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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的代价:数字社会合同自由的
认知解释与算法实现

杨 彪*

摘 要 确保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有效性是改善合同治理效率的关键。进入数字社会

后,复杂的决策环境和高昂的认知成本使人们的合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同自

由被严重侵蚀,沦为有名无实的文本宣示。隐藏在虚假自由背后的认知控制,是探讨合同

自由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传统合同法在应对当事人协商不足、放弃选择问题上采取形

式主义的解释路径,依靠不精确的缺省规则来探寻合同真意,已被证明无法应对数字技术

的冲击。以行为大数据与智能算法为核心,将数据驱动与规则驱动两条技术路线有机结

合,修正合同治理的底层逻辑,从缔约助推、算法解释、缺省规则三个方面进行个性化改

造,使治理的重心从模糊的整体转向精确的个体,能够显著提升合同治理效率,更好地实

现交易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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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合同自由的神话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石,合同自由原则一向被视为促进财富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的

核心手段。合同自由原则的兴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合同自由

与产权改革,共同支撑起释放人性,激活人们追逐美好生活欲望的激励机制,这是中国经济高

增长奇迹的根本性动因。每逢重大历史时刻,党和国家都会以各种方式重申这一原则,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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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指明方向。〔1〕合同自由是市场交易中的意思自治,于单方而言,表现为个体自决,

于双方而言,表现为平等协商,其本质是强调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自愿交换。现阶段我国政

府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离不开建立在合同自由基础上的要素交易规则体系。

在法学界,学者们历来对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推崇备至,将其视作市场经济和公平正义的代名

词,以及现代私法的基本信条之一。〔2〕而且,随着市场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合同自由的逻

辑开始出现向物权法、身份法和商事法的“外溢”效应,〔3〕俨然成为现代私法的一个神话。

自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市场交易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海量信息、复杂

技术以及专业鸿沟造成决策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合同行为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

依靠当事人自决的做法越来越捉襟见肘,很难实现真正的交易公平。事实上,合同自由原则的

有效性隐含着一些前提。例如,交易环境稳定可预期、当事人认知能力与交易复杂性相匹配、

克服决策惰性保持注意力,等等。这些约束条件的负面影响在数字时代被无限放大。从以市

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迈向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社会,交易的场景、过程和结果都充满变数,如
果不考虑当事人认知与决策能力的限制,将所有环节都交予当事人协商和谈判,那合同自由只

能是一种虚幻的表象。许多实证研究早已表明,过多的交易信息加重了合同当事人的认知负

担,使其难以持续保持专注度,始终做出正确的选择。〔4〕很多情况下,当事人要么受限于知

识和处境,无法进行充分协商和讨价还价,要么受限于精力和懒惰,变相放弃主动选择的权利。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合同自由原则都只徒具象征意义,不足以实现有效的自主选择,最终沦为

有名无实的文本宣示。因此,认为只要留给合同当事人足够的自主空间,就意味着实现了合同

自由,是对信息社会认知规律的严重误读和谬解。

在此背景下,追求对合同自由的恰当认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

当代数据技术环境对市场机制、交易公平的内在影响。以往学界并非没有对合同自由进行过

检讨和反思,但长期以来的关注都集中在对自由的限制上,〔5〕即禁止放弃自由以及受价值规

范限制排除协商结果,强调国家干预的理由是当事人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然而这一视角忽视

了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形———当事人压根没有积极行权,而是将自由选择的权利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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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化、标准化和网络化的交易场景中,与逾越界限滥用合同自由相比,当事人怠于行权放

弃选择显然是更突出的问题。虽然法律条文和交易对手都貌似给予了选择的机会,但这并不

意味着当事人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在缺少足够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合同谈判与协商往往很不

充分,现状依赖、决策惰性等心理因素使得缺省规则(defaultrules)成为决定合同关系的关键

力量,〔6〕合同自由只是信息技术等多重挤压下的表面印象。由此可见,隐藏在虚假自由背后

的认知控制,是探讨合同自由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关于这一议题,迄今尚未在我国本土语

境下得到充分的讨论。

本文尝试对数据场景、认知控制与合同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微观解释,并详细探讨当

代合同规则应如何回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第一部分将提炼合同自由的制度逻辑与核心要

义,提出自由选择作为市场经济的起点和基石,在数字时代理应被加强而非削弱,同时强调只

有在充分理解、关注基础上的自愿选择才能称为真正的自由,认知自如是合同自由的应有之

义。第二部分将讨论合同自由在信息社会是如何被侵蚀的,以及在各类交易自由表象下的认

知控制的具体呈现形态,并指出自由与协商不是免费的,而是有认知成本的。第三部分将分析

传统合同法应对当事人协商不足、放弃选择问题的惯常思路和做法,即依靠合同解释规则来探

寻当事人真意,填补意思表示漏洞或空白,并借助事先制定的缺省规则和示范文本增进自由

度。第四部分将系统阐述数据场景下实现合同自由的总体构想和实施路径。传统合同法在应

对复杂环境带来的认知乏力时,试图通过单纯的规则演变将更多的交易周围情事纳入考量范

围,竭力保持规则体系的开放与灵活,以实现对合同真意的综合判断。〔7〕但我认为这些都不

得要害,对促进自由选择的实际效果较为有限,探寻交易真相的思路也未必可取。认知控制下

的自由克减本质上是由大数据环境所引发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构建大数据与智能算法驱动

的个性化合同治理体系,兴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依托于日益改进的数据与计算能力,

将数据驱动与规则驱动两条技术路线有机结合,从缔约助推、算法解释和个性化缺省规则三个

方面改造合同治理体系,方能最大程度还原交易场景,窥探意思表示全貌,确保合同关系不违

背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一、合同自由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实践

(一)信息社会中的自由协商

根据自由哲学传统的一般理解,现代合同法以“意思理论”为基本立场,认为订立合同是个

人意志的对外表达,强调意志自我约束是允诺的核心,合同责任本质上是自我设定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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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R.Sunstein,“DecidingbyDefault”,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Vol.162,No.
1,2013,pp.1-58.

