲哈，就看看判
决……因为这个（换成普通话对我说）案情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一个（相关）案件嘛。
Ｗ：嗯。
Ｈ：一审法院认为Ｉ承担８０％的责任，ＩＩ承担２０％，这个呢也是一个争议。上诉人就
认为，原来（Ａ１）判的是５０％，这次怎么就主次了。而一审法院认为“……Ｉ车与山体碰撞
则是司机Ｉ为避免更大事故发生……应承担８０％”。
此处没有停下讨论，Ｈ 继续念一审法院的“认为”：被告保险公司ａ、ｂ主张免赔等抗
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依法认定货主某某摔下车受到再次伤害而
亡，属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停顿）实际上我们认定的事实，应该就是摔下去以后又被挖
机压死嘛？
Ｘ：摔下去以后是不是当场死亡就不清楚嘛哈……但是我印象当中是听当事人还是
听哪个人陈述这个事情，就说是挺倒霉，自己去买挖机却被挖机压死了。
Ｈ：我们那个案子（Ｘ 审理的 Ａ２）认定的事实呢？
Ｘ：没认定，那个不涉及人员伤亡。
Ｈ：哦，没认定，如果有这个认定……哎小梁你要看一下，因为一审查明的事实是摔
下去死亡的，但我们好像有一个意见是他摔下去以后又有挖机压在他身上，有没有这个？
Ｗ：没有证据证明。
Ｈ：没有啊？哦如果有这个证据，肯定更能证明、更是第三者。
Ｓ：你看他死亡的原因鉴定是“颅脑受伤损害”，如果有压的情况，看有没有照片能证
实压的是哪个部位。
Ｗ：照片是复印的，不清楚，要拿过来吗庭长？卷宗？
Ｈ：噢没事，不用，因为……这一块事实上已经够（证明），它（一审法院）这个理由也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这个事实，进一步核实一下，更好……还有关于死者的赔偿标准，
就是按照城市标准，具体我不念了，保险公司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这个各自的金额呢我说
一下……
（在具体数额计算上讨论了１５分钟，过了下班时间）
Ｈ：最后呢，案子（争议）的责任划分，一审没问题，针对承担的比例，它这个判决结果
应当可以。还有小梁你讲的理由（翻看报告对我说），主要是认为不属于第三者，还认为Ｉ
车没年检，认为各项赔偿金过高；ＩＩ车这边请求按交警部门划分的责任，还说我们同一个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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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不同判法。主要就这些？
Ｗ：嗯（我迅速阐发自己的理由）———第三者的问题，最高院的指导案例说，车上有一
个乘客看到车子发生危险主动跳车，但处于车下的他反而被翻倒的车子压死，针对这种
情况最高法院认为不应当扩大第三者范围，其即便下车后又被压死也不属于第三者，那
本案就更……
Ｈ：还有一种意见对吧？
Ｗ：对，但是最后的倾向性意见是……
Ｈ：它这个案子以及我们的案子，我都认为应该认定为车下人员，因为跳车并不导致
他死亡，最多说他个人也有过错，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Ｘ：刚刚我们讨论 Ｓ的一个案件也雷同，一个人从他摩托车上摔下去被摩托车压死。
Ｈ：这个绝对是车下人员，还有一个案件是他摔出去的瞬间与山体相撞而死，也认定
为车下人员。省高院有过这个判决，第三者的问题要讲保险事故的瞬间，死亡那一瞬间
只要在车下，最高法院，哦不是，省院，省高院有过指导意见，就是（根据）保险事故发生瞬
间所处的位置，他这个更是（第三者），摔下去之后被压死嘛。
Ｗ：嗯，但庭长，最高院根据社会影响，认为如果把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会造成这
个制度的不堪重负。交强险的保额本身就不太高，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会特别大，会对
整个制度……
Ｈ：你这个是针对保险公司的利益在说话（看向我，此时仿佛形成一种从道义上批评
我替强者说话、没有支持弱者的话语氛围）。
Ｗ：嗯，不过……
Ｈ：假如站在受害人一边，国家设立这个保险制度干什么？就是最大限度地救济受
害人，它的初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受害人的角度。
Ｘ：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能达成一致就……
Ｈ：就按这个吧（换成普通话），其他的这个比例问题，同案不同判……
Ｘ：哎哎，最大的障碍就在这里。
Ｈ：这个我们要认真对待，因为毕竟是同一起事故，当然交警部门的认定书现在没有
效力，不作为证据，但我个人还是同意一审的意见……当然有因果关系，但是不严重，划
个２０％（合适），如果划成４０％我个人反倒认为高了。所以一审的结果还比较恰当……所
以我个人还是认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Ｗ：庭长，关于责任认定我个人有一个比较实在的想法哈。
我期待更接地气地、站在法官和法院一边说话会获得他们的支持，但结果证明他们的立场在
某种程度上是变动的，影响因素复杂，短时间内难以把握———
Ｈ：哎你说。
Ｗ：就是ＩＩ车这边，一审法院在案件 Ｂ１中给他们认定２０％，他们拿出 Ａ１的５０％说
法院“同案不同判”“法律史上绝无仅有”“滑天下之大稽”。那现在还是判２０％的话，他们
也不会认同法院，还会质疑“同案不同判”，倒不如判成５０％，保持前后判决一致……
Ｈ：不是，我们考虑的责任划分主要看事故原因。
Ｗ：嗯，但各省标准……
