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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的历史变迁

冉 昊*

摘 要 以英美法系为重点,并对比欧陆法系的发展对财产权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可以

整理出“相对性”与“区分性”两条路径,并剖析出既有法治发达国家财产法绝对—→解构—→
重建的曲折演进线索。“财产权”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包含以若干必要要素,以与自身时代

阶段变化相适应的否定之否定形式扬弃发展。对于财产权的理解,应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

而不是我们在当前时代截点打开国门时所看到的某一个静态片段。为此,在充分理解西方各

国(在自身路径依赖下形成的)既有概念后,还应把握中国发展中压缩的时代过程,对应建立起

“财产权”的多元动态概念,根据纠纷类型的时代差异来分别适用,应对我们正在同时经历着的

多个时代阶段之叠代发展。

关 键 词 财产权 绝对 解构 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在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史上迄今无法清楚解释之奇

迹的同时,也带动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时代阶段的跨越增长,社会情境变得日益综合连带、风

险外生、公私互动。其间的人际权利关系结构,也随之悄然跨代。于是,当我们面临着(阶段类型

本质各不相同的)多种纠纷时,不同时代阶段下的财产权利理解却纷至沓来,适用其产生的纠纷

解决结果自然也就五花八门,难以满足大众普遍感受中对公平公正的吁求。

为此,除了对司法运行中的一些规则应用现象分析寻找原因外,笔者以为,我们还应深入

到财产权利规则本身去做出更深层次的反思。因为在当代中国特有的叠代环境下,时代加速

了我们的思考,不能再秉持固定不变的静态理解来看待财产权利、或曰已经技术门槛化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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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而应在充分运用(深度概括既往社会阶段特征的)教义法学传统方法的同时,秉持动态

眼光来理解不同时代阶段中“财产权”内涵外延的能动变化,并将这样的理解贯穿在不同财

产 〔1〕类型纠纷的处理中,方能够施以不同的应对,尽量达致公平而有效率的结果。为此,本

文采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着重在梳理英美法系财产权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同时对比大陆法

系,剖析出财产法律在不同时代阶段中从绝对走向解构然后再重建的曲折演进线索。

一、财产权最初的“对物性”理解:绝对

尽管在当代时尚的、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解中,将财产权理解为一束权利之集合的“权利束”

说已成为通说,但实际上,在法学、特别是传统教义法学的世界中,经典权威们对财产权论述的

核心要素都始终是落足于其“对物性”(inrem)特征的,因为从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自然产生

的原初感受来说,财产权,就是人们自己对物的一种特定关系,从而排除掉了其他众多不确定

的人来染指于它。而如果仅仅是与他人签订了合同,就只有订约的那个特定人有义务来履行

合同,意味着这是一种仅仅“对人”而不“对物”的权利。可以说,“对人权”的确立,申言之即“区

分原理”的提出和贯彻,为“对物性”的财产权理解奠定了越发深刻的制度背景。〔2〕

英美学者对其财产权的研究中,最初并没有明确地强调“区分原理”,但这种“对物”vs.“对

人”的差异却一直在其“财产法”vs.“合同法”的案例法理中一以贯通。〔3〕而对于“财产权”,英

美人通常都是从中世纪的布莱克斯通开始其对经典权威的追寻:“一个人对世间外物主张和行

使的唯一和专制的支配,完全地排除世上任何其他人的权利”。显然,这样定义的用语中刻意

地强调出了财产权的绝对性和对物性(inrem),其中“唯一和专制”“完全地排除”之类用语,对

现代财产法来说当然是夸张的,因为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所有权附有社会义务、应受到合理限

制的观念已经陆续深入人心。但财产权能够对抗世界上大量不确定的其他人———这一最初来

自(有形)财产本身固有性质的自然权能———却从来没有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源于自然法的

财产权制度(或曰“自然主义财产权”)才有可能发挥出其最基本的作用:赋予财产的所有人以

法律制裁力去排除不确定的潜在掠夺者,建立起在将来利用和享受特定资源增殖之稳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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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遵循英美法系研究路径和学术资源来分析财产权含义的流变,因此,文中对“财产”的使

用包含两种意义:广义上,它遵循英美法系的自我理解,指向一切与人们利益有关的制度调整,其合理性基础

在于千百年来千万民众于具体生活中洒扫应对形成常识认知的进化理性;狭义上,它则也可以对应我们欧陆

法系人继受法典立法思想、以动产实物的原型来抽象形成的“物”之概念,强调一种经由有形客体公示信息带

来的对世性权利,其合理性基础在于我国当前实际适用的2007《物权法》以及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民法典“物
权”编的基本沿用,即依托于制定法的建构理性。

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5页。

SeeThomasW.Merrill,HenryE.Smith,“TheProperty/ContractInterface”,ColumbiaLawRe-
view,Vol.101,2001,p.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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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特别是在原始资源比较充沛、物质生产又相对匮乏的历史阶段)大力鼓励人们对物的开

