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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认同的期望象征

反思“无偏倚性”程序策略  

陈洪杰*

摘 要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就权力合法性展开的辩护必须要经过每个人两种内在

立场(利己性与公共性)的检验,权力不能仅仅自诩具有“无偏倚性”就任意制造每个人内在的

分裂和冲突,而应当努力谋求能够对之加以整合的整体性立场,这在政治构想上形成了基于相

互性立场的道德推理方式。其理由在于,相互同意的平等性与开放选择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

想象当自己处于那个需要就公共权力之行使给出理由或者表示接受的角色位置时,自己会如

何做出判断,从而形成一种既明确纳入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考虑,同时又能够通过“无偏倚性”立

场检验的公共选择。以此观之,司法越是以一种高度同质化的决策权力的“无偏倚性”作为自

我正当化的程序策略,其越可能在零和的利益博弈中面临不足为信的认同困境;反之,司法程

序越是愿意以开放参与和结构分化的决策象征给当事人提供自我伸张的想象空间,并使之纳

入经过相互性检验的整体性立场之中,就越具有整合认同的程序张力。

关 键 词 司法象征 司法信任 协同主义 民事诉讼模式 主体间性

对于民事纠纷当事人来说,法院既是一个可以“因法之名”放手争夺利益的场所,也是

寄托公正期许的象征载体。鉴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争夺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

当事人的自我诉求获得支持往往同时意味着另一方当事人相对应的利益遭到否认,这就意

味着利益视角下的司法认同注定存在着一个难以填补的心理缺口。而当事人的公正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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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趋势上又天然地与其自我利益诉求相互绑定,如果司法不能在这两种相互绑定的思

维倾向之间打入一个在公共性层面进行合法性想象的观念楔子,利益认同的心理缺口就有

可能互相交织,导致司法认同的公共性危机。这就要求司法不能仅仅是一种决定利益再分

配的权力机制,更要成为一种能够引导各方参与主体在公共性层面想象正义的象征机制。

对此,当前主流的“正当程序/程序正义”司法范式主要诉诸“无偏倚性”(意指司法的消极与

中立性)的法律技术符号和程序策略塑造合法性象征,但这一象征策略主要是以理想化的

西方法律图景作为公理化的司法价值范式,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一种“教化式”的符号规训

和价值灌输,因而在本土化的社会情境系统中暴露出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面临着不同程

度的认同困境。而在这个问题层面,符号互动理论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这一

理论进路关注的是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通过符号化的沟通

过程发展起来的。〔1〕就社会互动视角下符号意义的创造与交换而言,〔2〕认同并不是对某

种事先预设、并且恒定不变的符号象征以及相应的结构功能组件进行抽象连线的结果,而

是隐含着主体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具体判断。〔3〕而“正当程序/程序正义”司法范式

在实践中却恰恰未能充分体认这种基于主体间关系判断的认同心理,这是尤为值得检讨和

反思的。下文即拟从司法作为第三方机制的结构与功能逻辑出发,重新审视“无偏倚性”程

序策略与司法认同之间复杂互动的经验现象与理论逻辑。

一、司法作为第三方机制的“无偏倚性”认同假设

社会是一个凭借意义建构建立联接的交往网络,只有当意义脉络的同一性在人与人相互

期望的行动选择中得到维持,社会交往才有可能在相对稳定的期望结构中发展起来。〔4〕不

过,由于每个人先天带有的自我偏向性,以自我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行动选择难免会导致交往

对象的期望落空。比如,债务人可能会因为自身资金周转困难而选择拖欠到期债务,而遭遇失

望的债权人则自然可能会采取相应的施压行动来加以回应。一旦交往主体之间因为期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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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毛晓光:“20世纪符号互动论的新视野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3页。
参见周晓虹:“学术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以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为例”,《社会科学》2004年

第12期,第65页。
参见王振林、王松岩:“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解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

119页。
基于互动过程,个体通过居于他人的地位而占有他人的视界,同时,他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向他人表

示该意义,从而使该意义出现在自己和对方两者的视界中。当互动双方对该事物持相同的反应时,这种反应

就塑造了意义的普遍同一性。参见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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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发对抗行动,他们各自的自我偏向甚至可能会导致其无法就期望被违反这一事件的基本

意义达成一致:抱持期望者自然会将之归结为对方的行为不当,而做出行动选择的一方则可能

会主张抱持期望者的期望本身就出了错。比如,债务人可能会主张其拒绝清偿到期债务是因

为对方之前的对待给付存在瑕疵;或者也可能在道义上指责对方收取不当的高额利息,有为富

不仁之嫌。对此,但凡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都普遍发展出来一种通过引入第三方作为管

控分歧、避免对抗升级、对期望进行社会整合的冲突干预机制,下文试详述之。

(一)第三方机制的结构功能主义描述

从社会交往的关系视角来看,第三方是有可能加入共同体验、抱持共同期望、形成共同立

场的任意社会主体,每一个人对于身边的其他人来说都是潜在的第三方。对于冲突双方而言,

无利害关系第三方的引入或“在场”所象征的是一种以一般社会共识为“规范性”基础的行为期

望表达。

比如,强世功曾经讲述过他参与一起“依法收贷”案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生的细节,这个细节

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观察者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在场”是如何被建构为一种与行为规范期望有关

的社会期望表达———法官对债务人老王说:“你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也很少见,人家听了想搞社

会调查了,贷款要按时还了,你这个十来年不还,人家搞社会调查还想看看这是什么原

因。”〔5〕这就非常巧妙地借用了田野调查者的“在场”及其背后所象征的社会期望来表明,不

是抱持期望者的期望不对,而是导致期望落空的行动者行为反常。

正是通过引入作为潜在共同体验者的第三方期望视域,一个能够覆盖既有共识储备的社

会期望结构就有可能克服冲突双方当事人的自我偏向而在一个融贯的意义脉络中得到强化和

澄清。而社会交往赖以维系的各种期望亦得以依托于假定的对第三方期望的期望而实现一种

制度化的张力。如果一个人抱持的期望与这个制度冲突,他就会承受由于反对已经被假定为

理所应当之事的压力。〔6〕就像强世功在“依法收贷”案中观察到的那样,对于债务人老王而

言,有钱不还贷款也许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但这件事让外人知道却成为一件可耻的事,因为这

涉及到整个村庄或陕北人的声誉———老王说:“我也60多岁的人了,不准备丢这个人……二、

三百块钱么,一拖……。”〔7〕当然,债务人老王“不准备丢这个人”的自我期望除了是对“在场”

