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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助推法院改革新突破

陈宏宇

审委会运行模式与程序规则改革探讨
王韶华

坚守 才会有力量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学群

院长论坛

■观点 谢晖：

法治思维中的
情理和法理

坚守，是一种神奇的精神，有了这样
一种精神，无论身在何处，都会成就伟
大；无论历程怎样艰辛，都将书写传奇。

一、人生需要坚守

坚守是一种本真和本性。如果说人
是社会的人的话，如果人要在社会中生
活，如果人要成为集体中的一分子，那
么，坚守就应该成为一种本真和本性，是
人本来就应该具备的东西。在艰难困苦
面前，在各种诱惑面前，不退缩、不言败、
不屈服、不放弃、不动摇，一往无前、坚忍
不拔，信念不变、行动不懈。这是本性所
使、本真所需。

坚守是一种素养和能力。人的一
生，要生活得精彩、有意义，需要素养、能
力做铺垫。坚守就是一种可贵的素养和
能力。于颠簸中把定航向，在眼热心痒
时持定心神，持其坚、明其所、有所弃。
坚守往往是困难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做
到。许多人可以坚持一阵子，而不能坚
守一辈子，这其中的大智慧、大定力，主
要源自个人的素养和能力。

坚守是一种境界和超越。坚守，既
是“形而下”的东西，更是“形而上”的东
西，既与“技”密切相关，更与“道”乃至

“文”紧密相连，它是人生的一种超越，
代表着也引领着人生的境界。能顿悟
的人才能坚守，能“想明白”的人才能坚
守，能“超越自我”、“追求大我”的人才
能坚守。

坚守是一种理性和毅力。马克思说
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顶峰，就一刻
也不能没有理性思维。一个民族如此，
一个人也是如此。有理性的人，能够经
常进行辩证思考、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坚
守。跟着感觉走、随波逐流的人何谈坚
守。坚守需要毅力相伴，它往往是“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
的一种升华。

坚守是一种责任和要求。我们是共
产党员，我们是法院干警，我们是领导干
部，哪怕我们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都会
有基本的责任和要求。做你应该做的
事，担当起你应该担当的责任。而坚守，
坚守住人生底线、工作底线、社会底线，
就是最基本的责任和要求。

二、坚守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理
性人生

坚守，不是固执，更不是一味地盲

守、蛮干。坚守的人生，是具有丰富内涵
的理性人生。只有懂得什么是坚守，需
要什么样的坚守，怎样去坚守，才能做到
真正的坚守。就一名共产党员、法院干
警来说，在当前，我认为最重要的坚守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坚守。政治坚守，就是坚
守政治生命。有的人片面认为，我们是
人民法院，我们是人民法官，可以讲法
治，而不需要怎么讲政治。其实这是一
种十分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法律属于
上层建筑，法院本来就是国家机器，怎么
能不讲政治，怎么能脱离了为政治服
务？人民法院必须讲政治，人民法官也
必须讲政治，否则，不仅是幼稚的，也是
十分危险的。做到政治坚守，首先要对
党忠诚老实。其次，做到政治坚守，最重
要最核心的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再
次，做到政治坚守，最现实的，就是要与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二） 理想坚守。理想就是志向。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
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
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
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
达到，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
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个
人利益，甚至献出了生命，支撑他们的
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守。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
魂。坚守理想，心中永远要有共产主义
这盏明灯。坚守理想，脚下要走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理想，肩上要
背负为人民服务的天职。

（三）廉洁坚守。廉洁坚守，是一名
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法官的立身之本。
廉洁坚守，体现的是自律，自觉律己是一
种力量，自觉律己也才有力量。自律是
相对他律而言的，是一个人行为的自我
约束，具有自觉、内敛的特征，也是一个
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良好的道德修养的
综合体现。“自律，不是约束，而是解放。”
越有自律的人，越有自由。廉洁坚守，要
把自重作为立身的准则；要把自省作为
修身的镜子；要把自警作为安身的标尺；
要把自励作为强身的动力。