发、带来物的增长。〔4〕

接着,亚当·斯密清晰地提出财产权应具有这一可概括为“对物性”的特征。他指出,农奴由

于不能享有财产权,除了逃避惩罚就不愿意工作多生产庄稼,而大封建主也只拥有地产权(es-

tate)而不实际占有土地,因而也没有内在激励去进行土地生产的改良,就此带来了英国农业生产

的停滞。为此,斯密极力主张,英美法系中也应效仿欧陆法系,做出“对物权”vs.“对人权”的精致

分类。不过与德国法系明确限制物权对象之“物”必须有体不同,斯密却是以不具备物理形体的

知识产权作为典型指出,“个人对他所写的书和他所发明的机器也享有财产权。因为在版权或者

专利的有效期内,它们可以有效地对抗任何其他人对作品或机器的复制”。〔5〕这意味着在斯密

那里,确定一个权利是否是财产权,关键已不在于其权利对象是否具有物理形体,而在于其权利

效力能否及于不确定的众多世人。也就是说,财产权的“对物性”(inrem)特征之形仍在,但其内

涵之实,已经放弃了物理外观的形态特性而转向了对世排他的效力特性。〔6〕

在布莱克斯通和斯密之后,边沁则直接阐明了,以“对物性”为本质的财产权具有的对世保

护作用之意义,其认为,法律对财产权的创设就应该表述为,“闲人免进,主人和他同意的人例

外”,即在某物上“给一个人一项财产权”,就必须相应“有一种禁止一般人干涉它的法令”。〔7〕

否则的话,这些财产权就迟早会受到不确定的某个人的侵害,而“如果我对收获和享用自己的

劳动所得感到绝望,我就只会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这样,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破坏勤劳”的至

大恶果中。〔8〕

在边沁之后,奥斯丁、克库莱克、F·科恩等沿着概念分析的传统办法,进一步就“对物性”

进行了多种多样详尽的分析,以透彻地理解这一内涵下的财产权;〔9〕而20世纪后,伊利、M
·科恩、甚至是发现政府公权力已开始部分替代私人本身来创造出多种全新重要财产权利的

里奇等,虽然在认知方法上不再局限于概念分析而逐渐转向了功能分析办法,但结论上并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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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及其中引文均参见Blackstone,Blackstone̓sCommentaries:Abridged (1899),Montana:

KessingerPublishing,reprintedin2010,pp.37-43.
AdamSmith,LecturesonJurisprudence,R.L.Meeketal.ed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1978.pp.9-86.
关于“财产权”这几个特性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本文后文论述中还将多处涉及,也与本文梳理的财产

权内涵的历史转变密切相关,参见冉昊:“对物权与对人权的区分及其实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2
-106页。

JeremyBentham,TheLimitsofJurisprudenceDefined,CharlesWarrenEveretted.,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45,p.164.
SeeJeremyBentham,“IdeaofaCompleteLaw”,inH.L.A.Hart(ed.),OfLawsinGeneral,

London:TheAthlonePress,1970,pp.177-178.
SeeAlbertKocourek,“RightsinRem”,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Vol.68,1920,

p.320;FelixS.Cohen,“DialogueonPrivateLaw”,RutgersLawReview,Vol.9,1954,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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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太远,仍认为财产权的功能就在于增加个人自治,系以一种私人权利的创设,提供给权利人

一项对抗社会强行干涉的工具(意即强调其对世排他性———本文作者注)。〔10〕

以上财产权秉持“对物性”理解的时期,大概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缓慢发展截至19世纪

20世纪之交,其整个社会阶段大致相当于前福特(pre-Ford)的工业时代。当此之时我们看到

了,法学家、以至于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们,在认识“财产权”时,始终都离不开源自自然

认知的“对物性”,而将其归纳认定为财产权的基本属性。这些归纳又反过来演绎强化告诉后

人,(遵循常识认知而来的)“财产权”的含义和功能,就是人对于物的一种可以对抗世人的绝对

权利,即借助“对物”的实在外观赋予权利人绝对性的保护,以增进其利用和享受资源的预期安

全,进而促进每个人的生产欲望、带来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

二、英美法系的独特财产权进路及其现代演化:解构

在欧陆法系中(直至我国现在的继受),财产权基本上就一直遵循上述“对物性”认知,一步

步发展下来。因为欧陆法系就发端塑形于工业时代初期,那一时代的法学家们,自然就以在当

时的时代背景下最重要的财产类型———动产实物为原型,来展开其对“财产权”上层建筑内涵

的归纳,因而(始终秉持动产实物的特点)在财产制度设计中坚持了财产权利的“对物性”静态

原子化理解、并相应演绎出“一物一权”“物权法定”等原则。

当此之时,其阐释财产权的具体概念落脚是具有绝对性意指的“所有权”,后来在强调系统

性之法典的作用下,“所有权”逐渐自我限缩进入法典的物权编中,仅以有形物为限,压缩了其

客体的范围,但也反过来强化了整个物权性权利的绝对性。并以此为基,在路径依赖原理的作

用下,(建构理性权威们)在绝对权的对面构造出一类相对权———债权性权利,就此演化出区分

“物”与“债”为两种性质的权利而预定其高下差别的“区分性”办法,用以应对时代阶段发展至

工业时代中期以后,多层分工、大量交换成为社会现实,买卖和交付逐渐分离成为两种法律关

系,因而需要兼顾保护多方主体的社会需求(详见下文三(一)部分);同时在作为绝对权的物权

内部,又贯穿区分了“自物权”(即所有权)与“他物权”的差别,而构造出一个由“所有权”高踞顶

点的伞形财产群。〔11〕

在教义法学的微观理解以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分性”办法,其实是随着时代阶段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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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ichardTEly,PropertyandContractinTheirRelationstotheDistributionofWealth,Vol-
ume1,NewYork:Macmillan,1914.pp.132-156;MorrisR.Cohen,“PropertyandSovereignty”,Cornell
Law.Quarterly,Vol.13,1927,p.8;CharlesA.Reich,“TheNewProperty”,TheYaleLawJournal,Vol.
73,1964,p.733.