之第三方期望的期望回应,同时也隐含了对“不在场之在场”的“村里人会怎么看”的期望假设。

就这样,通过将第三方置于期望担保人位置的社会机制,作为社会交往前提的期望结构就

可以得到被期望的第三方共识的支持,获得制度化张力。在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解释框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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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05页。
参见强世功,见前注〔5〕,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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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之所以无需承担过多的论证负担就能够担保相应的“规范性”共识可以根据需要而被期

望、被调用(就像我们在“依法收贷”案中看到的那样,仅仅“在场”就意味着一种触发期望的介

入),这通常被认为是因为无利害关系第三方更易于以其中立化、客观性立场而建构期望认同。

(二)司法的认同结构与功能逻辑检讨

随着代表所有人期望的法律在高度功能分化的复杂社会中普遍充当整合全社会的手段,

专业化的司法角色开始取代任意的、主体资格未受限定的各种第三方来承担制度化功能,并由

此转换为对整个社会有约束力的期望结构。在传统司法理论中,以司法的第三方功能作为充

当全社会期望担保机制的制度化张力同样是奠基于司法作为无利害关系第三方的“无偏倚性”

认同假设。而法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专门以负责做出具有强制性效力的决定为己任,

并以此分配第三方规范性共识的专业角色。

卢曼认为,以司法作为整合全社会期望的第三方机制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独特成就,这

些成就均奠基于法官的角色分化———只有在作裁决的(法律)角色存在的地方,法律才会被

提及。〔8〕不难看出,当前我们关于法官角色的理论描述和理解大致遵循的亦是这样一种

结构功能主义的进路:法官作裁决的功能张力源于其在司法程序空间的三方关系中处于一

种消极、中立并且超然的结构性位置。在这个结构原点上同时也衍生出我们普遍接受的正

当程序原理。

然而,如前所述,认同并不是对某种事先预设、并且恒定不变的结构功能组件进行抽象

连线的结果,而是隐含着对具体的主体间关系的判断。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命题,只

有通过互动,认同才能够实际地获得自我意义。〔9〕这就意味着,司法的认同建构并不能单

纯地立足于司法权力主体以中立第三方之“无偏倚性”自诩的静态功能结构,而是必须纳入

与当事人互动的关系视角。尤其是,作为一种有权力对全社会作出有强制效力的第三方机

制,如果缺乏对主体间性的充分体认,〔10〕司法注定会遭遇不同程度的认同困境,下面就让

我们进入这个问题。

二、司法“无偏倚性”的认同困境:基于主体间关系视角

在我国,与依法治国政治方略并行兴起的法律思想范式同样也试图以作裁决的法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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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行为期望制度化与第三方机制的讨论思路主要源自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框架。
参见卢曼,见前注〔6〕,第100-115页。

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48页。
这需要“将心比心”的融贯视角,将经验主体内心世界、行为方式和外部社会影响串联在一起看

待,而不是简单基于规则的论证体系对经验事实进行的分割、简化。参见杨子潇:“经验研究可能提炼法理

吗?”《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3期,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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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社会预期的法律功能提供结构支持,这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通过法官职业化和专业化

建设来凸显法官角色认同。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来看,法官越是认同自己的身份角色,便越

倾向于恪守专业准则和行动规范,避免个人偏好与情感意愿影响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从积

极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塑造法官职业形象和加强司法专业化具有正面意义。但反过来看,这也

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互动因为各自的角色差异而相互隔阂,或者说,缺

乏同理心。对此,社会学家就医患关系问题所做的研究颇有启发性:“假如医生只把自己看成

医生,把病人看成病人,而忽视了自己和病人的个人身份,在与病人交往时,便容易表现出不近

人情,较难与病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11〕以此观之,当前我国司法认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即在于,以专业化自居的法官倾向于凸显自身职业身份与当事人身份之间的角色差异,这就难

以使当事人产生一种足以观照自我的意义同一性理解。

(一)认同的自我指向与公共性象征

从主体间的关系视角来看,认同总是以自我作为意义原点的,这是每个人的利己本性使

然;但与此同时,主体意义上的人又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每个人的自我以及“自我认同”都是

在社会中生成与发展出来的。〔12〕在经由个体之间的互动结构网络而相互关联确立的社会

中,每个人又都只能把自己仅仅当作是芸芸众生的其中之一。正是因为每个人同时兼具私人

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这就要求象征普遍正义的主体间规范必须把每个人自我的利己性和利他

的公共性要求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所有以“正义”之名进行政治安排的社会制度既要通过建

构人的社会属性(利他性),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与秩序成为可能,同时又要在象征层面安

放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在合法性想象中将自我投射其中的意义结构,〔13〕以使其能够同时接受

每个人内部两种立场的检验。

比如,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正义的经典定义———正义就是各人得其应得———就成功地建构

了一个所有人都能观照自我的合法性想象;而现代政治哲学则强调以社会主体作为“自我立法

者”的主体间性来解决社会建制和社会生活的公正性问题。〔14〕既承认出于个人自主意志的

自由活动有“一个独立支配的领域”,又使个人之间相互合作的公共生活成为可能,实现私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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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218页。
参见贾国华:“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述评”,《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第58页。
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议程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人类权利和个体权利之上,自我的投射是主体

面对社会抽象系统的支配和渗透时将生活世界再道德化的根本推动力。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

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参见童世骏:“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2年第5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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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公共自主的有机统一。〔15〕

总而言之,支配的合法化要旨在于让被支配者认同这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缘故”。〔16〕而

当纠纷当事人进入到司法的程序空间中,他们同样也会尝试感知这一制度安排是如何体现出

因他们自身的缘故而实施支配的,或者说,当事人总是会希望“自我”与权力的“他我”之间能有

一种“心同此理”的互动联结。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人们对司法程序的正义感知和认同程

度,与他们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间接控制影响结果的程序限度是正相关的。〔17〕

(二)司法认同的程序策略与实践检讨

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事人主义学说即试图通过“从审判权本

位到诉权本位的转变”,〔18〕形成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自我答责为价值指向的民事诉讼模式建

构。〔19〕其基本共识是以当事人的程序主导权伸张其自我意识,引导合法性想象。〔20〕对此,

这一理论进路是以一种康德主义的立场来加以说明的:“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

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绝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张卫平从中