Ｈ：导致车上货主死亡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是两车相撞吗？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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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里似乎在强调事实认知优先于规范，当我提醒存在确定的下位法依据，Ｈ 直接混淆了不
同省市的规定，且语焉不详———
Ｈ：我们是按……不光是按“交强险”，不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主要是以原
因力为准。
Ｗ：哦，原因为准吗？我看学术讨论说发展趋势是由过失行为转为因果认定，但咱们
省……
Ｈ：就应该是这样，他实际上是侵权嘛，嗯（改用当地话问两位法官）看你们有没有意
见？（此时已１２点，我的身份由讨论参与者转变为书记员，两位法官说话方式转变为逐
字逐句地发表可被记录的意见）
Ｘ：我认为死者……所以本案一审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予以维持。
Ｓ：本案……同意 Ｘ 法官的意见。
Ｈ：那就到这里，小梁，有些问题要是不明白，下午你来我办公室讨论。
与预想的不同，经过加班合议，我与法官之间及三位法官之间似乎都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商
谈议论，由于在话语博弈中承担作为外来者、门外汉、下属、晚辈的多重压力，尽管作为挂职干部和
报告撰写者在形式上被征询意见，但我也难以坚持某些立场，与法官之间理性商谈的空间非常有
限；当我引入最高院和学者的意见作为自己话语的正当性来源时，法官会绕过权威的指导而引入
其他理由。法官与法官之间的法律商谈中，理性的实现程度似乎也不高，最终的审判结果在程序
和实质上的客观公正性似乎都还差强人意。
该案合议结束后的午餐时间，Ｓ主动前来与我交谈：
Ｓ：审理报告是你写的？
Ｗ：嗯，写了挺久，反复斟酌来着。第三者的问题，最高院的审判意见确实是不应该
不当扩大其范围。
Ｓ：《审判指导》只是指导，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Ｗ：你觉得法官应该向弱者一方倾斜吗？
Ｓ：是啊，法官是个良心活儿……一个案件能有很多种处理结果的。
Ｗ：所以我写审理报告时非常纠结，觉得正反都有道理，很难下决定。
Ｓ：你的审理报告太长了，尤其写判决书的时候不能那么多，只写一种观点。
Ｗ：嗯。我觉得做法官挺辛苦的。
Ｓ：干这行经验最重要。
反复玩味他最后这句话，我发现经验似乎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起作用，一是帮助法官把案件分
门别类，并对不同类别案件的判法形成某种直觉性的倾向，由此迅速预设相应的判决结果，减轻做
决定的压力；二是规避风险，由于经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共享（共享的判决倾向可能比法律知识更
简单易得，也更实用，当然后者是理性的，前者则是非理性的；后者遵循严格论证的法律标准，前者
则遵循经验习惯或“案结事了”标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法官应该偏向弱者”这一命题
的不假思索的认同，但这一命题似乎有违形式理性和价值无涉的客观性伦理要求。
合议之后的当天下午，Ｈ 庭长与我谈话：
Ｈ：小梁报告写得不错，总结了一共有，嗯五个争议点，一是责任划分，然后是保险公
司的理由……三是精神损失费是否合理，四是赔偿金按城市还是农村标准，哦后面两点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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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我们意见一致。
Ｗ：对，我是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出发，因为涉及城市化过程中……
Ｈ：这个第三者的问题啊，你不能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
Ｗ：我觉得站在整个保险制度的角度也有道理，不能……
Ｈ：这个免责条款，他们保险公司也得经过保监会，不能任意写的，一定要保障受害
人的利益。
Ｗ：嗯，最高院那个指导意见……
Ｈ：最高院那些人和保险公司都是打交道的，我们这里还是要站在受害人的角度。
你就按今天的意见，再写一个判决书好吧，不用写那么多分析理由，要简单。
Ｓ和 Ｈ 都提醒“判决书要简单”，Ｘ 后来也说，“你判决书里写得越详细，越容易被当事人挑毛
病，不能给他解释那么多”。我还是一一驳斥了四个上诉人的理由，在其他争议点上都写得简单，
但对保险公司提出的“Ｉ车未年检，根据免责条款可以免除赔偿”这项抗辩保留了详细的驳斥理由，
希望判决书能对保险公司有所启发；但 Ｈ 删除了该内容，最终的判决理由全部与一审雷同。上诉
人看到判决书后应当质疑法官是否看过上诉状。法官的判决在实质上是否公正很难议论，先见和
决断本身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在本案中，先见是成见还是先见之明？决断是带着枷锁跳舞的决断
还是轻易的武断？经验助力了审判，还是助长了裁量的任意？如果主审法官阅览过卷宗，笔者就
不能妄下任何结论，但事实是自分案至退卷，真正要签字负责的案件经办人始终未曾审阅卷宗。

四 、总 结 与 讨 论
“法律的行为主体只有有限的资源，却对法律的执行拥有裁量权，而且在执行法律时会考虑他
们自身的利益。绝对的‘客观公正’在法律实践中更多是一种目标和理想，并非现实状况。”〔１８〕批