关于伞形财产群的这一主张以及其中所贯穿的“区分性”,参见冉昊:“论权利的“相对性”确立及其

在当代中国的应用”,《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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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们对既往绝对性财产权的一种解构理解(详见下文三(一)部分)。不过,其毕竟仍是在

“对物性”范围下做出的一种阐释解说,解构的效力不那么明显。而相对于我们继受稔熟于心

的欧陆法系,世界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资源———英美法系则在财产权的理解上,采取了依托于

不动产的“地产权”独特进路,并在此路径依赖下,发展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演化结果。

(一)“地产权”(estate)财产权利进路:封建分权社会的实践

与欧陆法系源自罗马法、后覆灭断绝、经历中世纪黑暗后再于工业时代初期背景下解读重

新形成不同,英美法系财产权的发展源远流长,没有断绝,系从早期英国的农业封建社会中逐

渐演进而来。

其基于封建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组织办法———重重封授土地,分封之后由各个封地人全面

持有自己的封地庄园,上级分封人完全无权干预———就在同一块不动产土地实体上,带来了多

个均持有自物权样态的封建主(剥离政治经济学带来的意识形态认知,仅在私法关系上来看,

即不动产土地的权利人,以下称为封地权利人)。对于这样一种层层持有、彼此链接的社会权

利结构运行现实,我们现在通常是借用欧陆法系在几百年后以动产为原型想象、型构出的(本

质上是个人主义的)“所有权”概念,依托梅因 〔12〕的权威论述,理解为所谓“双重所有权”。笔

者以为,这一翻译理解中混淆了西语中偏重强调支配功能的property(对物所有权/财产权)和

仅强调归属功能的ownership(名义所有权)二词,其实是对梅因《古代法》论述的一种误读。

事实上,对于这种普遍发生在(不动产而非动产上)的一物多权典型现象,英美法律人从一开始

就没有采用主体全面支配客体的“所有权”解释路径,(或者也许是由于当时较早的时代阶段还

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主体”概念的出现)而是运用了梅因所说拟制(fiction)办法,构建出一个

“地产权”(estate)概念注入土地实物之中,分别赋予同一土地实物上的各个封地权利人。由他

们以此为载体,彼此进行请求权互动,就此来促进多个土地上财产权的共有、共享和未来控制。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种拟制的“地产权”,被认定为是一个实体(尽管是个想象实体),即是

一种“物”而不是非物,因此,相关的权利都在其加持下,成为了一种具有“对物性”的权利,即财

产权,而不是没有“物”实体支撑、而仅具相对效力的对人权。进一步,因这一拟制“地产权”系

想象而来,故其又不受真正动产不动产实物形态的限制,也就无法在权利性质范围上预定其高

下。这样,封地权利人之间就不能主张,我拥有土地“所有权”,你拥有“终生使用权”亦或“通行

权”,因此首先就要来保护我的“所有权”,而否定你的“终生使用权”或“通行权”。换言之,每一

个封地权利人持有的权利本身,都在“地产权”的加持下,成为了一束权利束完整的自物权,既

不存在欧陆法系那种“物权”与“债权”之间的先设差异,也不存在“所有权”(作为“自物权”)和

“他物权”之间的预定鸿沟。不管各方主张的是什么权益类型,都首先一视同仁地认定,他们各

自享有一个作为完整财产权的“地产权”,应予平等保护。只有当这些“地产权”在应用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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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5-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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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后,才会再于争议个案中引入程序要素、时间因素等等,来具体比较各个“地产权”本身的

内容和长短,权衡确定哪一个更优(better)一些,在本案中予以保护。〔13〕

仔细甄别就可以发现,在这种以封建农业时代最重要的财产类型———不动产为原型想象

拟制出的“地产权”财产权利进路背后,起作用的就不是一种预设权利类型绝对效力的方法,而

是以一种“相对性”的方法(辅以司法理性)来确立权利。进一步,这种“相对性”认知方法就形

成了后续的路径依赖,将英美法系中的“财产权”理解导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二)“相对性”认知方法的演化:“权利束”财产权理解的出现

进入现代,以美国(而不再是英国)为代表的学者遂在“相对性”权利认知方法的基础上,遵

循分析法学实证路径,发展出了完整不同于传统“对物性”(inrem)理解的财产权认知,将其替

代为一束“权利束”(bundleofrights)。

1913年,霍菲尔德(WesleyHohfeld)发表《司法推理中的一些基本法律概念》一文,运用

分析办法,将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抽象为权利—特权、权力—豁免、无权—义务、无资格—责任