推导认为,在司法空间里允许当事人就程序权利的行使“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就是正

义”。〔21〕

不过,我国的当事人主义虽然对于提升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具有积极意义,但却

始终未能改变当事人在审判权力结构中处于被决定者位置这一事实。而正是因为所谓

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既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以康德主义立场建构一种足以让当事人想

象自我决定的程序策略和权力结构;也很难在零和博弈的利益视角下对双方当事人相互

对峙的自我偏向予以兼顾,就只好以静态、抽象的“无偏倚性”结构象征和“规范/程序即

正义”的自我指涉来消解、对冲当事人的自我偏向。这就是当前我国“正当程序/程序正

义”司法范式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策略。

其结果是,当权力决断自我指涉的“无偏倚性”隐藏在法官自由心证的人心黑箱,或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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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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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

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6-107页。
参见吴英姿:“论司法认同:危机与重建”,《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第187页。
参见侯猛:“如何评价司法公正:从客观标准到主观感知”,《法律适用》2016年第6期,第10页。
参见傅郁林:“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互塑造的角度

观察”,《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第1439页。
参见刘哲玮:“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运用”,《当代法学》2016年第3期,第18页。
参见任重:“论中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当代法学》2016年第3期,第40页。
参见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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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之间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隐匿对话”中,〔22〕当事人想象正义的自我投射就注定只能面

对无法确证的意义虚空。这在正当程序理念兴起之初的“广东莫法官事件”中表现的尤为极端

和典型。在此事件中,无力举证的一方当事人希望法官能够“为民做主”积极介入调查案件事

实,而法官则基于举证责任配置与当事人自我答责的正当程序原理对此保持超然,坚持以“无

偏倚性”立场居中裁判。结果却导致该方当事人因为对法官的裁判立场不满而在法院门口服

毒自杀。在这里,正当程序原理所要求的司法“无偏倚性”反而更是在当事人观照自我的期望

投射与司法决定所试图调用的社会共识储备之间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权力壁垒。法官的裁

判逻辑非常明确的向当事人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我有权力做决定的地方,我就有权力把你排

除在外。而当事人最终不惜以死抗争的,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在面对权力的高墙时无法获

得自我确证的意义虚空。

可以说,在强调“无偏倚性”的司法范式下,当事人这种自我确认的意义虚无感与实

践中备受诟病的法官在判决书中“不讲理”,以及刑事司法实践中“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等司法现象其实是互为表里的。面对地位超然的法官,当事人根本无法期望自我能在影

响法官决定的诸多因素中成为一个符合期望的影响因素,这就导致法官以“无偏倚性”自

居的裁判立场经常面临不足为信的认同困境。冯晶晚近的实证研究就充分揭示了这一

点。她发现,一旦当事人伸张自我的心理诉求没能得到法官的积极回应,法官自以为“无

偏倚性”的“依法裁判”反而更让当事人怀疑其带有“偏倚性”。当事人批评法官认定的

“法律真实”无视“客观真实”,没有“为民做主”,“罔顾情理道德”。并且往往非常主观地

将原因归结为“法官故意偏袒强势的一方”;“法官偏袒本地人、歧视外地人”;“法官收黑

钱了”;“法官对平民百姓敷衍了事”;“法官对自己有个人偏见”;“法官滥用职权”等司法

品质问题。〔23〕周立民认为这是我国独特的关系文化所塑造的一种“关系归因”思维,“当

己方没有关系时,往往下意识地将不利结果归结为对方‘有关系’”。〔24〕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所谓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并不能真正在司法决定的权力维度

上以康德主义立场生产出一种足以让当事人观照自我的期望结构和程序主体性象征,这

种既坚持权力本位又要求当事人自我答责的诉讼模式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也就难免遭遇

深刻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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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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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关于审委会决定机制的讨论中提出了审委会与合议庭“隐匿对话”的概念,并且同时也提出

了“隐匿对话”中当事人在哪里的问题。参见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中外法学》

2019年第3期,第730页。
参见冯晶:“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第40-43页。
参见周立民:“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何以形成:对87名随机当事人的模糊集定性比 较 分

析”,《中外法学》2019年第6期,第1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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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同的另一种可能:基于当事人观照自我的期望视角

我国的相关实践表明,司法“无偏倚性”的静态结构固然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正当性外观,但

这样一种正当程序原理所预设的期望结构却并不足以保证当事人能够在程序互动过程中合理

期望一个可以将自我投射其中的意义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作为第三方机制分配

规范性共识的程序张力。而从法人类学的比较视野来看,对于以建构共识性期望作为纠纷解

决前提的程序机制而言,抽象预设的“无偏倚性”第三方立场也未必就是期望整合不可或缺的

结构性要素,相比之下,如何通过有效的主体间互动给纠纷当事人提供一个足以观照自我的期

望想象反而可能更具认同张力。对此,法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经验参照。

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崎岖山区深处,伊富高人社会是以精耕细作、灌溉耕锄的水稻种植为

经济命脉的高级园耕民文明。伊富高人之间的纠纷通常由中间人斡旋解决,有资格充当中间

人的是一类被称为蒙卡卢的社会角色。成为蒙卡卢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他必须属于

卡达扬阶层(即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上层);其二,他必须因为猎取敌人首级的经历而享有声誉。

在这种第三方机制中,蒙卡卢都是由原告来选择的,但蒙卡卢并不纯粹是原告的利益代言人,

他同样致力于维护被告的应有权利,在当地的文化机制中,如果蒙卡卢能够设法将原告的赔偿

主张削减到同类案件一般的赔偿标准之下,他甚至还能因此而赢得众望。另外,一旦程序开

始,各方当事人便不再直接接触。只有蒙卡卢能够在各方之间来回穿梭,时而怀柔,时而恫吓,

时而哄骗,渲染对方当事人的潜在武力威胁并以此作为每一项重要条件的后盾。〔25〕

在这里,蒙卡卢作为第三方机制整合社会期望的关键显然并不仅仅在于其所象征的社会

规范性期望的中立性或客观性(他是受一方当事人的聘请而介入纠纷的),更在于其能够有效

充当各方当事人进行自我期望投射的媒介象征。这个程序机制最为巧妙之处就在于将蒙卡卢

置于一种对接各方期望的信息中枢位置,通过刻意制造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各方当事人都能合