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论:规范、学说与案例的交互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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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8〕将合同与意志相挂钩,很容易推导出合同自由的基本涵义———即在意志不受非法限

制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自愿性是其中的关键。为确保当事人“自愿”的真实性,应始终遵守

意志非强制性准则。〔9〕这种免于干预和自主决策的主张,在广泛的思想背景方面获得了支

持,成为讨论合同自由和市场交易的起点和共识。〔10〕

自由选择最直观的价值在于满足了市场对谈判磋商和互惠互利的需求。无论是何种形式

的交易,其达成都应包含妥协让步的交涉过程,以及互惠的结果。〔11〕单方的自由选择,尚不

足以形成合同关系,建立在自我限制和彼此关照基础上的协商机制,才是促成交易的直接动

因。自由选择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平等协商,合同自由原则隐含着两层逻辑:对内为自由选择,

对外为平等协商,连接二者的是为更大的欲望而克制眼前的小欲望,即意志的自愿受限。

在信息经济时代,受互联网技术的影响,自由协商的潜在效应则颇为复杂深远。互联网技

术飞速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压缩了合同谈判和协商的空间,削弱了市场竞

争的强度。起初互联网技术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竞争,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进入平台经济时

期后,市场竞争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消费者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平台商家之间几乎没有自由协商

的可能。作为关键的中介,通过跨行业整合,在线平台成为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基础设施中枢,

进而控制竞争对手以及开展跨域掠夺性定价。〔12〕强迫实施“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就是很

好的例证。〔13〕

自由选择不仅在宏观层面引发竞争及反竞争效应,还在微观层面造成了“信息茧房”(in-
formationcocoons)效应。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人
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给自己的兴趣所引导,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沉浸在个人日

报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从而将自己禁锢在一个“信息茧房”

中。〔14〕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容置疑,另一方面自由带来的多元化

会增加社会的复杂性,信息剧增会抑制人们的认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全面性,看似自由却蕴

含着对自由的隐性破坏。

总体而言,维护自由选择与平等协商是现代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在网络信息时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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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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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自由协商的价值意义尤为重大,“开放市场,以及使市场免受产业帝王管辖,对自由而言生死

攸关”。〔15〕然而,“竞争悖论”和“信息悖论”的同时存在,表明自由协商的实际效果远比想象

中复杂微妙得多,这提醒我们要在新的语境下廓清自由协商的运作机制及其附带效应,理解简

单增加/限制自由思路的不足。与一味鼓吹倡导自由选择相比,研究如何加强人们自由选择的

能力,才是更为紧要迫切的任务。
(二)合同自由的核心要义与呈现形态

合同自由原则作为一项抽象的制度宣言,如果不经过人们的自主决策转化为具体权利,那
么这个自由选择的体系就毫无意义。如何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出符合理性的最佳决

策,这依赖于人们良好的认知能力。认知自如对自由选择而言至为关键,认知不在场,则自由

必缺位。
为什么认知能力和认知状况如此重要? 现行的合同法框架以选择机会作为衡量合同自由

的标尺,未能把握自由选择的实质特征,因此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合同自由———这一点在互联网

和数据驱动市场中愈发凸显。选择可能会因为决策主体、交易场景、所涉内容的不同而有很大

的差异,即使不考虑国家对结果均等性的事后干预,就选择机会本身的把握上,当事人也可能

因为自身原因“选择不选择”,又或者“选择差选择”。切实维护合同自由,需要一个比指导当前

实践的“选择机会”内涵更准确厚重的概念。对选择机会的过分关注陷入了误区,将眼光转移

到选择动机与能力之上,会更加忠实于合同法尊重个人意志的哲学传统。换言之,合同自由的

终极政策目标应该是认知自如,而非机会均等。

实际上,在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体系与司法裁判中,认知能力这一关键因素从未被排斥在对

合同自由的审查范围之外。合同法上有关意思表示瑕疵的制度便是最好的例证。无论是自身

因素引起的通谋虚伪表示、意思表示错误,还是他人因素引起的欺诈、胁迫,法律都会因为超出

表意人判断能力范围而否定基于表面均等机会而形成的合同关系,赋予表意人修正其认知的

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立法对选择能力的判断采取了实质主义,将“理解”这一要素整合进认

知体系中来。也就是说,在协商谈判的过程中,不仅要求特定交易信息为当事人知悉,还应为

当事人所理解,否则将被视为认知不自如,进而否定合同自由。这显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比

如,我国《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将“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尽提示或说明义务时的判断标准。与《合同法》第39条相比,最
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理解”这一表述,其结果无疑有助于提升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实现充分

协商。
尽管从认知视角来划定自由边界的逻辑和做法启发了合同法的解释,但现行立法与司法对

认知自如的理解过于狭窄了,只盯着自身因素或者他人因素引起的认知限制,却忽视大多数情况

下技术和数据环境变化才是当事人失去独立判断能力的根源。很显然,在信息社会中,与信息数

据、网络场景、算法平台等“技术”因素相比,“人”的因素引起的认知限制在发生频率上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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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反映交易过程中认知受到的所有威胁。遗憾的是,现行合同法对二者的理论回应根本

不成比例,误入了歧途。要避免这种扭曲,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技术”因素上来。

二、被侵蚀的合同自由:数字时代的认知效应

(一)协商的成本与自由的异化

将信息技术与数据环境引起的认知决策变化作为理解合同自由的出发点,是更切中肯絮

的方式,能生动完整地展示数字时代下交易行为与合同选择的真实状况。数字时代的基本特

征是信息聚合及信息爆炸,去中心化与扁平化的信息机制带来了更高的信息密度,人们无时无

刻不受到信息超载的困扰。认知决策是有成本的,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尤其是在复杂多变的环

境下,即使是做最简单的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的脑力和精力都十分有限,尤其在

面对多任务管理时,很难始终保持对关键决策的足够注意力。〔16〕决策疲劳降低了人们主动

选择的收益,也改变了市场交易的行动逻辑。

按照经典的合同理论,自由交易的理想情形是每次交易前双方当事人彼此交换信息和披

露动机,经过充分协商和讨价还价后,自愿缔结合同关系,并在此后的履约过程中严格信守承

诺。〔17〕然而,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据信息的总量扩张和传播提速造成了严重的认

知限制,协商环节会耗费大量的认知成本,“一事一议”的合同谈判变得格外奢侈,网络交易的

日常化和高频化则进一步阻挠了自由协商。信息泛滥带来的认知负荷,打破了原来的自由协

商缔约模式,合同自由被逐渐消减乃至掏空,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异化:

第一种表现是“选择不选择”。从合同行为的发生逻辑来看,当事人对合同关系的认知更

多地建立在对过程和结果公平性的整体感知上的,至于合同中的具体选项和条款,当事人多持

无关紧要的态度。〔18〕“选择往往是一种特别的收益,是一种福音,但也有可能带来沉重的负

担,成为一种诅咒。”〔19〕在认知负荷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当事人倾向于选择不选择,节省本就

稀缺的注意力。〔20〕特别是在标准化的交易中,关注细节和主动选择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采

·093·

中外法学 2022年第2期

〔16〕

〔17〕

〔18〕

〔19〕

〔20〕

DecioCoviello,AndreaIchinoandNicolaPersico,“TimeAllocationandTaskJuggling”,TheA-
mericanEconomicReview,Vol.104,No.2,2014,pp.609-623.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揭示,参与合同前期谈判和协商是当事人恪守合同的重要诱因,自愿性通常伴

随着守约行为。SeeYuvalFeldmanandDoronTeichman,“AreAllContractualObligationsCreatedEqual?”,

GeorgetownLawJournal,Vol.100,No.1,2011,pp.5-52.
TessWilkinson-RyanandDavidA.Hoffman,“TheCommonSenseofContractFormation”,Stan-

fordLawReview,Vol.67,No.6,2015,pp.1269-1301.
(美)卡斯·桑斯坦:《选择的价值:如何做出更自由的决策》,贺京同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第3页。

1996年由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电影《猜火车》描述了“新新人类”的生活状态,其中的经典