等八个关联性的公约数,并提出了其彼此之间的共生互质关系。1917年,他在以上抽象出的

公约数理论基础上,论证指出,“对物权”是一人对抗一个很大范围并且不确定的人的权利、“对

人权”是一人对抗一个或少数几个确定的人的权利,这二者包括的,其实是一样的权利、特权、

义务……彼此之间并无质的差异,区别仅仅在于所约束的人的确定性及其数目不同,因而,“对

物权”关系可直接化约为若干“对人权”关系的集束,并可以以“多权”/“少权”概念来替代掉“对

物”/“对人”。〔14〕

霍菲尔德的这一分析路径,使得无论是不同当事人分别拥有的各种权利,还是财产权利内

部的各种权能,特别是所谓“对物权”和“对人权”之间的预定差别,都被纷纷同质化、平权化了。

这样,传统以来作为财产权之本质属性的“对物性”特征,就从财产权的固有内涵中逐渐消隐,

而为新路径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有后来的学者指出,“我们的财产权概念已经变化了……财产

权不再表述任何的物或客体,而是变为仅仅的一束法律关系———权利、权力、特权、豁免”。〔15〕

(三)“权利束”理解的再发展:法经济学提出的相互性与“赋权”

1.科斯“牛吃谷”案例:“相互性”(reciprocal)创新解读

分析法学以后,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法律实证主义继续大潮汹涌,在传统教义

法学之外,法经济学研究风起云涌,将“财产权”进一步明确构建为不同私人之各种资源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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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详细论述可见冉昊,见前注〔11〕,第49-50页。

SeeWesleyN.Hohfeld,“SomeFundamentalLegalConceptionsasAppliedinJudicialReasoning”,

TheYaleLawJournal,Vol.23,1913,p.16;“FundamentalLegalConceptionsasAppliedinJudicialReason-
ing”,TheYaleLawJournal,Vol.26,1917,pp.710-733.

ArthurL.Corbin,“TaxationofSeatsontheStockExchange”,TheYaleLawJournal,Vol.31,

1922,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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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序列。因为这样,它就可以在个案中根据其“效率”追求,于这一序列中选取任何一束来

赋予排他性的保护,而这在事实上意味着对当事人间财产权利的重新配置。

“让这一超现实主义财产权概念流行起来的主角是罗纳德·科斯,尽管他本人内心也许并

没有这个意图。”〔16〕《社会成本问题》文中指出,整个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核心在于交易(而不再

是占有财产本身———本文作者加),通过交易,就可以促进财产的最大化利用,从而逐渐实现符

合效率需求的社会整体财产权结构。交易的最主要形式,当然是由各当事人按自己的偏好对

资源有用性做出不同的评价,从而在某一点上达成合意、直至形成契约;不过由于原初产权的

模糊性,合意之契约总有无法达成之时,此时,公权力———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或法院———就要

来建立起一个能达到与契约同样效果的使用权分配模式,即调整既有的财产权结构。为证实

这一点,科斯在文中塑造了一个“牛吃谷”的双务典型纠纷,并独具匠心地分析指出,“传统的方

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

是:如何制止甲? 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即避免对乙

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关

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17〕

我们知道,法学运行数千年至今,缓缓积累,沉淀出了英国法官领衔的经验理性案例法系

统和德国学者领衔的逻辑理性法典法系统。一旦面临法律纠纷时,贯穿这一学科的基本方法,

就是借助这些理性规范,基于人/物二分的自然法时代特征,从客体归属于主体的既定“财产

权”出发来开启全部私法的运行,寻找先例/请求权基础来确定哪一方受到损害、或哪一方具有

权利应获得救济。而在经济学这个产生不过400年、但影响力却远超法学的学科中,科斯这篇

引证率最高论文的经济论述背后即意味着,在产生纠纷时,原本根据上述自然法财产权,一直

被理解为单方损害的纠纷本质(nature),被另行赋予了一种“相互性”的本质(nature),从一方

对另一方的单向度损害,走向了双方彼此的妨碍。

那么,本质变了,对其调整的办法当然也要变:既然是“相互性”的问题,会给彼此都带来外

部性,自然就不能再适用传统财产法或侵权法下的单向度规则,而应是让双方来共同协力“避

免较严重的损害”。

如何协力? 科斯认为首先仍须依靠当事人间的谈判,谈判达成一致,就意味着各当事人均认

可自己实现了最大收益/最小成本,则无论他们的初始权利是如何配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谈判

交易,就实现了其间财产权利的重新安排,会带来加总后的最大总产量/最小总成本。但如果交

易成本过高,导致当事人之间始终不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时,怎么办? “当有更多人被卷入的时

·583·

财产权的历史变迁

〔16〕

〔17〕

SeeThomasW.Merrill,HenryE.Smith,“WhatHappenedtoPropertyinLawandEconomics?”,

TheYaleLawJournal,Vol.111,2001,p.361.
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3,196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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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需要财产权的主张就弱了,而需要一般性管制的主张则变强了。”〔18〕所谓“一般性管制”,就意

味着要借重公权力来人为调整面前的财产权结构,将“权利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具生产性地使用权

利并且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19〕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为了通过促进交易来提升

效率,在一定的领域和范围内,人和人之间的财产权结构是可以后天调整的。

2.波斯纳的延伸:“权利的冲突”(conflictofrights)