判视角下的大量研究早已证明了司法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即便是同时作为研究者和审判者的笔
者，在完全利益无涉且无办案压力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实践书本上的法律文本、原则和法学理论，
尽可能地审慎裁量，甚至实验式地在自己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时时内省，环环反思，对当事人的诉
请一一辩驳，却还要考虑自己的意见能不能被法官接受，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做出的判断不可能绝
对客观。何况就法官的日常而言，“关于法律和正义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但只能做出一个决
定”，当事人双方的一系列不同的权利主张及其论证夹杂着大量的叙事和修辞，真相总在背面，在
这样的话语博弈中抉择，“必须对复数的解答不断进行斟酌、权衡以及说服的作业”———不断斟酌
权衡似乎已是法官裁量的较理想类型，至少能够达至程序正义；但由于议论由复数立论组成，辩驳
必须通过反证检验而正当化，因此判决必须尽量考虑各种不同主张及其理由，以便说服社会，这个
说服社会的过程，使得实质的价值判断与法律的形式逻辑相伴相生，于是出现法官不成熟的社会
福利观念逾越法条法理，道德说教替代法言法语。
正如季卫东教授指出的，“论证性对话以及抗辩的活泼化势必不断凸显价值和立场的差
异……法律关系在关于正义、道德及社会福利的层出不穷的辩驳中难以稳定”。〔１９〕 尽管作为职业
司法者，本文研究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却更多地使用一套社会福利与道德话语；作为暂时的司法
刘思达：《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兼议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载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４页。
〔１９〕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３７页。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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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笔者自己则在法律、道德和社会福利的各种话语力量拉扯下倍感纠结。“法官必须不断面对各
种各样的主张、论证及解释之间的竞争，也不断面对自反性悖论”，“为了跳出这个悖论的陷阱，法
官有时不得不利用裁量权自己进行决断”，季称之为“带着枷锁跳舞的决断主义”〔２０〕。
笔者发现在实际审判权力运行中，“带着枷锁跳舞的决断主义”似乎已经是法官审判裁量的较
理想类型———现实中的法官（在笔者观察到的范围内）恰恰缺乏这样一种“带着枷锁跳舞”的沉重
感、痛感与负担。他们的负担来自工资数额与案件数量，但很少来自案件本身。有经验的法官可
以将法律议论场域中的矛盾、冲突与张力化解于漫不经心之中，甚至也就屏蔽了这个张力拉扯的
场域。而支撑其经验与决断的，似乎就是法官直觉的道德感和不成体系的社会福利观。在本研究
中，存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的博弈问题（体现在交强险的设立宗旨和实际运作中），但与其说国
家和政府权力在场影响了法官的裁量，不如说法官主体在弥散的国家、地方、机构、资本以及文化
等权力的形塑下，形成的国家观、市场观、社会观、道德观、传统观念和特定法律意识等，对法官审
判裁量的影响之大，可能不亚于专业知识与职业伦理对其形成的影响。
虽然年轻法官受专业知识而非经验支配的可能性更大，但仍非常受制于各种观念，并且都倾
向于为自己减轻决策负担并规避责任风险。责任制有时不一定直接保障公正，因为法官可能会出
于责任压力，做出最讨巧而非最公道的判决。无怪乎季卫东教授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
革，不仅要有责任清单，还要有抗辩清单”〔２１〕。法官在议论与裁量中，会策略性地选择某些论据而
回避另外一些，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减负与免责倾向，相当于给自己的目的合理性补充一个价值
合理性，〔２２〕进而形成自身的乃至群体的合法性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及其所依靠的直觉的道德感
和不成体系的社会福利观，笔者称之为“半洞察”〔２３〕（“洞察的偏见”），这种半洞察往往禁不住进一
步反思和推敲，往往囿于结构，与主体在结构或场域中的位置相关；但这样一种局限性，却又支配
着法官的司法裁量，恰恰生产出裁量的任意性。
笔者起初发现合议庭对自由议论存有包容，不同年龄、资历、性别的审判员之间有自由争论的
空间，年轻法官在庭长面前也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但随后却又发现这个话语空间实际上张力不
足，充满了既定的公认成见与共同的法律意识盲点。可以说在笔者观察到的范围内，法律议论场
域未经良性建构，更像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意见市场，缺乏实践程序公正和科学论证环节。在本文