台词“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一种缩影。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取相对消极的方式显然效益更高。〔21〕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不选择是人们应对复杂环境的自

然反应,是符合进化逻辑和效率原则的。但放弃主动选择在降低了决策成本的同时,出现系统

错误的风险却大大增加了。例如,国内航空公司或出行票务平台会利用这种决策惰性,通过默

认勾选、隐藏选项等方式捆绑销售保险产品,诱导非必要消费。
第二种表现是“交易惯性化”。受限于“认知带宽”,当事人习惯于简化缔约过程,对价格以

外的非敏感条款很少予以关注,市场惯性往往成为左右交易达成及交易内容的关键因素。这

种现状维持的惯性可能源于强势一方的有意操纵。例如,快递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将快件放在

驿站或快递柜,强行将客户取件变成常态化操作,而电商平台在下订单页面将驿站代收强制设

为默认方式,则给了本属违约的代收行为一个“转正”的机会。商家的精心设计,使得依惯例进

行的交易“暗藏杀机”。市场惯性的另一重要来源是交易及合同的社会观念。大多数人对合同

关系的认识都遵循朴素的正义观,社会常识的强大惯性会压倒严谨的法律逻辑,主导交易的全

过程。比如,对于合意是否达成,当事人通常会从常识的角度进行判断,而不只看合同条

款;〔22〕对于享有何种合同权利以及如何履行合同,当事人则更多地从应然公平和常态做法的

角度来理解,而不会只盯着合同文本。〔23〕缔约履约非法律化的现象在消费者群体中尤为突

出,几乎所有交易的环节均交给了惯性。〔24〕

第三种表现是“守约意愿低”。认知惰性与决策疏怠的恶果之一就是当事人缺乏守约的恰

当激励,违约现象相当普遍。合同通常被认为带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其执行需要接受道德

和法律的双重评价。〔25〕实证研究表明,缔约过程中的协商谈判和信息交换可以促进互信,激
发当事人对己方承诺的道德自律,而这种道德自律比正式合同条款更能激励守约行为。〔26〕

自由协商与道德自律之间的潜在关联,可以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中得到印证:相较于传统网

络借贷,移动互联网因其认知障碍更多,交易更为程式化,投资者的行为偏误更大;〔27〕相应

的,借款人在借款平台上披露的信息越多,其违约概率就被判定为越低。〔28〕这种规律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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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MeiravFurth-MatzkinandRoseannaSommers,“ConsumerPsychologyandtheProblemofFine-
PrintFraud”,StanfordLawReview,Vol.72,No.3,2020,pp.503-560.

RoseannaSommers,“CommonsenseConsent”,TheYaleLawJournal,Vol.129,No.8,2020,

pp.2232-2325.
AaronPerzanowskiandChrisJayHoofnagle,“WhatWeBuyWhenWeBuyNow”,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LawReview,Vol.165,No.2,2017,pp.315-378.
CathyHwang,“FauxContracts”,VirginiaLaw Review,Vol.105,No.5,2019,pp.1025-

1078.
TessWilkinson-RyanandJonathanBaron,“MoralJudgmentandMoralHeuristicsinBreachof

Contract”,JournalofEmpiricalLegalStudies,Vol.6,No.2,2009,pp.405-424.
ZevJ.Eigen,“WhenandWhyIndividualsObeyContracts:ExperimentalEvidenceofConsent,

Compliance,Promise,andPerformance”,JournalofLegalStudies,Vol.41,No.1,2012,pp.67-94.
参见江嘉骏等:“移动互联网是否带来行为偏误———来自网络借贷市场的新证据”,《经济研究》

2020年第6期,第39-40页。
参见彭红枫、林川:“言之有物:网络借贷中语言有用吗? ———来自人人贷借款描述的经验证据”,

《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33-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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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越是标准化和快捷化的合同,违约率就越高———很好地展示了协商的重要性。原因在

于,缺少必要的协商和互动,就缺少了源于内心的认同与自觉,当事人也就更容易反悔。这也

解释了为何网络用户在点击同意或知悉按钮后,仍拒绝承认该承诺构成合同的一部分。〔29〕

(二)自由表象下的认知控制

合同自由异化的背后,是强势方实施认知控制的结果。在新技术的辅助下,强势方通过一

系列控制手段,可以轻松引导合同关系向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又能制造出近乎完美的“自

由”表象。

首先是专业壁垒。市场分工强化了专业壁垒,造成了市场信息和权力的严重分化。按照

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30〕合同强势方可以通过资本、技术和运营上的优势,掌握信息优

势,并进行选择性构建,从而在交易过程中获得隐蔽的“软权力”,对弱势方形成变相的挤压。

交易双方之间的巨大信息鸿沟,是强势方对弱势方进行认知控制的重要基础。利用这种信息

和权力的不对称,强势方得以将弱势方的认知和决策能力控制在较低水平,不得不依赖于其专

业指引,从而始终牢牢把握交易的进程。譬如,我国金融市场空前繁荣,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充斥着消费者的生活,尤其是复杂金融衍生品和结构化网络产品井喷式发展,即使大力

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也很难真正打破金融专业壁垒,使消费者做出正确选择。如果金融机构

在营销宣传时稍加技术处理,其误导效果就会更加明显。〔31〕

其次是信息策略。信息与认知的分化为国家介入提供了正当理由,强制信息披露(infor-

mationdisclosure)成为主要的干预手段。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强制信息披露非但没有扭转失

衡的格局,还加剧了认知负担,导致更严重的认知控制。信息的传播与流动有其特殊规律,将

海量专业信息一股脑堆砌到弱势方面前,只会使其茫然不知所措。〔32〕信息过量和信息不足

的效果其实是类似的,有时候甚至会更糟糕。强势方深谙信息传播之道,通过策略性的信息披

露,使其中的敏感信息沉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这种信息策略的逻辑是,既然根据法律不能

不给,就干脆多给,“顺水推舟”将所有无关信息都推送给对方,以掩盖关键信息。其结果,弱势

方在缔约时完全无视这些信息披露,径直接受所有合同条款,事后却又对关键信息提出异议,

徒增交易成本。〔33〕比如,现阶段的药品说明书变得越来越冗长繁琐,充斥着大量专业术语,

字体也越来越小。这种披露越详细反而越难懂的操作,就是强势资本精心设计的认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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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VictoriaC.PlautandRobertP.BartlettIII,“BlindConsent? ASocialPsychologicalInvestigation
ofNon-ReadershipofClick-ThroughAgreements”,LawandHumanBehavior,Vol.36,No.4,2012,pp.
293-311.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

242页。
对专业壁垒引起的认知控制,法律会以某种形式加以干预,比如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依赖出租

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的情形(《民法典》第742条)。

Schulz,supranote4.
TessWilkinson-Ryan,“ThePerverseConsequencesofDisclosingStandardTerms”,CornellLaw

Review,Vol.103,No.1,2017,pp.1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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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是算法压制。与前两种手段相比,不断崛起的算法在认知控制方面的影响力有着几