显然,无论科斯本人是如何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但其思想上的这个缝隙,却给计划

管制视角留下了明显的后门。在其以后,波斯纳径直将这一思想拓展到法学领域中,在“相互

性”基础上延伸出了“权利的冲突”(conflictofrights)命题,进而论证应采用经济成本分析的

方法(而不是教义法学遵循的先验自然法原理)来预先设置普遍的法律规则。

依此分析,在牛谷纠纷中,牧民的牛群固然践踏了农民的谷物,但若禁吃谷物也会导致牛

群的减损,所以每一方都可能带来外部性,也就都应对此外部性承担责任。换言之,在现代社

会中,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时,它不应被理解为某一方的特定物引起的对方权利倾轧,而是不

同权利人各自权利束之间的彼此冲突;为此,处理这些纠纷时需要考虑的,也就不再是谁的财

产受到了损害,而是由于牛和谷相碰就会减少社会总产量、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将二者隔开;而

隔开的办法,究竟是让农民来建栏圈起自己的谷物、还是让牧民来建栏圈住自己的牛群,则“取

决于不同个案中牛群和庄稼之间的比率。如果牧牛草地比庄稼种植地多,那么农民将他们的

土地围起来、要比牧场主将其土地围起来便宜,那法律就把建围栏的义务加于农民。但一旦土

地用途比率倒过来了,那么此义务也会发生替换”,〔20〕改由围住自己土地成本比较低的牧民

来负责建起围栏。

对比来看,在传统“对物性”财产权理解的法律关系下,法学系通过预先明确财产权归属的

办法来要求其他人对财产权的尊重,落实到建栏责任的承担上,谁具有(预先确定的)“对物性”

财产权,对方就须承担尊重该财产权而不得破坏的义务、以至相应的建栏成本。而现在,为求

效率,第一种情况中,要求农民建栏,意味着由农民来承担成本,意味着农民对牧民的所谓“财

产权”承担了尊重义务,意味着牧民提出的权利主张之束比较于农民的权利主张之束相对“更

优”(better)而胜出,即牧民就此获得了有效的排他性产权(对世权,即财产权);在第二种情况

中,由牧民负担建栏,则意味着牧民来承担成本,意味着牧民对农民的所谓“财产权”承担了尊

重义务,意味着农民的权利主张之束经比较后“更优”胜出,即农民在此获得了有效的排他性产

权(对世权,即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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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R.H.Coase,“TheFederalCommunicationCommission”,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2,

1959,p.29.
SeeR.H.Coase,“TheInstitutionalStructureofProduct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

82,Issue4,1992,pp.713-719.
(美)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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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一种纠纷处理办法,从逻辑根据以及适用结果都是有别于传统的,人们遂就

其概括出所谓“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财产权应赋予那些最

珍视它们的人,因为这些人将能创造出最大的收益。〔21〕

3.辛格主张:赋权(entitlement)

我们可以看出,在“波斯纳定理”之后,财产权取得的机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不再

是回溯判断,某一主体是否已占有物的事实、或者已发生了劳动投入;而是综合考量眼前纠纷

中具体涉及的各种因素后,往未来考虑,哪一方获得权利能对未来的整体效益增长更加有益、

或者减少整体支出成本,就将“财产权”赋予这一方。

显然,此处所谓“财产权”,对应的内涵肯定不在于强调其客体的实体性/物性,而只

能从具有排他性或曰对世效力的角度来理解。此时,一方当事人获得的“财产权”,已不

再是来自常识经验认知的、一个物上的特定权利,而是当人们之间发生冲突时,便由该冲

突的具体事实出发来进行比较后做出的临时安排决定,哪一束权利在此优先更好,就让

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束都让位服从、从而使前者获得了排他性的对世保护;反过来,这样一

个个个案的冲突解决方案,(在英美法系的先例制度、以及欧陆法系的类型化办法作用

下,)又都会导致一束束新的“财产”被塞入或抽出于现有的权利束集合中。说得更清楚

一点,权利人的这一束“财产权”,并非基于其对实体的先天占有或者劳动投入而绝对性

取得,而纯 粹 是 因 为 经 过 比 较 后 相 对 胜 出、因 而 获 得 了(法 官 等 的)人 为 赋 权(entitle-

ment)。但由于认知的连续性,对于此种权利,尽管其本质与传统法学物权中脱胎于有体

物载体的、人对物的绝对性支配“财产权”,已有所差别,但由于它具有了对世排他性,并

会给权利主体带来财产性收入,人们仍习惯性地认之为“财产权”。

这样,英美法系在自己的制度框架路径依赖下,从“地产权”概念引导产生了“相对性”的认

知;再带来“权利束”理论,同质化了各种权利约束范围之差异;遂使得“相互性”乃至“权利的冲

突”这样一种对权利本质的创新理解得以合理化;借此,一种对抗预先设置普遍财产权、而在个

案中通过具体比较来确立保护的赋权(entitle)办法,就获得了潜在的合法性;并日渐显在,于

各种新型纠纷中获得了普遍的应用。

这一办法,不依靠预先建构的规范系统来预设权利的类型和效力,而是依托情境思维来综

合考量具体案情下的多项因素,比较各方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内容,将其中更优(better)的,确

立为本案下具有排他性的一方、令其获得保护,当事人在此时得到的权利,就被称为“赋权”。

而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则因为经比较后相对较劣,而不能获得(排他性)保护,他/她便(在本案

中)得不到“赋权”,即使其主张本身具有着一定有形外观或对世排他的传统财产权特性。进入

21世纪后,威廉姆·辛格等秉持这一思维明确提出,在普遍联系、风险外生、公私力量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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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变的当代复杂社会下,不能再紧守“财产权”这一种思维作为单一的权利来源,而在相当多