理期望一个“观照/偏向”自我的期望结构———原告作为委托方自然有理由期望,如果蒙卡卢大

失公允的话,他就会失去潜在的委托人市场对他的信任。而被告也不用怀疑蒙卡卢不会为伸

张自我利益而努力工作,因为在当地的文化机制中这会给蒙卡卢带来更高的声望。〔26〕正是

因为社会结构性地促成了对期望的期望,这就保证了作为第三方机制的蒙卡卢能够以各种实

用主义的行动策略对接各方当事人观照自我的期望投射,通过调用、覆盖既有的共识储备平衡

各方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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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参见(美)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硏究》,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版,第125-127页。
参见陈洪杰:“共识难题:法律商谈的经验之维”,《交大法学》2013年第3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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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同视角下的司法功能定位与角色互动

如前所述,第三方机制实现期望整合的关键在于通过调用、覆盖既有的共识储备,结构性

地促成对期望的期望。然而,我国的司法观念由于一度深受形式法治思想范式的影响而偏向

一种静态、抽象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解,这就使得法官的行动逻辑因为受到既定规范和程序的严

格限定而无法有效对接经由“情理道德”等观念符号载体所形成的期望投射,〔27〕相应的司法

实践面临认同困境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有鉴于此,我国司法策略的一个重要调整就是以解决纠纷的功能导向进行司法行动逻辑

的互动调适,“使原则服从于实现期望中的社会结果”。〔28〕在“积极司法”的行动语境中,〔29〕

法官亦不再刻意保持一种“无偏倚性”的超然立场,而是以蒙卡卢式的实用主义策略在双方当

事人之间动态地“找平衡”,形成法官认为最能在经验意义上平衡各方期望的司法结果。从“案

结事了”、解决实际问题,以及让人民群众满意等结果导向的个案实效来看,这种实用主义的司

法进路确实能够在目的意义上被证明为正当,但这种司法进路同样也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各

种有待检讨的问题,下文试详述之。

(一)实用主义的得与失

苏力是这样描述实用主义司法图景的:我国基层法院法官处理司法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

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恪守职责”,或是机械地执行既定的实体和程序规范,

重要的是结果好,保一方平安。〔30〕比如,妯娌两分家时因为一个泡菜坛子的归属发生争执,

双方为了面子和争一口气都不愿对方得到这个坛子,经人调解了半年而无法化解矛盾。了解

事情原委的法官当场就把坛子摔了,掏出五块钱让她们一家买一个,于是问题就这样解决

了。〔31〕

苏力的讨论非常典型地呈现了实用主义司法进路的实践张力,在这个问题方向上,吴英姿

通过田野调查同样发现,法官为了避开情理法冲突而导致的社会认同困境,会努力通过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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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高度抽象的规范很难平衡个案的特殊性,形式正义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实质正义为代价的。于晓

虹、王翔:“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制度变迁与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第119页。
参见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参见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

期,第40页。
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参见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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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定制度和程序进行变通操作的行动策略帮助当事人找到一种“常识性的平衡感”。〔32〕诚

可谓,“死事还得活人办”。〔33〕而方乐则通过“农民的好法官”等模范事迹来说明,〔34〕中国的

法官是如何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并且非常实用地以一种操弄

于官僚制之下、避重就轻地司法运作逻辑来实现结果认同。〔35〕他认为,法官必须通过个人化

的智行努力,努力穿透制度空间的缝隙,在沟通情理法的互动机制中有所作为。〔36〕或者,用

苏力的话来说,“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37〕

在官方话语和实践体系中,上述以后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司法进路一度以“能动司法”之

名获得大力推广,〔38〕试图通过“扩张的、甚至无所不包的司法整合日益流动和碎化的社会,重

建正当性”。〔39〕然而,在“结果好,一切都好”的美好蓝图下,敏锐的研究者却指出,这种理论

立足点如果不是过于乐观便是对现实的有意疏忽。〔40〕因为在“超越法律”的实用主义导向

下,〔41〕法官在很多时候必须借助于“个别化”的权力策略,〔42〕“将外部利益强加给当事

人”。〔43〕这种司法互动模式很容易导致法律参与者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如果法律对我

有利,我就服从之;如果法律无助于实现我的利益诉求,我就规避之,甚或是动用任何可能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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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参见吴英姿:“‘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农村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南京大学

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5页。
高其才、周伟平:“法官调解的‘术’与‘观’———以南村法庭为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

期,第70页。
参见方乐:“转型中国的司法策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第67页。
参见方乐:“司法行为及其选择的文化注释———以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为例”,《法律科学》2007

年第5期,第29页。
参见方乐:“司法如何面对道德?”《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第196页。
苏力:“法律人思维?”《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第467页。
参见方乐:“能动司法的模式与方法”,《法学》2011年第1期,第30页。
参见陈杭平:“论中国法院的‘合一制’———历史、实践和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

第65页。
张榕发现,一方面,法院每年的涉诉信访量始终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表决通过率相较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的表决数据总是显得令人难堪,在“能动司法”政策

推出近5年后,在2013年3月的工作报告表决中,反对票和弃权票总计更是创历史新高地达到725票。参见

张榕:“司法的进路:能动之下的理想与现实”,载孙笑侠主编:《复旦大学法律评论》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277页。

苏力曾借波斯纳《超越法律》的书名对实用主义做出描述。参见苏力,见前注〔30〕,第185页。
郑智航:“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生成史研究(1937-1949)———以思想权力运作为核心的考察”,《法学

评论》2017年第1期,第155页。
栗峥:“底层社会、纠纷应对与能动司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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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手段干预之。〔44〕而如果法院在追求“搞定”“摆平”的实用主义功能取向下异化为“考验当

事人社会动员能力的大竞技场”,〔45〕其就算能够以“案结事了”的方式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结果

认同,恐怕也早已背离了司法认同的本质与初衷。

(二)法官“找平衡”的意义支点

由上可知,实用主义的理论张力主要立足于“结果好,一切都好”的经验诠释和目的证

成,〔46〕就这导致其存在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理论盲点———即便是后果导向,旨在超越形式“无

偏倚性”的实用主义司法策略也依然需要一个能够在程序互动过程中平衡各方期望的意义支

点,因为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在满足当事人自我期望投射的同时,又能在主体间互动中维持一