论述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合议中，表面的允许协商背后，是正统的法官群体用经验、先见和道
德观排斥年轻学生对法条的死磕与深究；在笔者参与合议的一个撤销劳动仲裁案（本文未介绍，但
作为笔者的田野资料，对本文的发现和观点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中，一位女法官言说策略精妙，
成功扭转了同事的判断，改变了判决结果，然而其说话技巧有余，专业素养不足，商谈议论看似民
主充分，得到的却可能是有失公平的判决；在另一个土地纠纷案（同上）中，Ｘ 法官维护正义的主张
被打压，但她已然从心底里习惯了行政权力的压制，虽然合议中有所反驳，对体制却无反抗，对判
决结果不抱希望，只求在合议笔录中记录自己的异议，似乎要保障自己在错案追责时能有所抗辩。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３８页。
前注〔３〕，李阳文。
参见［德］马克斯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２３〕 半洞察：“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威利斯在研究“工人阶级子弟为什么还想当工人”时，发现了阶级再生产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人子弟部分洞察了教育的弊端和阶级不平等，并形成本阶级的文化认同；但当他们放弃学校教
育和文凭这一上升途径，从事体力劳动后，才会发现这一选择不尽如人意，原先对世道的洞察只能算是“半洞察”。
参见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２０〕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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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内部的合议尚且不平等，何况在法官与当事人及其律师权力地位明显不对等的庭审中进
行的商谈。例如我旁听了一次借款纠纷案的开庭审理，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法官非常强势，一再使
用“与本案无关”“不该你说话”等维持法庭秩序的话语打断当事人发言，一次次“与本案无关”的声
明，在田野调查者或法律实证主义者的眼中大概都意味着对案件细节亦即事实真相的忽略。我们
可以理解法庭资源有限、法官时间有限，但以法律和法庭严肃性的名义，就能轻视老百姓的日常表
达吗？我发现法官对喜欢说大白话和“大实话”但因此显得话太多、不守规矩的当事人尤其表现出
不满，愈发限制其发言；而老练的律师似乎深谙此道，因此言语不多，非常守规矩，几乎只是念读已
经写好的材料，未见其任何试图争辩的迹象。这样的场域中，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商谈对话和程序
正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法官以程序的名义，划清了其自身与生活世界和寻常百姓
之间的界线。我所观察到的审判权力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运行，商谈与议论（不论来自法官内心、
法官群体间、法官之外的法律人如学者与法官之间或是法律人共同体外部如媒体、社会舆论与法
官之间）恐怕都难以触及核心，对促进司法裁量之客观公正所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难以生长，程
序何以助益公正？
当前的司法改革强调“员额制”“案件终身责任制”“案件流程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旨在
“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明确法官的权力和责任”，以期构建良性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然而前
述制度措施能否真正实现法官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承担？朱孝清将司法这一解决微观具体个案、在
认定个案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以定纷止争或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类比医生看病，“医
生只有亲力亲为，深入病房、接触病人，查明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司法工作也然”〔２４〕。由于个案事
实往往千差万别，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对整个案件产生影响。所以“司法人员只有深入到具体案件
之中，亲力亲为，亲自审查各种证据，才能对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进而依法做出正确处理”。〔２５〕
虽然朱孝清指出法官亲历性主要适用于一审案件，主要强调开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但针对以
书面审理为主要职责的二审法官，从笔者自身经历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也能看出亲历性的必
要性———不阅卷而下判决，只能助长法官用经验和成见来决断，使得审判裁量的决定性因素成了
不成体系的社会福利观念和浅层的道德感，而非法律规范。