的新型纠纷类型中,应以“赋权”来替代“财产权”,作为解决纠纷的基石权利模型。〔22〕

三、解构之后的扬弃重构趋势

(一)财产权历史发展背后共通的解构趋势

上文以英美法系为主梳理了财产权变迁的大致历史,概要言之,英美“财产权”发端于农业封

建时代,在那一时代阶段的作用下,系以不动产土地(而非动产)为原型来构筑财产权上层建筑,

故而秉承不动产“一地多权”的自然特点,其强调对权利的相对化理解。此后,在路径依赖作用

下,20世纪实证法学得以对这种相对性的“财产权”不断自我解构,终于去“物”化,促其成为一束

没有核心、可随意抽取的“权利束”。进而,在法经济学等的继续人为强化下,演进出“相互性”的

权利本质创新理解,为21世纪的比较赋权理论开创了合法性基础。这一路径可简单图示为:地

产权—→相对性—→权利束—→相互性—→赋权,本文称为“相对性路径”。

对比来看,欧陆法系则发端于几百年后的工业时代初期,在那一时代阶段的作用下,系以

动产实物(而非不动产)为原型来构筑财产权上层建筑,故而秉承动产“一物一权”的自然特点,

以及当时时代对主体独立性的人本弘扬,其强调对权利的绝对化理解。此后,在路径依赖作用

下,19世纪系统性法典的出现促使“所有权”自我限缩进入物权法中,一方面开启了物权性权

利之绝对性与债权性权利之相对性间的区分,另一方面则在物权内部构造了一种天然区分“自

物权”和“他物权”的伞形结构。这一路径可简单图示为:所有权—→潘德克顿法典(带来所有

权的范围限缩而效力强化)—→区分性,本文称为“区分性路径”。

以上财产权从“对物”绝对性走向“区分性”/“相对性”的时期,大概是从19世纪末开始、快

速发展截至20世纪末,其整个社会阶段大致相当于从蒸汽机到电气化的工业时代中后期。当

此之时我们看到,尽管法学家们还在惯性地沿用各种教义法学概念来努力解释日益复杂的生

产生活,但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们,已经不断创新思维来重新理解“财产权”这一根本上

可视为“制度性的事实”(institutionalfact)。〔23〕这是因为西方各国先行进入的资本主义社会

下,早期的各种矛盾不断积累走到了中后期,量的累积带来了质的转化,社会整体格局日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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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JosephWilliamSinger,Entitlement:TheParadoxesofProperty,NewHeaven&London:

YaleUniversityPress,2000,pp.90-94.
20世纪80年代,一些法哲学家提出了“原始性事实”/“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fact)的对应概

念。所谓“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fact),就是一种以人类实践活动或其结果为条件的事实,其存在和意义,
不仅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或者出现了什么事件,还取决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参见(英)麦考密

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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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差序而不再是平等、走向了普遍的互生互联而不再是单打独斗、走向了外生的风险 〔24〕而不

再是自我的过错。这就要求上层建筑的调整中,除了以“对物性”财产权为起点的私法传统调

整办法,即以假定平等的私主体各个个人的力量相互博弈而来的自然结果之外,须再注入一种

新的力量,来事后矫正仅有平等之形而失公平之实的私权调整结果,或者走得更远一点,事先

协调、整合起各种原子化的分散力量。于是,在学者的能动创新强化下,“财产权”的理解中就

逐渐淡化了源自自然认知的“对物性”,而归为各种相对性权利的一个集束,从而能够通过对其

中的任一束进行排他性范围上的人为调整,促进在不同情境下分别形成所谓最好的产权配置,

进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换可能、进而带来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

因此,宏观审视上述两大法系的财产权演化路径,我们就能看到,从本质功能上,其都是在努

力打破既往具有绝对性的“财产权”理解,或将其相对化缓和、或将其有所区分,而对绝对性财产

权带来的趋于固化的社会整体结构进行一定的解构,以满足新的时代阶段下新产生的社会需要。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展和时间的沉淀,社会生产形态逐渐变化,人们之间在制造财富和

获得财富的方式上也随之变化,遂带来了更多新兴的权益有待保护。而以“区分性”/“相对性”

理解打破了既有整体一块的绝对财产权后,就可以从中分化出多种权利,分别获得权利底座来

主张应有的保护。如进入工业时代中后期阶段后,远距离和未来物的频繁交易成为社会经济

生活的常态,买卖和交付完全分离,同一物,因此同时作为承诺交付物和实际占有物而出现在

两个法律关系下,那么,这一物二分的现实、这两个法律关系中的分别权利主体,即财产权人和

交易相对人,就都必须得到法律的考量给以兼顾保护,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考虑财产权人就

够了,欧陆法系“区分性”的主张遂由此而生、并大行其道,〔25〕提供了那一时代阶段所需要的

保护手段。

另一方面,以“相对性”/“区分性”理解淡出了财产权的“对物性”核心后,就能够通过这样

的内涵定义使人们相信,所谓“财产权”,并没有什么固有的核心,而不过是一个可以变化的利

益集合,那么,当社会产生整体福利的需要时,政府来自由扩张或压缩一部分人的财产权利,也

就没有什么不对的了。换言之,在日益复杂的社会阶段下,通过这样从根本上解构掉“财产权”