何量级的差距。算法控制不是简单地利用知识与信息上的优势,而是借助海量数据、深奥技

术、智能运算等多重因素叠加对合同相对方形成全方位的认知压制。算法压制是专业壁垒与

信息策略的结合体与升级版,将合同选择掩藏在极其复杂的逻辑、步骤、程序、指令、过程和行

动中,可以实现对交易对手的结构化控制。“深藏”是常见的压制手段之一,即通过增加改变默

认状态的难度,将不利于己方的合同选项埋藏在更隐蔽的角落,失去便利性,迫使对方放弃改

变现状。比如,关闭快捷支付扣款、取消会员自动续费等,操作远比开通繁琐复杂,需要很多个

步骤才能实现。“算计”则是第二种压制手段,同时也是更难应对的类型。算法的技术性特征

造成了算法黑箱,即使公开算法的源代码和架构,也很难为交易对手所理解。〔34〕正因为如

此,算法的真正目标和意图,极易被晦涩的技术语言所遮蔽,沦为欺骗和算计的工具。美团等

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设置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实施严密的监控,以自由之名掩饰利润和剥

削,就是典型的例子。〔35〕

三、缺省规则与合同解释:真意探寻的传统路径

(一)通过缺省规则的合同治理:一场失败的法律运动

如何应对合同自由被日渐侵蚀的问题,主流合同法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合同解释来确定当

事人真实合意,弥补自由克减带来的意思表示漏洞。早期的合同解释热衷于根据条文/文字的

一般性、自然、平易、通用、主要、字义上的解释,倾向于“严格”和“形式化”对待。〔36〕纵然晚近

的合同解释实践已逐步放开用语表面观察的限制,将更多的周围情事纳入考虑范围,但对规则

协调性和适用统一性的追求,依然贯穿于整个民事司法过程。这种注重规范性的路径可以称

为形式主义的合同解释,其主要工具是缺省规则。

缺省规则通常作为法庭填补合同缺口的法定隐含条款使用,在当事人怠于行使自由选择

权利时“候补登场”,推断双方合意。由于缺省规则是按照社会多数情形来设置,背后有概率统

计学的支撑,兼之立法者会依据公共政策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故而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我国合

同立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制定与修订一直致力于打造协调一致的缺省规则体系。在当事人明示

约定及法律强制适用之外的场合,大量的缺省规则被法庭裁判所援引,用以解释合同和推测合

意。用规范来直接推定双方的合意,其优势是简单易行、节约成本,尤其是在合同自由已经发

生严重异化的情况下,广泛运用缺省规则的好处不言而喻。可以说,在认知能力与信息环境不

匹配的数字社会,缺省规则才是合同治理的真正主导者。

通过缺省规则直接确定双方合意,一度被认为是合同解释的不二之选。可是,一旦脱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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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参见丁晓东:“论算法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43页。
参见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社会学研

究》2020年第6期,第91-112页。
参见杨良宜:《合约的解释:规则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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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缔约背景/语境,这种真意探寻路径的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市场交易讲究互惠互利,
由“多数主义”缺省规则推断出来的“形式合意”,未必是符合公平的“真实合意”。当解释者过

于看重规范形式,就无法将当事人的认知局限这一关键因素纳入视野,只能从表面上机械地理

解合同自由原则支配下的当事人行为,难以发现交易的真正意图。
实践中,形式主义合同解释的缺陷主要体现为两点:首先,对缺省规则的过度倚重加剧了协

商不足的问题。流行的观点认为,缺省规则可以减少缔约成本,避免事无巨细的磋商,从而提高

谈判的效率。吊诡的是,原本旨在增进合同自由的缺省规则非但未能促进交易,反而产生了阻碍

谈判的意外后果。究其原因,是缺省规则所代表的权利分配状态被双方当事人作为谈判的起点

和基础,相当于为自由协商设立了参考点,从而引发了现状偏见和禀赋效应。〔37〕缺省规则强化

了合同谈判中惯性的力量,并造就了“粘性”的谈判语境,〔38〕最终导致谈判者减少积极改变默认

条款的决定。很多时候,由于害怕“何必当初”的后悔体验,合同双方整体上倾向于那些不行动而

起作用的缺省规则,哪怕积极谈判和主动改变可能带来的收益更大。〔39〕例如,《合同法》第224
条和《民法典》第716条均规定了承租人擅自转租场合的解除权,其实质就是将禁止转租作为租

赁关系的默认状态。这种缺省规则对出租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与承租人协商适当允许

其转租的预期收益可能远低于不行动———尽管这多半不是事实,也未必符合公共政策。〔40〕缺

省规则使人们获得了超常的自信,从而拒绝一些有益的谈判和选择。〔41〕

形式主义路径的第二点缺陷是,用一种不精确的方式来推断合同真意。缺省规则立法的

重要使命,是寻求效率性和精确性的平衡。形式主义路径的最大问题在于,片面谋求效率性而

牺牲了精确性,试图将某一缺省规则不加区分适用于所有当事人未予明确选择的情形,达到

“一劳永逸”的效果。可是,市场的复杂性程度远超立法者的想象,交易种类、合同主体、履行状

况等都是当事人真实合意的重要构成元素,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

推测出符合公平原则的合同真意。我国现行的缺省规则体系虽然竭力周全谋划,但始终难改

其粗放性,据此推断得出的合意难免有失精准。以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例,按照《合同法》
第211条和《民法典》第680条的规定,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

利息。这一缺省规则对自然人的身份特征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忽视了其作为现代商事主体的

另一面。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就纠正了这种过于绝对的做法,主张法院应结合借贷事实进

行判断,借款方长期从出借方处取得巨额借款不支付利息,明显不符合常理,应认定两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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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RussellKorobkin,“InertiaandPreferenceinContractNegotiation:ThePsychologicalPowerofDefault
RulesandFormTerms”,VanderbiltLawReview,Vol.51,No.6,1998,pp.1583-1648.

OmriBen-ShaharandJohnA.E.Pottow,“OntheStickinessofDefaultRules”,FloridaStateUniversi-
tyLawReview,Vol.33,No.3,2006,pp.651-682.