亲历性也意味着从审查材料到庭审到撰写审理报告和判决书的整体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断不能为好医生，法官亦然；而亲历性与整体性也在保障法官的主体性。 当今中国社会法官所
面临的困境，表面上是收入低、工作量大、社会地位不高，但波斯纳指出，“如果大幅度提高法官
薪水，不一定会引来更多能干并喜欢司法的人进入法院，而可能引来贪图高薪却未必喜欢司法
的人进入法院；如果闲暇太多，就会引来更多看重闲暇的法律人加入法院 ”。〔２６〕 法官缺失的可
能不主要是财富、地位、闲暇，更重要是以亲历性为基础的对案件的整体把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
成就感与责任感，以及与当事人的互动感，这些在笔者看来恰恰构成法官的主体性。 现代社会
之主体性困境与人的异化，往往源自机械的制度对人生活世界的入侵与切割。 许多学者指出，
员额制改革方案可能是一套未经充分论证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并不成熟的改革方案，存在难
以调和的矛盾。陈永生和白冰认为，我国本次司法改革将法官员额确定为不得超过中央政法专
项编制的３９％，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可能导致许多年富力强但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被“降格”为
参见朱孝清：《司法的亲历性》，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９１９～９３７页。
参见前注〔２４〕，朱孝清文，第９１９～９３７页。
苏力：《经验地理解法官的思维和行为———波斯纳 〈法官如何思考 〉译后 》，载 《北方法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１期，第１０７页。
〔２４〕
〔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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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以致离职率大幅上升，人均办案数进一步上升，在立案登记制的双重夹击下，法官不
堪重负；重压之下，承办法官可能千方百计简化开庭审判程序，主要依靠法官助理、书记员庭外
阅卷来裁决案件，以致“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永远如水月镜花。〔２７〕 可见现今尝试的员额
配置模式不能保障法官的办案时间和对案件的亲历，却可能分割审判裁量的整体性，切断庭审
与书面审理的联系，切断辩驳说理过程与最终判决之间的联系，法官将可能缺乏对案件全貌的
把握，也可能会缺失以亲历感和整体感为基础、以责任感和成就感为归属、以互动性与交往行动
为外在表现的主体性。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是“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法
官作为主体的人，在审判裁量过程包括开庭、心证以及合议各个环节的商谈、论证中，真实感受到
的或喜悦或纠结的心绪，或许才正是主体性的体现。换言之，法官对主体性最直接的体验可能就
来自裁量权运行过程中进行的说理、议论、商谈和说服作业，而裁量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书面审理和
合议。“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审，理，裁，判———可以理解为：庭审，书面审理（梳理事
实和法律依据，列出抗辩清单，将当事人的诉求和主张一一列出、一一驳斥，论证说理），裁量 （辩
驳、论证、心证与权衡、合议、说服），判决。审理、裁判这两个词、四个步骤，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粘
连、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庭审后要亲自梳理事实和法律，开庭和书面审理后要在内心及共同体
内部裁量与权衡，在此基础上做出判决，对充分发挥主体性后做出的判决终身负责。这应当是一
个闭合的审判权力运行环，司法公正在此环内得以保障。
审理与裁判中的“理”与“裁”都强调说理、论证与思量，彼此界限模糊、相互重合，因而不可分
割。员额制在划分法官和法官助理职责范围时，似乎试图在此做一切割，但由于内在的矛盾，形成
的可能始终是一个界限不清的分工模式：法官负责庭审和合议庭评议，制作审理报告和裁判文书，
共同签署并签发裁判文书；法官助理的主要职责是审查诉讼材料，整理诉讼争点，准备案件相关参
考资料等。但撰写一份审理报告的完整流程是：（１）根据证据查明事实；（２）根据上诉状和答辩状
整理诉讼争点，此间可能与当事人沟通；（３）参考法律条文适用法律，在此基础上；（４）形成判决意
见水到渠成。完成整个过程，才能实现书面审理的司法亲历性。员额制下，上述完整的审判过程
却似乎被分割为两部分，前三项由法官助理完成，第四项判决权力则归于入额法官。表面的制度
安排是“法官制作审理报告”，但试问法官助理“审查诉讼材料”时是否要记录下“对事实的认定”；
“整理诉讼争点”时是否要判别“争议焦点”；“准备案件相关参考资料”时是否要筛选法条依据。至
此，案件审理报告是否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不止、只剩几行判决呢？姑且不论法官助理与入额法
官在工作量和工资水平上可能存在的不对等问题，笔者此处旨在讨论将审理作业与判决作业分割