的物之核心,就为公权力在社会管理和再分配中更多的主动干预,铺平了道路。〔26〕事实上,

与此洞见相对照,我们清晰地看到,就在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等世界各国政府对社会经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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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依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的诠释,在现代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作用

下,社会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组织化而没有人具体承担责任的状态,由此日益制造着大规模的风险,令得人类普

遍面临着外生的生存威胁,因此,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点就是“风险社会”(risksociety),参见(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对应在英美法系中的应对,则是采取了在其传统路径依赖下发展出的“普通法所有权(common
lawtitle)”和“衡平所有权(equitabletitle)”二重性来解决这一矛盾,本文为研究内容和字数所限,不再赘言解

释。参见冉昊:“‘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基本成因”,《江淮论坛》2014年第4期,第124页。

SeeThomasW.Merrill,HenryE.Smith,supranote16,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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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干预都大大增加了,作为私人的财产权人之自然权利(宪法权利)则普遍地缩减,采取违宪

性审查的各国最高法院的解释也都不约而同发生了有利于前者的转向。在时间节点上,这一

切,与绝对财产权的解构是多么地切合呢!

(二)解构之后的扬弃重构

但解构并不是财产权发展的终结,因为我们所处身的时代阶段本身始终在不断推进,就需

要上层建筑持续地调整来做出回应。申言之,财产权的变迁也是不会有终结的。

如上所述,“相对性”财产权利认知消除了传统的“对物”财产权核心后,财产之外延变得灵

活机动、随时可分,回应了社会上多种新兴权益的保护要求;但同一硬币必有其反面,由于不再

具有“物”这一可外观或公示化的核心作为凝聚平台,人们的认知失去了固守的底线,这种解构

理解极快地滑向了极端,有学者径直指出,权利束的概念说明,所谓财产权,根本就没有什么内

在的含义,而只是故弄玄虚的法律魔术词语,不过是“被用来泛指社会中个人拥有的权益的合

集的几个字母的悦耳组合”。〔27〕在这样的极端认识下,财产权就可随意增减确定,就此导致

了财产权的过分不稳定,反而增加了其上的负担,使得人们对其持有和交易都增加了顾虑,并

不利于后续的进一步流转,遂无法通过不断交易来持续扩大价值,提高效率。

更重要的是,即使去除传统“对物性”要求的有形外观,财产权也固有其特征———对世的排

他性,即作为其义务人的相对人是众多甚至无限的,而不限于一个或几个。而这每个相对人,

为遵守此财产性权益,都存在着一个信息的获得成本,那么这众多甚至无限的相对人的信息获

得成本累加起来,就是一个天量数值;而每出现一项财产权,这个天量数值对社会整体来说,就

是一次倍增。因此,现代法经济学认为从成本考量出发,我们是不能放任财产权的自由产生

的,否则其成本无限倍增后,一定会有超过社会整体可承担之日。“财产权‘束体’的分割并不

是随心所欲的,法律需要综合计算复杂分割带来的收益和相应的信息成本,并在信息成本高于

复杂分割收益时对自由分割做出限制”。〔28〕换言之,现代法经济学从定量(quantitative)思路

出发,得出了与传统教义法学以定性(qualitative)办法得出的同样结论———物权法定。特别是

经过2008金融危机后,美国一些法律学者反思认识到,金融泡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

于对财产性权益的管制放松,而无限增加了此类对世权的数量和种类,最终超过了社会整体可

承担的成本,带来了泡沫崩盘、金融危机。

为此,美国财产法的当代重磅学者提出主张,在21世纪以来新的时代发展阶段中,对于解

构而来的“权利束”财产权理解必须再行完善,在其中再增加那么一根或者几根不可随意抽走

的“束”,作为财产权有别于其他非财产权的认定标记。而对于这一根或者几根不可随意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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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SeeWaltonH.Hamilton&IreneTill,“Property”,inEdwinR.A.Seligman(ed.),Encyclopedia
oftheSocialSciences,Vol.12,NewYork:TheMacmillanCo.,1934,p.528.

HenryHansmann,ReinierKraakman,“Property,Contract,andVerification:theNumerusClau-
susProblemandtheDivisibilityofRights”,JournalofLegalStudy,Vol.31,2002,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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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束”的具体确定办法,就是将“财产权”再次以“物事法”思路来重构(PropertyastheLawof

Thing),财产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物、也并非是均质的原子状权利集束,而是一系列“模

块”彼此作用的产物。即财产权应被理解为一种由若干可分解系统构成的复杂立体结构,在这

些系统内部有着一个个打包的模块,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就构成了一个共生制约

的系统。举例来说,炭与钻石均由碳原子构成,但如果直接视其为无数个碳原子,我们就无法

观察到二者的差异,事实上,钻石所具有的坚硬、散射等珍贵特征,并不来自于碳原子本身,而

是来自于碳原子的组成结构。财产法也与此一样,财产权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权能,不是由其有