RussellKorobkin,“TheStatusQuoBiasandContractDefaultRules”,CornellLawReview,Vol.83,

No.3,1998,pp.608-687.当然,从少犯错误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如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

倡导的“减少决策”思维。
比如针对商业物业及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允许转租更能实现双方“共赢”。参见武腾:“民法典实施

背景下合同僵局的化解”,《法学》2021年第3期,第84-100页。

BrigitteC.MadrianandDennisF.Shea,“ThePowerofSuggestion:Inertiain401(k)Participationand
SavingsBehavior”,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6,No.4,2001,pp.1149-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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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支付利息的约定。〔42〕

良好的合同治理,应当以促进交易的公平性为首要目标。传统合同治理体系是以合同自

由为基础,衍生了一系列基于形式主义的解释规则。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其实践效果不佳,
对合同真意及责任分配的把握经常有失妥当。形式主义合同解释的失灵,根本原因在于缺省

规则的设计以“多数”取代“个体”,无视现实交易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传

统合同解释路径的正当性。远离“形式合意”,探寻“真实合意”,回归市场和交易本质,可以有

效地提升合同治理水平。同时,放弃形式主义的合同解释,转向功能主义的合同解释,也与当

下民法立法注重实质公平的大趋势相契合。
为形式主义合同解释辩护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它是控制解释成本的必然选择。但这种

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忽视了“总体上降低合同治理成本”这一更为宏观的目标。现今合同法变

得越来越正式和复杂,合同语言风格越来越专业化和精英化,已经脱离了社会公众所能理解的

范围,无助于合同真意的协商和形成。合同条款数量的急速膨胀带来了更高的认知负荷,明晰

合同真意的核心要义,减少对繁琐且正式文字的依赖,将有限的认知资源投放到事先的促成合

意而不是事后的文本解释,才能整体上提升合同治理的社会效率。以牺牲合同治理整体效率

为代价,换取事后解释的便利,可谓得不偿失。考虑成本控制因素,不能仅从局部考虑,而应放

眼整体和全局。
(二)示范文本与真实合意

另一项用于减轻决策负担的工具是标准合同示范文本(boilerplate)。合同示范文本是由

国家主管机关或行业协会制定并发布的合同参考文本,通常是对某一领域内的成熟经验和共

性做法的归纳总结,虽然不具有强制适用性,但其追求公平的初衷与缺省规则是一致的。在某

种程度上,示范文本可以说是缺省规则的一种衍化形态。然而,二者在功能发挥机制上有着显

著的差异:缺省规则是在合同之外间接推测当事人合意,示范文本一般会作为通用条款写入正

式合同,在合同之内直接表明双方合意。因此,在市场实践中,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示范文

本往往凌驾于缺省规则之上,在双方当事人明确接受示范文本的场合,缺省规则很少有适用的

余地。
与当事人逐一谈判拟定的合同相比,基于示范文本所签订的合同在交易合意的形成上有

很大不同。虽说示范文本是由公允的第三方所事先制定的,但通常是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所发

起和引入,其对该示范文本内容和细节的关注和熟悉程度是对方当事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概
括同意”的合同签订模式下,示范文本被整体纳入正式合同后,就认定双方当事人已就所有条

款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交易合意可以根据合同条款直接推导出来,不管当事人是否真实了解和

接受全部合同条款,这有别于“个别同意”的合同签订模式。所以说,基于示范文本的合同真意

本质上还是一种“形式合意”,而非“真实合意”。在一般的观念中,遵循形式主义规范的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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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寿光广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广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与梁廷国、王龙江民间

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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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被认为与缺省规则有着同样的优点:减少意见分歧、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缔约效率等。〔43〕

而且,作为缺省规则的高阶形态,示范文本在不少方面还进行了改进,比如通过具体化、标准化

的文字表达来提高意思表示的确定性,克服立法语言固有的抽象性和模糊性;比缺省规则更为

灵活和开放的权利义务安排。〔44〕

然而,示范文本的实际效果远不如预期美好。推广示范文本也许能加快缔约的节奏,但却

未必能实现交易的真正意图,保障交易的公平。在认知控制的交易环境下,示范文本的运行绩

效令人担忧。学者早已注意到,示范文本会带来对合同条款“全然无知”(sheerignorance)的
问题———当事人很少会认真阅读示范文本中的条款及细则,其对合同的认识和理解只停留在

“我已接受”的程度,类似于网上的一键同意按钮。〔45〕在认知缺位的情况下,显然不能仅凭整

体同意的表示行为来推测当事人的真实合意,缺乏实质性同意要件的合同不应具有强制执行

性。更何况,强势方还会利用对方的认知疏漏添加、修改、删除部分内容,将示范文本从相对公

平的通用条款变为偏袒己方的专用条款,植入更多的心理控制手段,把私利隐藏在形式合意的

身后。示范文本在追求快速缔约的同时,大大削弱了当事人谈判的积极性。在采纳示范文本

的态势下,针对具体条款的谈判很难有良好的效益。更少的协商、更多的强制,最终导致示范

文本被严重扭曲,据此确定的合意难谓公平。
“扭曲的示范文本”,该如何确定其真实合意呢? 有学者提出,在探寻基于示范文本的合同

真意时,应抛弃形式主义的解释路径,拒绝依据表面文字确定的“形式合意”,用通识性眼光来

判定当事人的真实合意。〔46〕还有学者认为,示范文本确实存在偏离真实合意的问题,但一概

排斥示范文本的适用,只会让当事人陷入无休止谈判的泥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普遍采用“个
别同意”的缔约方式,并且根据公平、效率等价值导向来改造同意表示行为的规范基础。〔47〕

虽然这些观点各有侧重,但其共同的目标指向都是反对形式主义解释,探寻合同真实意图,这
与合同缺省规则的改进思路是高度吻合的,这无疑启发了下一步的制度设计。

四、构建大数据与智能算法驱动的合同治理体系

在我国理论界,缓和合同解释形式主义的观点早已有之。多数学者认为合同解释不能拘

泥于合同文字,而应全面考虑与交易有关的情事,将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确定当事人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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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dKressWeisbordandDavidHorton,“BoilerplateandDefaultRulesinWillsLaw:AnEmpiri-
calAnalysis”,IowaLawReview,Vol.103,No.2,2018,pp.663-712.

OmriBen-Shahar,“RegulationThroughBoilerplate:AnApologia”,MichiganLawReview,Vol.
112,No.6,2014,pp.883-904.

MargaretJaneRadin,Boilerplate:TheFinePrint,VanishingRights,andtheRuleofLaw,

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3,pp.21-24.
GregoryKlass,“BoilerplateandPartyIntent”,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Vol.82,No.

4,2019,pp.105-138.
MatthewA.Seligman,“TheErrorTheoryofContract”,MarylandLawReview,Vol.78,No.1,

2018,pp.14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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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48〕这些主张看似稳妥,实则并无切实助益。之所以“看似稳妥”,是因为以理性人标准

为主可以有效地保护信赖和简化裁判,以主观主义为辅又能兼顾个案公平,为探寻当事人内心

真意留有余地。但之所以“无切实助益”,则是因为这种做法只是事实还原技术条件低下的权

宜之计,在司法实践中过分依赖法庭飘忽不定的取舍,解释结果经常有失公平的情况并未因此

得到太大的改观。合同解释形式主义及其缓和的一系列主张,最大的错误在于把眼光局限在

规则本身上,忽视了规则背后科技变革的决定性影响。既然单纯的规则改良效果有限,那么转

而依托飞跃发展的信息技术,修正合同治理的底层逻辑,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合同解释缺乏

精确性这一根本性问题?
本文就此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体选择,尊重差异性是文明社会的

应有之义。要想实现真正的交易公平,必须充分关注每一次交易的具体情形,对合同真意进行

准确的判定。因此,合同治理体系的整体效率取决于真意探寻的精确性。“功能主义的真意探

寻”能最大限度还原交易全貌,展现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自然是最佳的制度安排。过去合同法