个可以为各方当事人都认可的期望平衡。

对此,我们可以从赵耀彤法官自述与当事人一次互动经历中获得直观感受:在处理一起涉

诉信访案的过程中,赵法官与某张姓当事人反复交涉和沟通时为了赢得对方的心理认同,不惜

“放低姿态”,一口一个“张姐”与对方套近乎。结果某天晚上另一方钱姓当事人却打电话质问

赵法官为何对张姓当事人以“姐”相称? 其中有何“猫腻”? 他要去纪委控告赵法官。赵法官内

心虽然颇受打击,但依然诚恳耐心地向该方当事人解释自己对所有当事人都很好,并在询问过

年龄之后就一直喊他“钱哥”。〔47〕

在这里,实用主义法官显然缺乏一个制度性的意义支点去平衡各方期望,因此只能诉诸一

种“唯我论”的努力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勉为其难地“做工作”“找平衡”,正是这一事实严重制约

了实用主义司法策略所能取得的制度性成就。而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蒙卡卢的例子,也许

会诧异地发现,即便这种初民社会的第三方机制同样也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质,但它毕竟通

过框架性的社会价值规范和程序机制预设了一个双方当事人都有合理理由进行期望的期望结

构,这就使得蒙卡卢可以凭借一个制度性的意义支点去平衡各方期望———在这个预设的期望

结构中,双方当事人都能基于制度性的理由合理期望蒙卡卢是在为维护己方的利益诉求来回

奔走(相关的机制原理已在前文具体阐述,此处不赘),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在这样的实践行动

中主体就期望认知做出的反应在实现制度功能这一意义上是承载了规则、结构的再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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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洪杰:“法律国家主义的困境———一个关于‘秋菊/李雪莲’的知识隐喻”,《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2019年第2期,第145页。
陈洪杰:“从程序正义到摆平‘正义’:法官的多重角色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2期,第

35页。
参见苏力,见前注〔30〕,第181页。
参见赵耀彤:“以自己为方法———通过党性实现的涉诉信访治理”,载《“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

(2021)暨中国司法研究的未来———<送法下乡>初版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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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48〕不难看出,这种制度性的期望平衡和再生产机制却恰恰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司法进路

所欠缺的。在这个问题上,赵耀彤法官的经历是颇为典型的,他必须通过非比寻常的个别化策

略向当事人担保自己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或许这也是苏力尤为强调“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

的原因所在,如果缺少必要的“眼力见”和足够柔软的身段(甚至在很多时候可能还需要依赖运

气成分),诉诸个别化策略的法官在利益平衡的钢丝上恐怕很难顺利抵达“结果好,一切都好”

的理想彼岸。

(三)结构分化与角色互动视角下“超越法律”的决策张力

在面对构成法律运行环境的复杂利益博弈和价值观念冲突时,法官经常会处于无法决策

的决策困境中,而即便是在公认已经有效确立司法权威的法治成熟国家,那种认为仅仅凭借法

官群体居高临下的父爱关怀就足以做出所有艰难选择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切实际的。〔49〕无论

是“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探究法律、政策中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价值)”,〔50〕

还是在两难的利益衡量中“走钢丝”,法官都需要一种能够分担决策风险,为平衡各方期望提供

结构支持的制度性均衡机制,从而让无法决策的决策成为可能。〔51〕就像走钢丝的高空艺人

凭借手持平衡杆所提供的结构支持,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做出更多打破局部平衡的高难度动

作,同时又能保证整个高空行走不至于失去结构平衡。在司法场域,公民陪审模式作为一种制

度性的结构均衡机制,其要旨即在于通过参与政治的角色互动拓展司法决策的公共性结构。

有美国学者这样评价基于公共参与的司法决策结构所具有的角色功能张力:

陪审团保护了法庭。如果全部的决定都出自法官,那么司法系统能够在一个多元国家维

系多久都将会是一个问题。这与法官有多明智,或者是否足够有经验无关。每当裁决不见容

于当下的观念(这种观念取向甚或可能只是一种偏见),人们对法院的积怨就会日益增长。很

快社会上半数人都会在脑海里蹦出以私刑处决法官的念头。但人们对非建制化的陪审团却找

不到攻击的焦点,因为陪审团就是由公众自身以“即事性”的方式随机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

陪审团可以说“我不介意什么是法律,这是不正确的以及我不想这么做”,而对法官来说,这却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52〕

总而言之,陪审团能够更好的在司法决策与各方期望之间维持一种制度性的结构均衡。

从经验实践来看,陪审团的历史甚少出现我们经常在法官身上看到的那种“人设”崩塌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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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参见王亚新:“程序·制度·组织———基层法院日常的程序运作与治理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

学》2004年第3期,第88页。
参见陈洪杰:“司法决策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交大法学》2021年第1期,第94页。
傅郁林,见前注〔28〕,第159页。
参见宾凯:“从决策的观点看司法裁判活动”,《清华法学》2011年第6期,第98页。
(美)伦道夫·乔纳凯特:《美国陪审团制度》,屈文生、陆佳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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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车现场”,原因就在于结构分化的陪审机制所塑造的功能角色符号更具一种能让当事人产生

伸张自我之合法性想象的互动张力,我们将在下文详细阐述这一点。

四、基于自我伸张的认同想象

在现代民主社会,无论从平衡各方期望的角度来看,还是基于打破权力壁垒的考虑,为了

回应当事人观照自我的心理诉求,现代司法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引入在社会合法性想象中象征

着自我伸张的参与政治。这其实也是人民司法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陕甘宁

边区时代就已指出:“司法也该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一条规律,任何

事都要通过群众造成‘群众运动’才能搞好。”〔53〕我们当前耳熟能详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正是

在参与政治逻辑下诞生并且发扬光大的。

将参与政治引入司法领域实际上也预设了“对政府机构满足公民需求和利益的自发的善

意的不信任”。〔54〕正是因为清醒地意识到官僚权力的不足为信,“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高明之

处就在于以开放性的公共参与来伸张自我观照的社会想象,通过田间地头设“公堂”的巡回审

判和就地审判,“吸收地方权威参与、倾听群众意见,使得本来在诉讼中属于两造之间的纠纷,

变为一场整个村庄共同参与的集体讨论”。〔55〕这样一来,底层民众就可以“拥有要求这种满

足和保护他们自己免于被粗暴地对待的方法”。〔56〕

比如,在“军属老汉杨兆云缠讼案”中,老汉因为缴纳公粮问题与政府产生对立情绪,不仅

状告区乡干部偷打他家的麦子,更以他人抢占其土地,偷了他的东西为由缠讼不已,区、乡、县

干部均对此束手无策。马锡五先是纠正了区乡干部执行征粮政策上的错误,再到当地处理老

汉所告的侵占土地和偷东西的问题:

我们到杨住的村子里帮助群众割了三天谷子,边劳动,边调查。这样,很快地掌握了

案情。于是,我们就利用晚间召开群众会议。会上,群众揭露与批评了杨兆云屡次侵占别

人土地的事实,至于杨所称别人侵占他土地和偷他东西,毫无事实根据,全系捏造。这时,

杨再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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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2页。
参见(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第189页。
马治选:“革命年代的司法逻辑———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生成”,《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第40页。
参见什托姆普卡,见前注〔54〕,第190页。
马锡五:“马锡五副院长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书面讲话”,《人民司法》1959

年第10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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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马锡五审判方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给个人的认同想象提供了一个能够将

自我投射其中的第三方期望象征。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期望着的个人会把自己导向一个

较为亲近的‘参照群体’(或关系群体),这个参照群体提供了持久有效的集体性视角”。〔58〕在

这个具有共同行为期望的集体性视角中,“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正处于共同

体验状态的第三方”,而参与政治通过引入这个集体性视角就可以让个人以互为第三方的方式

进入伸张自我的合法性想象。

这样一来,依托于以既有共识储备和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第三方期望,以及对该第三方期

望的期望,就可以给现实期望的多样性强加一种统一意见的印象,期望的可期望性也因此而可

以实现必要的制度化张力:“当面对制度化期望时,人们眼前会出现一种典型的选择激励机制:

要么待在安全边界内继续悄无声息,要么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凸显自己。”〔59〕而国家司法权作

为一种外生性权力的公正性也就能基于这一参照群体在共同体行为期望层面的内生性认同而

得到承认。〔60〕这就恰如杨兆云最后的表态:“大家心平气和,尊敬我,又批评了区乡干部,指

出了我的错误,我再没啥说,只有服从。”〔61〕

不过,在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社会,如果司法认同只能与某种狭窄的参照群体建立起关联的

话,法律就很难充当起整合全社会的手段。这就要求司法的公共参与必须扩展到整个社会层

次上发散并且匿名的各种第三方,并使其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代表性和非个人性特质的专门第

三方,以取代松散庞大并且包含“每个”成员特征的各种群体,取代阶层、乡党、同僚或伙伴的成

员关系。〔62〕当前各国在司法参与形式上分别采取的参审制和陪审团制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从

紧密狭窄的参照群体中分离出来的匿名的第三方机制。

但正如我们所见,“马锡五审判方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却恰恰在于紧密参照群体的成员之

间能够互相以“有可能加入到共同体验、共同决策、共同谴责和共同行动之中”的第三方立场而

获得伸张自我的共同体想象。〔63〕而当高度发散扩展的法律社会关联性超越特定化的参照群

体,当事人能够从陌生人化的陪审员那里获得自我观照的想象空间其实未必比其从法官那里

能够获得的更多。这样一来,参与政治的引入对于改善司法认同的实际作用就未免让人有鸡

肋之感,这其实也是当前我国陪审制度所主要面临的问题。〔64〕对此,已经发展出来较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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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见前注〔6〕,第112页。
卢曼,见前注〔6〕,第106页。
参见陈洪杰:“司法公正的象征建构:在认知与规范之间”,《学术月刊》2021年第6期,第146页。
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政法研究》(现为《法学研究》)

1955年第1期,第12页。
参见卢曼,见前注〔6〕,第114页。
参见卢曼,见前注〔6〕,第102页。
参见肖建国、肖建光:“陪审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论参审制在中国的命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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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是让当事人通过积极行使程序选择权来获得伸张自我的想象空间。

比如,在美国引入陪审团审判的遴选程序中,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使得其可以合理期望一

种在负责作决定者身上观照自我的期望结构。因为各方当事人都可以通过行使程序选择权接

受某位备选陪审员进入陪审团,也可以通过行使回避权(包括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将其排除

在外。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会穷尽行使回避权以将不符合他们期望的备选陪审员剔除出去,从

而尽可能组成一个与自己期望的意义可能性理解保持同一性的陪审团。用一位美国律师的话

来说:“你只能挑出你喜欢的陪审员,那些和你投机的人———如果你确实和谁特别投机的

话。”〔65〕

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可能会有成百上千名普通公民被征召为备选陪审员、接受质询,只为

从中选出12名能够在控辩双方的严苛筛查下而不被剔除的陪审团成员,而这个过程所花费的

时间往往长于庭审本身。这在美国甚至催生出了一个陪审团遴选顾问(主要由心理学家等专

业人士组成)的行业,以帮助当事人“科学地”(主要通过搜集、观察和分析备选陪审员各种社会

性的个人信息和行为模式来对之做出心理分析)挑选出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利于自己的陪审

团。〔66〕

这个遴选过程在本质上是允许当事人对陪审团所象征的第三方期望进行自我期望的选择

投射,陪审团遴选顾问会基于案件心理分析而描绘出符合己方当事人利益的角色期望。比如:

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成家立业、较为保守、对通货膨胀的关心多于水门事件的人。组成陪审团的

成员最好应当是蓝领工作者,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年薪大概在8000到10000美元左右,并且

阅读《每日新闻》(DailyNews);反之,成员不能是犹太人,也不能是有大学学历的人以及“富裕

的自由主义者”;在另一个案子中,陪审团遴选顾问则建议,“理想”的陪审团应由“没有宗教偏

好的女性民主党人和白领或有技术性蓝领工人”组成。〔67〕这样一来,当各方当事人都能同等

地将观照自我的选择偏好投射到作为决策参与者的陪审团成员身上,这种程序选择机制就能

在各方当事人充分伸张自我之“偏倚性”的同时达致“无偏倚性”的博弈均衡,〔68〕这就构成了

陪审团机制在第三方期望层面塑造认同想象的程序张力。

五、超越形式“无偏倚性”:基于相互性立场

我国台湾地区曾经于2003年在世界范围内首创试行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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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凯特,见前注〔52〕,第214页。
参见乔纳凯特,见前注〔52〕,第212页。
(美)亨利·J.亚伯拉罕:《司法的过程》(第七版),泮伟江、宦盛奎、韩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8-139页。
当然,在不同国家,当事人行使这种程序选择权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参见(美)史蒂芬·萨曼:

“欧洲陪审团制度新发展:西班牙与俄罗斯的陪审团”,高一飞译,《司法智库》2020年第2期,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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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突出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程序选择权的特别尊重:“就关涉当事人的利