形物载体决定的,而来自于财产权中各个模块之间形成的整体结构。而财产越模块化,即其类

型化越清晰,附着在货币与证券之后的信息成本就会越少。〔29〕为此,当代的财产法研究中,应

尊重大量财产权形式化和结构化的既存现象,在“权利束”理解解构了“对物”的财产权理解后,

再以“模块化”理解来扬弃“权利束”主张,去细致地甄别那些普遍存在的模块,比如,所有权(自

物权)的标准化、他物权的法定化等,借此推动一场扬弃“权利束”财产权理解、而重塑“物权法

定”的新私法运动(NewPrivateLaw)。〔30〕

以上财产权秉持“模块化”理解的时期,大概也就是近十年来初露头角,但飞速发展,所处社

会阶段大致相当于全球化推动下各国陆续走向互联网、智能化的后福特(post-Ford)工业时代。

当此之时,法学家、与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未来学家们,共同身处庐山之中,面临着各种前

所未有的问题,发现各种回溯既往经验总结而来的财产权规范,与要求预期未来而予以扶持的新

兴社会关系之间,愈益冲突不断,因此尝试重新认识“财产权”。由于时日尚短,现在新通说还远

未出现,但上文分析的发展趋势表明,它将会是围绕着一定核心质素的有限聚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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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SeeHenryE.Smith,“PropertyastheLawofThings”,HarvardLawReview,Vol.125,2012,

pp.1699-1712.需要赘笔说明的是,HenrySmith教授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语言学家,所以同时受有欧陆法

系系统性思想以及现代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的影响,此后来到美国从事财产法研究,现任教于哈佛大

学法学院。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法学会(AmericanLawInstitute))再次着手编纂的“第四次财产法重述”(Re-
statementofPropertyLaw,4thtime)中,Smith教授被指定为主报告人,开始了新的“清晰和改进工作,希望藉

此给美国财产法带来全面性和连贯性。”“第四次财产法重述”涉及内容的标题依此为,赋权(entitlement)分
类、占有、添附和取得、所有性权力(ownershippower)、对所有权的保护和限制、区分所有权和共有所有权、产
权根据和流转、地役权、役权、土地使用、公共权利与征收。参见美国法学会官网TheAmericanLawInstitu-
te,CurrentProjects,RestatementoftheLawFourth,Property.http://ali.org/index.cfm? fuseaction=pro-
jects.proj_ip&projectid=32.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20日。可以看到,在美国财产法第四次重述整理中

首当其冲的标题,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所有权”、也不是“财产权”,而是所谓“赋权(entitlement)分类”,由此也

就可以推知,HenrySmith教授作为主报告人的这次美国财产法整理,着眼点不会再是静态权利的设定和归

属、而会更多关注在现代普遍联系的社会阶段状态下,动态行使带来的不同当事人之间“权利的冲突”问题,并
对其进行比较权衡,确定一定的规则和方法去决定给予哪一方保护,用Smith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这些

办法尽量类型化、模块化,同时保证既有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对未来社会效率的促进。
关于“新私法运动”,还可以参见中文绍介文章,熊丙万:“实用主义能走多远———美国财产法学引

领的私法新思维”,《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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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主要围绕英美法变迁进行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利

益保护需求和发展需要,就导致人们对应产生了不同的财产权解读。这说明所谓“财产权”,并

不是某种具有先验结构的固定存在,而会在不同的时代阶段中,在路径依赖原理的作用下不断

产生新的合理性解说,解决前一个社会阶段下的“前置”问题,同时满足新时代阶段的新生需

求。遵循人类的认识规律,财产权演进大致经历着一个从形而上的稳定结构─→相对性/区分

性的解构─→围绕一定核心质素的有限聚合重建的路径。因此,我们当前从西方既有研究中

习得的多种抽象财产权理论,各有不同甚至互相抵触,除了各国教义法学的初始选择偶然性带

来的不同解释外,还在于其系出于一个个不同时代阶段下的不同需要而形成。而我们却容易

忽略这一经验背景事实,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逻辑产物继受下来,期望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一

以蔽之解决我国当前叠代时代阶段中的所有问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当代中国的法

律建设,除了要对众多法治发达国家片段进行学习、移植外,更必须首先理解本国的国情阶段,

进而方能对应建构当代中国的动态多元财产权理解。

Abstract:Thepaperexplores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thepropertylaw,withthefocusonthe

Anglo-AmericanLegalsystem,whilemakingcomparisonwiththatofthecontinentallegalsystem.

Throughthis,thepapersortsouttwopathsof“relativity”and“distinguish”,whichcanbeusedtoana-

lyzetheexistingpropertylawsunderthebothlegalsystems.Theconclusionisthattheunderstandingof

“propertyright”isachangingprocessfromabsolutenesstodeconstructionthentoreconstruction.It

meansthatpropertyright,asaninstitutionalconcept,isnotastaticpointorfixedtype.Rather,itkeeps

changingunderdifferenttimeeraswithsomenecessaryelements.Therefore,inadditiontothefullap-

preciationofthosedoctrinalconceptionsintherule-of-lawcountries,weshallalsopayattentiontotheac-

celeratedtime-changingprocessChinahasexperienced,whichhasbroughtusintoasocietywithladen

generationsratherthanasinglegeneration.Fortheladengenerations,whatweneedisamultipleanddy-

namicconceptionofpropertyrighttobeusedrespectivelyinaccordancewiththedifferenttypesofprop-

ertydisputes,ratherthanastaticonefittingonlyonegeneration.

KeyWords:PropertyRight;Absoluteness;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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