强调外观性和一般性,那是工业时代信息能力有限情况下的被迫选择。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
数据与计算能力的不断改进使考察内心真意成为可能,合同治理有望重新回归理想的状

态。〔49〕规则驱动和数据驱动这两条技术路线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50〕现代信息技

术的深度介入,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手段对合同法进行个性化重塑,将重心从模糊的整体

转向精确的个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合同治理的效率。〔51〕

(一)助推与合同能力提升

数字环境下合同自由被不断侵蚀,主要原因是当事人的合同能力跟不上市场交易的发展

变化。在关联信息的获取利用、合同结果的预测分析、交易决策的实施执行等众多方面,当事

人都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支撑其做出正确的选择。与事后被动解释填补漏洞相比,提升当事

人合同能力属于事前主动的应对方式,是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出路。
对于如何克服认知限制,引导人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塞勒和桑斯坦提出了“助推”

(nudge)这一极富创见的建议。他们认为,在不需要强制性手段的情况下优化选择体系,为人

们创造一种更贴合他们习惯和动机的决策环境,可以很好地改善选择的效果。助推不同于命

令,它既不会妨碍选择的自由,也不会增加选择的负担,仅仅通过菜单和默认选项的细微调整

就能带来有益的改变。〔52〕可见,“助推”的核心理念———“帮助人们做决定”,而不是“代替人

们做决定”———与合同自由精神是不谋而合的。不过,助推的主张并非无可挑剔的,要想有效

地增强人们的合同能力,它还需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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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的三原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41-150页。

AnthonyJ.CaseyandAnthonyNiblett,“TheDeathofRulesandStandards”,IndianaLawJour-
nal,Vol.92,No.4,2017,pp.1401-1448.

参见申卫星、刘云:“法学研究新范式:计算法学的内涵、范畴与方法”,《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
第17页。

DavidA.Hoffman,“FromPromisetoForm:HowContractingOnlineChangesConsumers”,New
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91,No.6,2016,pp.1595-1650.

参见(美)理查德·塞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刘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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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助推的措施和体系进行个性化改造。虽然立法者对选择菜单和缺省规则精挑

细选,但并不能确保某项设计始终恰如其分。〔53〕有学者发现,许多助推措施未能产生预期的

“粘性”,人们没有顺从地接受默认选项,而是明示拒绝并选择了其他选项,拒绝默认选项的人

群恰好又是该默认选项的最大受益者。〔54〕如果用一种错误的做法取代了另一种错误的做

法,那助推就失去了意义。信息社会是被全面记录留痕的数字化环境,非常适合开展大数据个

性化推荐,实现精准助推。基于个人情事和交易行为的大数据,可以根据助推对象的不同进行

差异化的缔约建议推送,披露同类交易的宏观数据,指引人们做出合同选择,包括告知过往同

类人群的选择倾向、提示不同选项的潜在后果、阐述缺省条款的设置理由、针对每一个人的最

优方案,等等。这些缔约建议既可以由政府或社会第三方提供,也可以通过立法成为合同相对

方的法定义务。例如,留存于支付平台上的零钱余额,不应由平台直接将“用于购买特定现金

理财产品”设定为默认的资金处置方式,而应由平台向用户发送独立的缔约建议并取得用户的

单独同意。行业监管机构可作出缔约建议的具体规定,要求平台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提示用户

可以便捷查阅不同选项背后的用户行为数据,阐明默认选项设置的正当理由是与该用户同类

的其他用户的多数选择,并提醒该用户这种默认选项设置是基于个人特征的结果,用户应在不

同选项之间进行慎重选择。
另一方面,对干扰助推的行为进行实质性规制。除了精确性不足以外,导致助推失灵的又

一重要原因是规避和操纵。在鼓励自由选择的信条下,设计精妙的助推体系其实较为脆弱,极
易被合同强势一方打破。在助推结果不利时,利益关联的强势方就会巧妙地利用弱势方的懒

惰天性,以及助推体系非强制适用的特点,诱使做出对其有利的选择。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助
推体系允许自由选择,而自由选择又会推翻助推体系。很显然,一味维持表面的“你情我愿”是
行不通的,立法者有必要进行适度的干预,对强势方擅自改变立法者初设的助推体系加以限

制。常见的规制措施包括:①限制强势方滥用协商手段规避助推,如设置障碍阻止商家诱导消

费者放弃有益的缺省规则、禁止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制定歧视性缺省规则、不允许排除对消费者

有利的选项等;〔55〕②要求强势方提供不偏不倚的选择体系和决策环境,如禁止利用认知控制

手段混淆视听、规定澄清和简化选择体系的法定义务等;③留给弱势方足够的缔约决策缓冲空

间,如重要交易中在助推默认状态上停留一段时间、在否定默认选项和最终决策之间设置类似

“冷静期”的法定时间差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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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Ayres,“MenusMatter”,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73,No.1,2006,pp.3
-16.

LaurenE.Willis,“WhenNudgesFail:SlipperyDefaults”,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

Vol.80,No.3,2013,pp.1155-1230.
例如,打车平台、购物平台等商家惯用的伎俩是,同时向用户提供默认勾选的高亮度大版面的选项

和灰化处理的低亮度小版面的选项,利用用户的懒惰和疏怠诱导其选择默认选项,监管部门应明确禁止商家

以差异显示的方式向用户提供菜单选项;又如,某宝平台在用户下单时默认接受驿站代收,但却没有提供拒绝

方式,取消接受驿站代收的选项做了灰化处理,事实上排除了用户作出其他有利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也应

当加以明令禁止。

Willis,supranote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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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智能算法的合同解释

传统合同解释奉行文本中心主义,倡导规范化分析进路,主张真意探寻应围绕合同文本和

条款展开。众所周知,文字与语言表达对认知的要求非常高,审阅书面合同是一项繁琐而耗费

心力的工作。越是正式、专业、复杂的书面合同,对合同当事人认知力和注意力的要求就越高,
对认知受限的人群来说就越不公平。由于无视合同本文背后的认知差异,规范化解释很难准

确反映双方表意的真实状态。而且,规范化解释的方法繁多,常常相互矛盾,对同一情形选择

不同的解释方法会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造成严重混乱。〔57〕

为适应复杂的认知环境,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合同解释理论———“功能化解释”。与规范化解

释关注文字与语言表达不同,功能化解释考察的重点转向与合同相关的行为和情事,主张真意探

寻应注重交易实质,充分考虑不同交易情形下每个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和背景信息,纠正文字依赖

带来的解释误差,还原合意形成的全过程。功能化解释的基本思想是,行为是比语言文字更准确

的线索,语言文字受认知负荷的制约,传递真意信息的效率低下,而“市场行为反映一切信息”,个
人行为才是合同解释最重要的依据。随着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的发展,个人在时间、空间方面的行

动轨迹可以被全面记录和捕捉,在算法控制下从中提取与合同缔结与履行相关的信息,依据元数

据识别行为或活动背后的意图,自动推测其与合同真意的关联性,供解释者参考。
以算法为核心的功能化解释,追求对交易实质的精准理解,必然要求摆脱交易形式———合

同文本和条款的限制。这种转变,与数字环境带来的信息压制有很大关系。在数字化经济下,
合同条款的设计愈发精妙,术语的使用也愈发严谨。对认知弱势方来说,极致的文字和表达不