（四） 纪律坚守。作为共产党员、
人民法官，必须坚守纪律，遵规守法。

对于纪律，我们要有点“怕”的心态。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
有所规，行有所止。”陈毅同志有句名
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我们常说
要算好人生的几笔账，但在现实生活
中，却有一些人总是算不明白、算不清
楚，平时浑浑噩噩，一本糊涂账，直到
身陷囹圄之时，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
晚。讲纪律，首先要讲严守政治纪律。
其次，要严守组织纪律。再次，要严守
工作纪律。作为人民法官，严守审判纪
律极为重要。此外，还有财经纪律、群
众纪律、保密纪律等，都很重要。

（五）作风坚守。作风是一个人在工
作、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和行为，
是一个人思想认识、道德修养、文化素养
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往往代表着一个人
的形象。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很
大程度上，作风也往往能决定命运。坚
守好的作风，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
极为重要的。

作为人民法院的干警特别是人民法
官，有一项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坚守就
是要坚守法治、信仰法律。美国法学家
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
它将形同虚设。”党的十八大提出，法
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法治国
家，除了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外，更为
重要的是要培育全体公民信仰法律的精
神与理念。在法律信仰体系中，法官对
法律的信仰最为重要，作为法律理念与
精神的践行者，对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
树立和法治精神的养成具有指引、示范
作用。人民法官坚守法治，最终要落脚
于对法律的忠诚上。法官对法律的忠诚
体现为信仰法律、敬畏法律和坚守法
律。其中，信仰法律是精神灵魂，敬畏
法律是内心准则，坚守法律是客观实
践。

在各种坚守中，最根本的坚守就是
心的坚守，或叫做思想坚守、精神坚守。
这是解决坚守问题的金钥匙、总开关。
黑格尔曾说：“时间的长度是某种相对的
东西，而精神的力量却闪耀着永恒的光
亮。”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之所以能
够一路披荆斩棘，克服千难万险，历经千
辛万苦，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
是对伟大思想和精神的坚守，就是领袖
们和无数英雄心灵的坚守。从革命时期
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
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红旗
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改革开放
时期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杨

善洲精神、高德荣精神、邹碧华精神等，
都是一种心灵的坚守精神。正是有了这
一核心的坚守精神，我们党才领导中国
人民在漫漫征程中战胜一个个困难，取
得一次次胜利，才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薪
火相传、经久不衰。

三、加强坚守历练，做一个高
尚纯净的人

坚守不是一种天生的素质和品格。
坚守是需要历练的，历练是需要付诸行
动的。

（一）勤奋学习才能坚守。坚守需要
学识的修炼。古人说“知书达理”、“腹有
诗书气自华”。就是说读书能够净化灵
魂，提高和强化人格，激发人们的美好志
向，增长才智和陶冶心灵，可以使人充
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可以使矮小
的人变得高大，使丑陋的人变得漂亮，使
虚弱的人变得强壮。在纷繁复杂的大千
世界，在灯红酒绿的形色诱惑面前，要不
断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坚守自我，经受
住各种考验，就需要坚持在读书学习中
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
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坚持在读书学习中
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
价值、实践人生追求。

（二）搞好定位才能坚守。在人生的
征途上，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人生定位；
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应把握好自己
的人生坐标。定位定不好，坐标把不准，
要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要么灰心丧
气，失去信心。而好高骛远和灰心丧气，
都是不可能做到坚守的。定位太高，实
现不了，不可能坚守；定位太低，搞得太
俗，也坚守不了。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会
有自己的位置，成长的路、成功的路千条
万条，坚守自我，实现人生价值，关键是
要搞好“定位”。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同
别人比较去证明什么，而在于是否坚守
住自己，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三）多思民苦才能坚守。改革开放
以来，许多人勤劳致富，过上了富裕生
活。但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仍
处在贫困的生活环境里。看看贫困群众
的吃穿住行，想想自己的生活条件，我们
要更加知足惜福，节俭素朴；看看贫困群
众工作劳动的艰辛，想想自己的工作条
件，我想我们要更加珍惜岗位，勤勉敬
业；看看贫困群众的经济状况，想想自己
的收入待遇，我想我们定会心怀感恩，廉
洁奉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民法官，
当我们更多地考虑到人民群众、更多地

想到贫困人口时，我们的坚守会更加
坚定、扎实。

（四）敢于担当才能坚守。担当和
坚守是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不
担当，就谈不上坚守；不能坚守，越担
当越会坏事，因为方向错了，做的可能
是无用功，甚至是负面功。所以要做
到坚守，必须有一种担当精神、负责精
神。古人云“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
境看襟怀”。一个人，要坚守自我成就
人生，就必须敢作敢为，敢于担当。