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来说,应从实质上保障其有参与该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

之程序上基本权。”〔69〕在本文看来,这一程序原理与前文所述的陪审员遴选机制有异曲同工

之妙,其在诉讼心理层面都可以让当事人在审判者身上产生一种自我投射的合法性想象,从而

为增进司法认同提供程序策略上的支持。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上述程序策略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一种反对以单纯超然的“无偏

倚性”立场为国家权力提供正当化辩护的政治哲学反思,这一反思视角认为,更可欲的政治伦

理应当是“试图同时从每一个个体的观点出发看待事物,并试图达到某种他们都能共享的动

机,而不是像纯粹不偏不倚的仁爱态度那样,简单地以一种通过步出他们所有的人之外而达致

的非个人立场取代个人的观点”。〔70〕这也意味着,就权力合法性展开的政治辩护必须要经过

每个人两种内在立场(利己性和公共性)的检验,权力不能仅仅以“无偏倚性”自诩就任意制造

每个人内在的分裂和冲突,而是应当努力谋求能够对之加以整合的整体性立场,这就在政治构

想上形成了基于相互性立场的道德推理方式。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有效的只是所有可能的

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71〕

哈贝马斯还认为,现代法的范式转换呈现出从“规范取向”向“反思取向”迈进的特质,如果

说在“规范取向”下,只要保证形式上的平等性和普适性,法律就可以获得人们的认可;那么在

“反思取向”下,法律只有立足于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基础,才能对人们提出规范性要求。〔72〕

作为整体性的道德推理方式,相互性是公共理性理念最为重要的要素表达,这意味着“一个公

民可以就公共权力的行使提出其他公民也可以接受的理由”,从每个人以自我为意义原点的理

性逻辑来看,基于相互性要求而提出的理由“并不会是那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观点,而是明确

地纳入了每一个人自己的理性考虑”。〔73〕而相互同意的平等性与开放选择性则提供了一种

每个人都能将自我投射其中的意义结构,即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当自己处于那个需要给出理由

或者表示接受的角色位置时,自己会如何做出选择,从而形成一种同时又能够通过“无偏倚性”

立场检验的公共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陪审员角色虽然经常被人诟病其不仅会在司法判断中带入个人偏

见,并且也更容易被律师的策略行为误导。〔74〕但陪审团决定机制通常要求的“一致同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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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在:“台湾民事诉讼中合意选择法官制度透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第93页。

ThomasNagel,EqualityandPartiali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pp.15-16.
哈贝马斯,见前注〔15〕,第132页。
参见陆宇峰:“论高度复杂社会的反思型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133页。
谭安奎,见前注〔70〕,第341页。
参见易延友、马勤:“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与边界”,《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2期,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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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却保证了陪审员的个人“偏倚性”在经过相互性立场检验之后而共同形成的一致决定是基于

每个人都有理由接受的理由。也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认为对陪审机制的认知视角应该从关

注外行身份转向关注评议结构。〔75〕就此而言,合理的制度结构既可以使各方司法参与者基

于相互性的程序交往机制(而不是抽象的形而上要求)整合个人内在的两种立场(既带有自我

偏向性,又把只自己当作芸芸众生的其中之一);也使得“无偏倚性”的道德理想能够摆脱权力

单方决策的信息黑箱,进入到可以互相检验的交往视角之中,并因此而塑造每个人“各得其所”

的正义象征。

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推进就是通过各方司法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

主义进路来修正司法“无偏倚性”的形式主义倾向,“创造一个法官与当事人互动的作业共同

体”。〔76〕从已有的讨论来看,协同主义有两方面非常鲜明的理论面相:

一方面,协同主义表达的是改进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构造关系的思路。唐力认为,应当在分

权而治、协同诉讼的构造原则指导下使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话形成合理的相互作用关系,增

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有效性和对法院所作判决的认同感。〔77〕杨严炎认为,协同诉讼的目的

在于通过当事人与法官的程序互动,以法官积极释明和公开心证促使各方司法参与者对裁判

结果形成恰当预期,保障当事人积极行使程序权利以影响法官心证,努力避免超乎预期的突袭

性裁判,提高司法认同。〔78〕可以说,这一理论进路已经非常接近认同建构的本质问题,即通

过各方参与主体相互协作、互为观照的程序策略来促成期望脉络的同一化。〔79〕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强调法官职权介入、平衡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社会诉讼观。协同主义

的一大关键举措是就案件事实的探明融入“法官职权探知”的内容,以克服因为当事人举证能

力不足,或者举证能力不平衡而导致的事实探知障碍。〔80〕肖建华认为:“在司法权力化组织

体系高度发达的中国,与其否定职权的作用不如承认审判权的作用并加以明确规范,促进司法

者能动地输出正义。”〔81〕熊跃敏认为:“如果说,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审判方式改革带

给我们的是对程序公正价值的体认,那么协同主义模式下对法院职权的强调则是对当事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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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樊传明:“陪审员是好的事实认定者吗? ———对《人民陪审员法》中职能设定的反思与推进”,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125页。

参见段文波:“协动主义的理论之维”,《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8页。
参见唐力:“对话与沟通:民事诉讼构造之法理分析”,《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52页。
参见杨严炎:“论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301页。
纪格非早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当事人对法官的判断依据不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认

同困境,而对此加以改进的主要方式就在于加强沟通和互动。参见纪格非、王琛:“我国法官与当事人关系的

实证调研与分析”,《司法改革论评》2010年第1期,第77页。
参见唐力:“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第83页。
肖建华:“构建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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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质性程序保障的必然要求。”〔82〕

由此可见,基于民事诉讼的社会化取向,协同主义已经开始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上思考当事

人与法官之间共同作为程序主体展开交往合作的可能性。〔83〕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规范法

官的职权介入,这也要求在司法的权力运行结构层面形成程序权利与审判权力相互渗透的控

制关系,实现“从政策实施型司法向回应型司法的转型”。〔84〕对此,吴英姿认为可以通过“诉

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以及“司法的公民参与”来实现权利伸张和权力控制。〔85〕而段厚省

则更为大胆地提出“诉审商谈主义”,设想以“诉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地位平等作为前提”,要求

“法官从独白式的裁判习惯,转向与当事人进行商谈,将商谈结果作为程序上合作的成果来对

待,并在该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裁判”。〔86〕这一理论思考方向实际上也是试图就各方司法参与