但没有起到明晰权责的作用,相反还会遮掩其真实的意图。弱势方在文字处理方面表现笨拙,
远不如强势方那样应付自如。在认知受限时,真意信号传递的关键是行为和习惯,而不是文

字。因此,功能化解释的首要任务是释放被合同文本所压制的真实信息。
近年来,学者们在规范化解释之外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方法,试图通过各种大数据与智

能算法突破合同文本与字义的限制,这与功能化解释的努力方向大致接近。例如,有学者提出

在对自然语言进行大规模收集和学习的基础上建立法律语料数据库,用以确定合同关键用语

的通常含义,即使从文义上看合同的用法并无太大歧义。〔58〕还有学者建议采取调查和实验

的方法来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用社会惯常性理解取代规范性解读。〔59〕然而,这些主张过于

零散,而且未能将个体行为数据这一关键要素放入讨论范围,与本文倡导的功能化解释仍有较

大的差距。
功能化解释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基本原理和规则要点主要包括:①个体行为是合同解

释的核心变量;②依托准确强大的算法工具对行为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甄别各种交易关联因素

对合意的影响;③不同的关联因素是否纳入解释范围,以及在计算中所占的权重,与合同主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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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AlexanderVolohk,“ChoosingInterpretiveMethods:APositiveTheoryofJudgesandEveryone
Else”,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83,No.3,2008,pp.769-846.

StephenC.Mouritsen,“ContractInterpretationwithCorpusLinguistics”,WashingtonLawRe-
view,Vol.94,No.3,2019,pp.1337-1418.

OmriBen-ShaharandLiorJacobStrahilevitz,“InterpretingContractsviaSurveysandExperi-
ments”,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92,No.6,2017,pp.1753-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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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类型和活跃程度等有关;〔60〕④将算法解释结果评估与法庭裁量权控制相结合,明确算法解释

辅助裁判的功能定位,允许对算法解释进行再解释;⑤算法解释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设
计算法公式时应更多地考虑弱势方被文本压制难以展现的信息,同时制定算法公式的公开与异

议程序;⑥建立与合同相关的个人行为轨迹信息库,作为算法解释的主要数据来源。
在司法实践中,上述制度设计的顺利实现依赖于基础行为数据的全面搜集。如果仅通过

举证责任分配来激励当事人提供行为数据,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适用范围。在数字环

境和平台经济中,强势方往往同时掌握合同条款和行为数据的双重优势,弱势的用户既签署了

苛刻的合同文本,又缺乏搜集对己有利的行为数据的能力,根本无法通过行为和习惯的反证来

摆脱合同文本的约束。因此,在对高度标准化的合同(如互联网理财、保险、消费等)进行解释

时,法院可责令合同强势方提供同类用户的基础数据和该用户的个人数据作为参考,通过观察

和对比多数用户的行为选择来评判该用户偏离合同文本约定的合理性,进而综合推测争议合

同的真实合意。
不难想见,功能化解释的推广适用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精准性。在加入个体行为

选择分析后,争议条款的通常含义可以获得个案情境化的调适。〔61〕承认差异性能有效增强

针对性,这种个案导向的解释无疑更贴合当事人的主观意思。第二,平民化。越是依赖精致文

字的合同实践,其精英色彩越浓,普罗大众的参与门槛就越高。基于个体行为大数据的算法解

释,可以大大缓解人们的认知焦虑,促使合同实践的整个社会风格发生根本转变,走低认知成

本、重行为表现的治理路线。
有人担心,智能算法的引入会使合同解释变得格外复杂,反而会增加解释的成本。从短期

来看,合同解释似乎确实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但智慧科技对合同治理效率的提升,应当从更

长期的角度来理性观察,这与经济学中的规模效应降低边际成本非常类似。只有具备足够大

的司法应用基数,算法解释的效益才能真正显现出来。通过建立常态化与合同相关的个人行

为轨迹信息库,法院不必在每个个案中费尽心思审核证据,可以大大降低事实查明环节的成

本;系统开发并推广应用算法解释公式,无须逐个案件分析异同,类型化的方式有助于法院应

对数量规模巨大的合同纠纷。自动化和辅助化的算法解释,无疑可以从整体上降低法院审理

合同纠纷的制度成本。
(三)个性化的合同缺省规则

面对合同漏洞问题,现行立法通常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其核心是以整体化的逻辑,用“批
发”或“打包”的方式来设置合同缺省规则,而不是逐个考虑每次交易的具体情况,主要目的是

更便捷地考察合同真意、简化解释任务。但批发模式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简单划一的做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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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RonaldJ.Gilsonetal.,“TextandContext:ContractInterpretationasContractDesign”,CornellLaw
Review,Vol.100,No.1,2014,pp.23-98.

SeeThomasR.LeeandStephenC.Mouritsen,“TheCorpusandtheCritics”,UniversityofChi-
cagoLawReview,Vol.88,No.2,2021,pp.275-366;KevinP.Tobia,“TestingOrdinaryMeaning”,

HarvardLawReview,Vol.134,No.2,2020,pp.72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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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立法者过于武断的默认设定经常是低效的,有时候甚至是错误

的。〔62〕对高度动态性和异质化的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特质是精确性和公平性的基础。依托

日益进步的信息技术,对合同缺省规则进行个性化改造,采用“零售”方式来处理漏洞补充问

题,是完全可行的,也是有效率的。〔63〕

个性化的缺省规则(personaldefaultrules),建立在对个人信息、偏好、行为等数据进行全

面搜集的基础上,改变过去一概而论的粗放式做法(crudedefaultrules),转向区别对待的精细

化做法(granulardefaultrules)。个性化追求的是适当性而非同等性。根据具体交易情境选

择合适的默认选项,是个性化路径的基本主张。〔64〕个性化路径的设计与实施,大致上应遵循

两个基本步骤:实验取样和个别调适。
步骤一:实验取样。由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从社会中挑选出若干符合条件的志愿者作为实