（五）心存敬畏才能坚守。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之言。”敬畏是从内心发出对人或
事尊重而不敢逾越界限的态度。一个
什么都不怕的人，离堕落、颓废甚至罪
恶的大门也就不远了。“敬畏”的本质
是人们对自身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心
存敬畏，就会减少虚矫之气、浮躁之
气，杜绝狂妄之气、昏暴之气，不仅能
少犯错误，还能帮助清醒坚守，更好地
实现人生价值。

（六）学会感恩才能坚守。古人
说：“知恩图报，善莫大焉。”感恩是一
种美德，一种境界，也是我们每个人在
坚守中应该保持的一种心态。当感恩
成为一种心态时，我们就会更加珍惜
生活中的一切美好，更加自觉地坚守
住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人生历程中，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一座孤岛，必须相
互依存。

（七）常常知足才能坚守。《道德
经》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
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面对繁华浮躁，面对纷扰诱惑，我们常
常被假象迷蒙了双眼，被冲动搅乱了
理智，只有感悟了知足、懂得了适度，
才会发现最自然的最朴实的最简单的
最安全的，才是最美好的生活。知足
是一种大辩若讷的成熟，是一种超脱
无我的禅心，它不是简单的无为无欲，
更不是甘于平庸、不思进取，它是对物
欲事理的一种适度取舍。知足了才不
会为尘俗所迷、为物欲所困、为诱惑所
动，才能以一份恬淡平和的心情，一颗
自由的心，一份简单细致的人生态度，
用最自由的状态去坚守，演绎出生命
的真谛。

当前，审委会的改革在“废止”主
张被否定后，似乎已取得了共识，没
有太大争议与分歧。据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决定》和人民法院“四五”
改革纲要，审委会改革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一是合理定位审委会职能，
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
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
二是建立审委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
滤机制，规范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
审委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问题；三
是完善审委会议事规则，主要是明确
审委会表决应当按照职级和资历由
低到高顺序进行，主持人最后发表意
见和表决。然而，事实上，审委会改
革并非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还有一些
重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通过改革
予以解决。

一、审委会的地位、职能及其运
行亟待厘清和统一

现行法律法规，包括司法解释，
对审委会的地位、职能及其运行的规
定并不明确，而且很不统一。现行人
民法院组织法仅在第十条对审委会
作出了规定，即“各级人民法院设立
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
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
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
审判工作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由院长主持”。而我国民事
诉讼法对审判组织的规定，除了独任
制和合议庭外，并未规定其他的审判
组织形式。民事诉讼法涉及到审委
会的规定只有两条：一是在回避问题
上，规定院长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
时，其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
二是各级法院院长发现本院生效裁
判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此，审

委会除两项职能外，并无其他。再看刑
事诉讼法关于审委会的规定：首先，刑事
诉讼法对审判组织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
基本相同，都是实行合议制和独任制。
其次，刑事诉讼法对审委会职能的规定，
除了与民事诉讼法相同的两项外，还规
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
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
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
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可见，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
以及刑事诉讼法对审委会职能的规定是
不统一的，而且都没有对审委会的产生、
组成及其地位、运作规则作出明确界定
和规范。而事实上，这些都十分重要。
因此，新一轮审委会改革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科学合理界定审委会的地位和职
能，包括其产生、组成及运行规则等，并
明确审委会作为独任制、合议庭之外的
第三种审判组织，而且是人民法院最高
的审判组织形式。

二、审委会运行模式需正本清源
我国诉讼法对审委会如何运行基本

未作规定，而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笼统规
定审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至于审委会
运行的具体规则就更为缺乏了。那么审
委会运行的模式和基本规则究竟是什么
呢？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应当是“民主
集中制”。然而，事实上“民主集中制”作
为审委会运行模式和基本规则既不符合
司法规律，也与我国审委会运行实际不
符。我们知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其基本含义是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相结合，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民
主是集中的基础，民主就是要广泛征求
意见，而集中则是在意见不统一、有分歧
的情况下，由组织和领导通过一定工作
和程序，最终作出决定或决策。“民主集