开来的内在矛盾与弊端，即其可能对司法亲历性原则的背离、对法官及法官助理主体性的分割以
及对审判裁量公正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回到本文的起点，审判裁量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对法官裁量权的约束一方面需要
责任制，另一方面要考察法官说理过程———“不仅要有责任清单，还要有抗辩清单。 当事人提出
的主张和证据，法官要全部列出来，一一否定，最后留下的就是正确的东西，也是判决的基础。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理环节，而这很难反映到责任制这个指标化管理过
程中，所以抗辩清单非常重要。”〔２８〕但在员额制改革背景下，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将来是谁
在书写抗辩清单？似乎是未入额的法官助理而不是入额法官。 换言之，限制法官裁量权或法官
〔２７〕
〔２８〕

参见陈永生、白冰：《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限度》，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４１页。
前注〔３〕，李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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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公正性的问题，是否会转变成法官跳过具体的裁量过程，直接根据其助理的报告下判决的
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法官裁量之不确定性的根源和司法公正之可能性界限，并不深究员额制等制度
性措施存在的问题。但是，即便本文不能提出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与方案，我们仍有必要在反思
已有制度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法律商谈议论的核心与关键之所在。以季卫东教授提出的“议
论的法社会学”理论范式为基础，立足于“法律的本质是话语实践”这一命题，本文考察了法官在审
判裁量中的话语实践，尝试发现现有程序和制度设置的缺陷，也期待探寻法律议论场域何以良性
建构。文章开篇和结尾相互呼应了一个本文隐含的核心概念，即法官的主体性。这与本文考察法
官话语实践及探究司法裁量公正的可能性、法律议论场域何以良性建构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主体
性问题是支撑西方近代以来思维方式的主要问题，在近现代语境中表达为认知主体性，即理性。
但当“人的理性能力被无止境地推崇，最终成为主宰一切、唯我独尊的力量，个体的人最终降格为
与物相同的、理性实现自身的一个工具或环节”〔２９〕，便是人的异化。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作为
手段的暴力（哈贝马斯所说的“事实”）与作为目的的规范是分离的，法律往往沦为暴力手段，不具
备解释主体性而只能机械适用法律的法官，在科层体制下易于沦为审判机器，或说在流程化管理
和表面的程序化控制下沦为生产线上的工人。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变得难以统一，法官面对纷
繁复杂的案件，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是艰难的，其判决所依托的资源是有限的，若非亲历性地把握
案件整体、能动性地解释法律并列出“抗辩清单”、对当事人的主张一一辩驳否定、从而逐步推导出
正义，恐怕就难以获得审判者应有的主体性，就面临主体性异化的危机，当然也无法实现司法公
正。“主体间性”问题就是在主体自由失落的现代语境下提出的，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主体间性理
论关注的就是主体之间话语沟通的伦理价值取向。
季卫东教授指明，哈贝马斯在价值与事实之间构建的商谈理论与“议论的法社会学”的宗旨非
常接近，只是前者更侧重社会的理性—德性沟通过程、后者更强调法律的内部—外部沟通过程而
已。哈贝马斯认为，为了矫正极端客观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流弊，需要反过来发扬主观精神，但又不
能放弃理性的立场，于是需要在合理性的语境里重构道德话语。“为了防止法律体系的保守化、维
护批判精神，哈贝马斯引进了道德话语，并把导致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交涉这一政治性契机也嵌入
独立自洽的规则体系之中。然而哈贝马斯还是坚持道德只有转译为法律代码才能具有超越邻近
范围的效果，这意味着要把公民自主的沟通活动加以程序化。但在平面化的相互主观性沟通活动
中，虽然程序规则和议论规则能够防止不确定性问题，但为达成共识而促进反复议论的理想条件
却面临时间压力以及无法做出决定的压力，应该如何克服这类困难？”季卫东教授认为这些问题正
是“议论的法社会学”所必须面对和进一步寻求答案的。〔３０〕
“法律的本质是话语实践”这一命题本身就超越了某些固有制度的建设视域，将批判反思的触
角深入法律中人的日常实践与话语言说之中。在这种法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中，自然内涵着对主
体性的关怀与反思理性的精神，这何尝不是解决当代具体法治问题的应有之义？因此“议论的法