验对象(guineapigs),这些志愿者必须在个人特征上与争议个案的合同当事人具有相似性,然后

再模拟争议个案的具体交易情形,对他们进行跟踪访谈和观察。比如,要求志愿者在仔细认真阅

读那些正式冗长的合同条款和细则后,在众多备选方案中做出积极的选择,由此选出的方案将作

为最终的默认选项。〔65〕为什么实验对象的主动选择可以称为个性化的制度安排? 首先是因为

类似的身份与处境,使得实验对象和个案当事人在认知行为模式上十分相近;其次是排除认知负

荷的干扰,实验对象的积极选择接近于理想状态下合同当事人的真实行为。简言之,通过寻找相

似性的取样策略,我们可以开展模拟社会实验,找到特定情境下的代表性做法。
步骤二:个别调适。为了消除代表性偏差,应当在前一步骤的基础上加入更多可靠的细节

和信息,以修正情境迷惑带来的谬误。如果完全不考虑争议个案的具体情况,那实验取样推导

出来的默认选项,充其量只是缩小版的整体化选择,谈不上真正的个性化。个性化改造关键的

一步,就是从合同当事人的个体特征和行为轨迹等大数据中解读出交易背景信息,发现其中与

众不同之处,经过算法比较后,维持或改变默认选项。之所以要坚持实验取样这一步骤,而不

是直接从争议个案出发,原因在于这种渐进的个性化有助于坚守规则秩序的底线,不至于受无

穷无尽的个体因素拖累。〔66〕可以说,步骤一软化了盲目追求统一性的规范体系,步骤二则极

大地推进了缺省规则设置的精确性。
以“线上交易”为例,《民法典》第491条第2款为电子合同的成立设置了一项缺省规则:在

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电子合同在“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成立。
依解释,订单一旦提交成功,合同即成立,发布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当事人应当按时交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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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AlanSchwartzandRobertE.Scott,“ContractTheoryandtheLimitsofContractLaw”,TheYale
LawJournal,Vol.113,No.3,2003,pp.541-619.

Sunstein,supranote6.
AlanSchwartzandRobertE.Scott,“TheCommonLawofContractandtheDefaultRuleProject”,

VirginiaLawReview,Vol.102,No.6,2016,pp.1523-1588.
ArielPoratandLiorJacobStrahilevitz,“PersonalizingDefaultRulesandDisclosurewithBigData”,

MichiganLawReview,Vol.112,No.8,2014,pp.1417-1478.
OmriBen-ShaharandArielPorat,“PersonalizingNegligenceLaw”,NewYorkUniversityLaw

Review,Vol.91,No.3,2016,pp.62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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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提供服务。〔67〕但深究下去,这一规则并不能应对各种复杂的交易情况,缺乏足够的灵活

性。发布信息的当事人往往通过设置格式条款的方式作出特别的意思表示,相对方必须勾选

同意该格式条款方能提交订单,从而改变这一默认设置。〔68〕尽管通过对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进行具体判断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发布方的规避行为,但一刀切的合同成立节点设置的确会

产生误导,与互联网营销的现实严重脱节。按照本文的设想,应先进行社会实验取样,发现同

类人群在类似交易条件下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的真实心理(尤其是对格式条款的关注情况),然
后根据特定用户过往的购买习惯进行调适,确定最符合当时场景的合同成立节点。从法律条

文来看,可以将但书条款修改为“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根据交易情形更符合公平原则的除

外”,为个性化的缺省规则设置留下制度空间。

五、结语:通过智慧科技迈向法律个性化的未来

自由是有认知成本的,合同自由也不例外。在巨大的认知负荷下,平等协商是遥不可及的

奢侈。屈从于自由表象下的认知控制,是人们达成交易换取回报的必要代价。然而,自由选择

的权利长期受到压制,势必会导致合同治理陷入困境,损害公平的市场环境,侵蚀市场经济的

根基。如何摆脱认知因素的制约,实现真正的合同自由,是当代合同治理的根本任务。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启了全新的人类行为模式,这对饱受认知问题困扰的合同治理来说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数字环境下对个人行为轨迹信息进行全方位追踪、捕获和预测技术的广

泛运用,能为合同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带来更多的可能性。〔69〕

本文指出,个性化代表着合同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无论是事前的缔约助推还是事后的合

同解释,个性化的规则安排都能带来更精准的规制效果,显著提升治理效率,更好地实现合同

公平。以行为大数据与智能算法为核心,对合同规则体系进行功能化改造,使治理的重心从模

糊的整体转向精确的个体,将彻底改变当代合同法的面貌。“法律个性化”这一振聋发聩的呼

声,是人类社会以开放姿态拥抱智慧科技的集中表现,必将推动法治范式发生颠覆性的转变,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70〕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法律个性化可能带来的诸多隐忧。有学者就认为,法律个性化只

是信息社会的“法律乌托邦”,其普及和推广会激发人们的投机主义心理,诱使人们做出故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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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格式条款可能包括付款后合同成立(已被《电子商务法》第49条第2款所禁止)、提交订单后待发

布方确认后合同成立、限时付款过时取消订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发布方拥有最终解释权)、抽签确定随机发

货(未中签者自动取消订单)、合同虽然成立但商品采购中发货时间不确定,等等。这些格式条款足以让合同

成立的缺省规则形同虚设。

SpencerWilliams,“PredictiveContracting”,ColumbiaBusinessLawReview,Vol.2019,No.2,

2019,pp.621-695.
晚近学界对法律个性化问题讨论热烈,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于2019年第2期以专刊形

式研讨了PersonalizedLaw,共刊载13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以不同形式提出了倡导法律个

性化的主张。SeeCaseyandNiblett,supranote49;Sunstein,supranot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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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个人特征的策略行为。〔71〕在个性化的旗帜下,人们很容易通过伪装来欺骗大数据和算法,
获得额外的奖励,最终导致社会行为模式严重变形,引发道德风险。法律个性化还会加剧社会

竞争和内卷,个人信息的过度披露带来严重的社会歧视,长远来说必将损及弱势群体的利

益。〔72〕除此以外,法律个性化可能还会带来统一性缺乏、体系复杂、标准混乱、制度成本增加

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尽管并不完美,但法律个性化在全社会推广应用的无限潜能,足以使其成

为一项值得孜孜追求的重要选项。事实上,上述问题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个性化程度不足引

起的。正是因为社会转型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个体的真实状态往往不能有效呈现,进而引发更

大的混乱。借助更为精细化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以及日新月异的智能科技手段,个性化可以

变得更高效,我们完全有希望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实现更为实质化的合同自由。

Abstract:Ensuringtheeffectivenessofparties’freechoiceisthekeytoimprovetheefficiencyofcon-
tractgovernance.Intothedigitalsociety,thecomplexdecision-makingenvironmentandhighcognitive
costhavemadegreatchangesinpeople’scontractbehavioralmode.Freedomofcontracthasbeenseri-
ouslyerodedandreducedtoanominaltextdeclaration.Thecognitivecontrolhiddenbehindthefalsefree-
domisanimportantdimensiontoexplorethefreedomofcontract.Thetraditionalcontractlawadoptsa
formalisticinterpretationtodealwiththeproblemofinsufficientnegotiationandgivingupchoices,and
reliesonimprecisedefaultrulestoexplorethetruemeaningofthecontract,whichhasbeenprovedtobe
unabletodealwiththeimpactofdigitaltechnology.Withbehavioralbigdataandintelligentalgorithmas
thecore,weshallorganicallycombinethetwotechnicalroutesofdata-drivenandrule-driven,modifythe
underlyinglogicofcontractgovernance,andcarryoutpersonalizedtransformationfromthreeaspects:

contractpromotion,algorithminterpretationanddefaultrules,soastoshiftthefocusofgovernance
fromfuzzinesstoaccuracy,which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efficiencyofcontractgovernanceandbet-
terrealizefairtransaction.

KeyWords:FreedomofContract;CognitiveControl;DefaultRules;ContractInterpretation;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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