中制”的具体表现就是先民主后集中，少
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
服从等。

对照司法审判活动的独立判断、独
立裁判特点，“民主集中制”直接运用到
司法审判工作中，作为审委会运行的模
式和基本规则，明显是不合适的。因为，
不仅是审委会，包括合议庭其运行、决策
并不存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
下的民主，也不是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
而是允许少数意见存在，允许多种意见
存在。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时，委
员是完全平等的，而且要按职级资历顺
序逐一发表意见，进行表决，并按照少数
服从多数形成审委会决定。

那么审委会运行模式和基本规则应
当是什么呢？从现行规定看，对于审委
会、合议庭运行模式和规则主要有两条：
一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均明确，审
委会通过讨论，作出决定；二是诉讼法明
确：“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

众所周知，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一个
重要基点，就是法院内部的“去行政
化”问题，而审委会所谓的“民主集中
制”就是司法行政化的显著表现，应当
考虑加以改变。亦即审委会运行的模式
和基本规则，应当确定为平等“讨论
制”+“多数决”。有人提出审委会实
行“辩论式”决策机制，亦有不妥。因
为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并不一定要有分
歧，有分歧也不一定要相互对抗、相互
辩论，一定要取得一致意见，而是各自
发表意见，允许有不同意见，最后以

“多数决”形成决定。
三、审委会的程序规则应进一步规

范
现实中，审委会讨论决定和表决存

在的问题是：1.缺乏充分的讨论环节。

目前审委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一
般程序、环节：一是合议庭汇报案情；二
是审委会委员询问了解案情；三是审委
会委员发表意见，进行表决。这样的程
序明显缺乏了一个“讨论”环节。而审委
会本身就是讨论制的，但实际在运行中
反而忽略的就是充分的讨论，由此就可
能导致表决的盲目性。2.表决程序不完
善。目前委员表决是从职级、资历由低
到高顺序进行，实际就是由职级而定。
所以，有人反对按职级、资历由低到高顺
序发表意见进行表决，主张院长及资深
委员也可以先发言先表决。对此，笔者
不敢苟同。

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其实就是进
一步完善、规范审委会讨论决定的程序，
增加、强化审委会的讨论环节，即明确规
定，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实行“讨论制”
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具体讨
论决定的程序为：1.合议庭汇报案情；2.
委员询问了解案情；3.委员讨论事实认
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争议问题；4.
按资历而非职级顺序发言表决，如担任
审委会委员早于副院长的委员应后于该
副院长委员发言，以打破以行政级别划
分的传统习惯；5.形成多数决定。

关于审委会决定的公开、署名问
题。对于审委会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
在裁判文书上说明，本案经院审判委员
会讨论，同意合议庭意见即可；如同意合
议庭判决意见，但理由不同的，应将审委
会判决理由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说明；如
审委会否定合议庭意见时，其意见和理
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关于审委会
委员的署名问题，有人主张，凡经审委会
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委会委员都应在裁
判文书上署名。对此，笔者亦不赞同，尤
其是对于审委会同意合议庭意见的情
形。即使审委会改变了合议庭的意见，

案件的审理者仍然是合议庭，因为
案件是经其开庭审理，进行证据审
查、质证、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
而审委会缺乏合议庭的亲历性，并
不是案件的真正的审理者，只是部
分的裁判者。如果此类案件不让合
议庭署名，仅由审委会委员署名，审
判主体显然是不真实的，不完整
的。那么，对于审委会改变合议庭
意见的，能否由合议庭和审委会委
员共同署名呢？笔者仍意为不妥。
因为审委会是作为整体对案件进行
讨论决定，并非个体。因此，将审委
会的一致或多数意见及理由在裁判
文书中写明，已可以实现审委会意
见的公开。相反，如审委会委员都
要署名，加上合议庭成员，会显得很
烦琐。

审委会程序规则改革还涉及审
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保密制度”，
即审委会，包括合议庭在讨论决定
案件及评议案件时，委员及合议庭
成员所发表意见应予保密，并不受
追究。这是保障委员及合议庭成员
能充分发表意见，真正独立行使审
判权的重要举措。当然，审委会委
员及合议庭成员的个人意见不应予
以公布和追究，与审委会、合议庭意
见，包括其少数意见的公开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不应混淆。至于审委
会及合议庭少数意见能否在裁判文
书中写明，也是个值得探讨的很有
意义的话题，但除了美国等少数国
家外，大多数国家只是公开少数或
不同意见及理由，并不公开每个法
官的具体意见。此种做法颇值得参
考。