社会学”研究作为季卫东教授提倡的一种新的“范式”，或许不能直接指导法律实务与实践，不能就
司法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直接给出答案，但其期待迸发的应当是一种范式转换的力量。这一新
的范式，既启发司法实务，也要求新的法学研究方法。本文借鉴的主要是突出反思性的拓展个案
方法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
〔２９〕
〔３０〕

郭晶：《现当代主体性哲学的合理形态》，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３页。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２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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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反思性研究方法的反思
季卫东教授提出：“研究方法的重点应该从结构和功能转移到涵义上来，聚焦沟通行为，立足
主观间性和话语博弈，建立一个兼顾程序、沟通以及权利共识指向的理论体系，并对实践中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在制度改革方面推动政策科学研究。”〔３１〕
本文是对法官审判裁量情境中的话语实践的考察，同时注重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反思。笔者
尝试运用反思性方法以及叙事性、也是议论性的写作手法，尽可能使用原始语料以保留其深层结
构与内在丰满，通过将解释穿插其中而令其丰富的意义世界得以呈现。但为了不囿于个案、得出
偏见，笔者浏览了该法院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间当事人包含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
诉案四百多件，保险公司败诉三百多件，胜诉不到 １００ 件，其中胜诉的七十多件是保险公司被上
诉，即判决结果是维持原判；换言之，共有五十多次改判，三百多次维持原判，其中保险公司上诉被
驳回的有近３００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文的观点，即经验和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
官裁量。此处对数据的使用虽然简易，但是有意将定量和定性的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使研究发
现从特殊到一般。
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 〔３２〕则是在定性研究内部，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田野调查当中，以实现
从特殊中抽取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预测未来。 就本文对该方法
的使用，第一，笔者参与到自己所研究的法官自由裁量情境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扮演法官角
色，移情至司法裁量场域并以法官身份进行议论，在卷宗里与当事人议论，倾听控辩双方的论辩
与对抗；在合议庭倾听法官间的商谈，与法官进行议论；在法庭和质证中（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
未论及庭审中的话语实践，该问题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已经少量
参与观察了庭审和质证，对此获得了一定的认知），倾听法官与当事人的议论攻防和语言博弈；
在法官的判决书中，发掘他与自身的议论及他与权力的对话；同时在写审理报告时，倾听自己在
研究者与裁判者双重身份下与自我认同的撕扯、辩证，在此基础上反思这些矛盾重重与议论纷
纷，并在反思中让自己也与权力遭遇并对话或对峙———这便是笔者自身从观察者到参与者的
拓展。
第二，笔者尝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将情境“拓展”出去，田野调查地点是 Ａ 市中院，田野
作业时间是２０１６年６月到１１月，但经由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和本院判决书及其电子卷宗，本文的
观察拓展到了基层法院和高院，拓展到地方和国家的联结地带。例如笔者查阅 Ｂ 镇法院对案件
Ａ１、Ａ２的全部审理过程，包括较详细的合议庭笔录，也查阅了向高院请求再审的类似案件及其判
决。本文的视野随泛黄的证据卷宗去到肇事司机在交警大队做笔录的现场，也随律师提交的材料
去到最高院讨论“第三者”问题的场景。同时，笔者与合议庭三位法官私下的交流，与对 Ｂ１案件的
审理及合议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成为整个组合事件发展的情境性因素。最终，通过对案件
卷宗、证据材料、法律条文、诉状、判决和对法官日常话语实践的剪辑、拼接，笔者尝试将“各种共同
在场的关系”放置在同一情景下，最终实现把参与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对话嵌入到地方过程和外部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３５页。