者的相互性立场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合理期望的期望结构。

六、结语:司法象征生产的角色互动想象与认同

司法工作的一线法官通常都有这样的感触,面对在利益视角上先天带有自我偏向性的当

事人,端着“无偏倚性”的架子是很难真正做到“胜败皆服”的。当事人往往特别计较法官对自

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或者说,法官有没有“心里装着我”。如果当事人无法在法官那

里获得一种自我伸张的意义观照,自然也就难以认同让自己承受不利益的司法结果。而通过

参照分析伊富高人社会的例子则可以发现,像蒙卡卢这样的第三方之所以能够获得各方认同,

原因并不在于某种静态、抽象的“无偏倚性”立场预设,更在于这一第三方机制能够给双方当事

人提供一种既能合理期望对第三方期望的期望,又能观照自我的期望结构。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核心命题:自我是一个过程,是与他人关系的产物。〔87〕只有通过互

动,认同才能够实际地获得自我意义。〔88〕申言之,象征社会规范性共识的第三方能够获得认

同的前提亦在于给社会主体提供一个足以观照自我的互动和期望结构,这就需要司法决策在

客观判断和理解他者之间取得平衡。〔89〕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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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跃敏、张伟:“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理念及其制度构建”,《法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页。
参见王福华:“民事诉讼的社会化”,《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46页。
肖建国:“回应型司法下的程序选择与程序分类———民事诉讼程序建构与立法的理论反思”,《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页。
参见吴英姿:“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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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还是协同主义其实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只有在司法逻辑上给当事人提供一种伸张

自我的期望象征,司法认同才能在整合当事人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一种必要的公共性张力。

而协同主义则更是突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中以法官“无偏倚性”立场构筑的权力壁垒,使当

事人可以在权力的镜像中获得自我投射的映像结构,这对于认同整合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延伸来看,各种形式的司法参与机制也是按照类似的认同逻辑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无论是

“马锡五审判方式”还是陪审团制度,其取得成功的关键都在于以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既有

共识储备为背景,基于主体间能够做出合理期望的期望结构作为整合认同的程序张力,这对于

当前我们的司法公共参与机制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事实上,晚近我国的司法改革一直致力于通过完善陪审制度等公共参与机制塑造期望象

征、增强公信力、提升认同。〔90〕比如,以七人合议制(或称大陪审制)为代表的陪审制度改革

即试图发挥陪审员“善于认定事实问题的优势”和参与合议的人数优势以增强其实质参审能

力。〔91〕然而,由于在陪审模式、陪审员的遴选机制、审判评议规则等制度实践变量因素上存

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我国的陪审员始终面临着法官与当事人两头不讨好的困境:一方面,在权

力零和博弈的参审制模式下,法官作为司法场域的主导者天然地排斥陪审员分享其权力。有

实证研究表明,改革之后陪审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仍然并不十分理想,从陪审员参与审前准

备、庭审发问、评议、表决等各个程序环节的运行情况来看,陪审员参审实质性不足的问题始终

存在;〔92〕另一方面,高度封闭的陪审员遴选机制除了导致陪审员因为代表性不足而缺乏一般

意义上的社会普遍认同,同时也导致被剥夺程序参与和选择权的当事人对陪审员缺乏个人化

的具体认同。〔93〕这就意味着,旨在整合认同的陪审制度在功能定位上不能仅仅着眼于司法

民主/权力监督的象征功能(我们对“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的质疑和改进思路主要是体现

在这个问题域),〔94〕更要关注其作为公共参与机制平衡各方期望的角色互动功能。

从结构功能的“仿象”视角来看,高空艺人与平衡杆纵横双向的结构分化是高难度高空行

走维持结构性均衡的张力所在。以此观之,司法的公共参与机制如果只是形成了一种同向同

构的功能逻辑,其实践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这其实也是我国陪审制度长期以来运行不佳

的症结所在(因为陪审员在角色功能上只不过是一种“编外法官”)。而当前被寄以厚望的陪审

制度改革亦未能在根本上改变这种同质结构,沿袭旧制的三人合议庭自不待言,而七人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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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采取了“事实/法律”两分的审理机制和决策结构,但陪审员的事实认定权也依然只是笼罩

在法官角色阴影下的结构/功能复制品,〔95〕对其实际作用恐怕无法做过多奢望。

总而言之,作为利益再分配机制的司法越是以一种高度同质化的决策权力的“无偏倚性”

作为自我正当化的程序策略,其越可能在零和的利益博弈中面临不足为信的认同困境;反之,

司法程序越是愿意以开放参与和角色互动的决策象征给当事人提供伸张自我的互动想象空

间,并使之纳入经过相互性检验的整体性立场之中,就越具有整合认同的程序张力。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distributivejustice,thedefenseofthelegitimacyofpowermustbe

testedbyeveryone̓stwointernalpositions(self-interestednessandaltruism),wherepowershouldnot

arbitrarilycreateeveryone̓sinternaldivisionandconflictjustbyboastingof“impartiality”,butshould

strivetoseekanintegratedposition,whichformsamoralreasoningmethodbasedonthepositionofreci-

procityinpoliticalconception.Thereasonisthattheequalityandopenselectivityofmutualconsentena-

bleeveryonetoimaginehowtheywillmaketheirownjudgmentwhentheyareintherolepositionthat

needstogivereasonsorexpressacceptancefortheexerciseofpublicpower,soastoformawaythatcan

notonlybeclearlyincorporatedintoeveryone̓sownrationalconsideration,butalsothrough“impartiali-

ty”publicchoiceofpositiontest.Fromthispointofview,themorejusticetakesthe“impartiality”ofa

highlyhomogeneousdecision-makingpowerastheproceduralstrategyofself-justification,themorelike-

lyitistofacetheidentificationdilemmaof“lackoftrust”inthezero-suminterestgame.Onthecontra-

ry,themoreself-expandingimaginationspacethejudicialprocessisprovidedtothepartieswiththesym-

bolofopenparticipationandstructuraldifferentiation,andbringsitintotheoverallpositiontestedbyre-

ciprocity,themoreproceduraltensionofintegrationandidentificationtherewIllbe.

KeyWords:JudicialSymbol;JudicialTrust;Synergism;CivilLitigationMode;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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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在三人合议庭中,陪审员和法官沿袭旧制共同对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裁判。在七人合议庭中,事
实问题由陪审员和法官共同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律问题则专由法官负责,陪审员只能参与讨论而不具有相应

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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