（作者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
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
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
实、做人要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出的
新要求、新指导。这不仅是习总书
记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法院
全体干警的要求，更是法院干警的
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司法改革不
断迈向深入，改革新阶段尤其需要
坚定的思想指引和良好的作风作
保障。“三严三实”作风建设要求为
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促进
人民法院凝聚人心，把握改革发展
的主动权；助力人民法院改革攻坚
克难，扫清改革发展的“拦路虎”。

在司法改革中强化党的领
导。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
进，不断深入，坚持党的领导是司
法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根本保
障。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改革
在统筹协调中有序推进。人民法
院要始终坚定政治立场，把牢政治
方向，始终围绕中央决策部署来谋
划、推动和落实人民法院的各项改
革措施，切实把党的思想领导、政
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贯穿于人民法
院改革的全过程，确保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能够贯彻落实到司法改革
的具体行动之中。

围绕发展积极主动作为。人
民法院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司法
保障，必须自觉在发展大局下定
位，找准履职切入点，根据人民法
院职能特点和工作定位，集中力量
抓好影响发展和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认真落
实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人民法
院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决定，紧紧
围绕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
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
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
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突出
问题，坚定不移深化司法公开工
作，不断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措施，
努力为人民群众诉讼提供更为优
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抓好案件审判构筑司法公
信。司法公信来自每一件案件所
体现出来的公正，公信要靠每件
案件的公正审判来累积。法官手
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严
以用权，用权为民，而绝不能以权
谋私。法官办案子，没有所谓大
案小案之分，每一件案件都容不
得丝毫大意，不允许出现任何差
池，司法裁判中万分之一的失误，
对案件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
害。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主审法
官办案责任制的积极探索和有益
尝试，审判质效取得了明显成
效。改革是动力，运用司法改革
成果解决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
影响案件质量和效率的不良因
素，对于提升裁判质量，赢得司法
公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践行司法为民强化服务意
识。人民群众来法院打官司，不仅
希望案件得到公正处理，还渴望诉
讼过程具有亲和力，在这方面，我
们一定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马锡五同志曾说：

“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
害。”我们要主动积极深入到公司
企业、街镇村社调研，了解基层群
众的想法和呼声，“实打实的谋
事”，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和对策，
加强为民机制的探索和创新。

严以律己筑牢司法廉洁防
线。司法改革要求法官坚守法官
底线和为官底线，做到干净干事，
干事干净。“三严三实”从价值层面
对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
法清廉是严以律己的主要体现，法
院干警要心存敬畏、严格自律，做
到慎言、慎行、慎独、慎微、慎交
友。党风廉政责任无疑是法院的
第一关口、第一责任。欲善终，当
慎始。法官要做到清正廉洁、永葆
本色，必须把好第一关，履行好第
一责任。司法廉洁是法官与人民
群众建立信任的基石，因此，必须
全面落实“一岗双责”和“两个责
任”，坚决守住司法廉洁的底线。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人民
法院院长）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晖在 2015 年 7 月 25 日“爱思想”网站
（http：//www.aisixiang.com）中的“天益
学术”栏目中指出，“法不容情”已然是
我国公民谈及法和情之关系时的基本思
维定式，但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
维定式，不但割裂了法律赖以生成的社
会基础，而且必然因此导致法律的逻辑
因为背离生活的逻辑而被束之高阁。日
常生活将以其执拗的秉性对待并撕裂法
律的边界，而法律只能徒具外壳，它虽然
可能被镂之金石、公之于众，但不可能嵌

入民魂、矗立民心。特别在“移植”法
律、“创制”法律成为当代精英立法的
基本理念下，情法的此种二元分化，对
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
终是一种阻遏因素。法律必须通过强
制的手段以取缔非法的情感满足方
式，相应地也会通过奖励的手段褒奖
或鼓励诸如舍己救人、施舍捐赠等高

尚情感的实现方式，但在更多情形下，
法律对纯粹私人领域的情感表达，无
论是物质利得方面的情感表达，还是
精神上爱恨情仇的情感表达，都保持
一种必要的放任的态度——任由主体
根据权利去自决。

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
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
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
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
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
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
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
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