拓展个案法给出了具体的四个步骤：（１）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２）对时间和空间观察上的拓展；
（３）从过程拓展到力量；（４）理论的拓展。参见［美］麦克 · 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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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之间的第二个对话内部，〔３３〕即从过程向力量拓展。
布洛维追求的个案比较和理论拓展在本文短短万言间还不能体现，不过本文力求与“议论的
法社会学”理论形成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反思能力的欠缺是导致法律议论场域张力不足
的重要根源，与此同时，法学领域何尝不欠缺社会科学视角下对个案的拓展性与反思性研究呢？
季卫东教授提倡以“法律议论”为路径的“程序—沟通—权利共识”模式在实践（实务）中的实现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更多关于“议论实效化程序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研究“参加议论的动力
或诱因体系”“确保论证性对话”“议论与法律判断及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３４〕。本文尝试把“议论
的法社会学”的关怀与中国本土经验结合，对该理论理解得不到位或使用不当之处，或有待进一步
商榷；但个案之所以能被拓展，为规范主义的法学研究者所不易接受的日常对话甚至当地方言、真
实的生活世界及其嘈杂之所以值得书写，在于其背后的理论依托。本文的目的不是讲述一个法官
审理和合议案件的故事，且附上事无巨细的对话，让不了解司法运作的读者猎奇，而是期待实现从
特殊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事实到理论和规范的关照。
确立一个新的跨学科知识领域即“议论的法社会学”，是季卫东教授对当代中国法的社会科学
研究范式转移的基本认识。他认为“法社会学的范式创新应该聚焦涵义之网和沟通活动，进而对
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及法律思考形态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及解释，在形成权利共识的同时加强规范
的反思理性”〔３５〕。反思性的态度，其本身助益于法官践行司法公正，同时也为研究者所必须，从反
思性科学视角来看，反思既不从一个外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阿基米德点突然发力，也不创造像白板
一样干净的知识和理论。它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学术理论的某一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既存的民间
理论或本土叙事；而在真实世界当中，这两个方面一直互动不断。〔３６〕 法律似乎也是如此，一端是
确定性的法律条款和法教义，另一端是不确定性的民间传统和文化、道德，二者如何互动平衡从而
达至正义？季卫东教授提出“作为中介的法社会学定位”———中介“意味着个别之物通过政治的、
实践的调解以及法律程序中的沟通行为等互动关系而实现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动态均衡”〔３７〕。
法社会学的出发点与布洛维意义上的反思性科学似乎是一致的，是法教义学与法律实务及日常生
活中的法律实践之间、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不断”。反思性科学要求一种自觉的自我指涉，
以研究者“对自身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知识”为中心，将其主我作为反思对象。〔３８〕 法律议
论的社会科学也离不开自我指涉和互为主体的认知方式。对于包含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
者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３９〕以及诉讼双方和大众舆论而言，在司法场域内，似乎人人都需要这样
一种反思性的立场，将自身参与立法、司法、解释法、言说法的过程均纳入反思，既解释和议论法
律，也对自身的解释和议论进行反思，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对正义的半洞察甚至偏见。
（责任编辑：宾凯）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参见前注〔３２〕，麦克·布洛维书。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３６页。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３６页。
参见前注〔３２〕，麦克·布洛维书。
前注〔４〕，季卫东文，第２７页。
参见前注〔３２〕，麦克·布洛维书。
吴玲：《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载《中国律师》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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