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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视野中的法律发现
法律发现是欧美法学家研究法学的

常用术语。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学界从
立法中心主义到司法中心主义、从法律
本体论到法律方法论、从宏大叙事到微
观方法的视角转型，作为司法能力重要
组成部分的法律发现，已逐步受到理论
和实务部门的重视并对此展开了一定的
阐述和研究。但由于这是一个相当新的
法学概念，且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欧美国
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何全面、历史
地看待这一肇始于欧美法学家的专有名
词，科学理性地揭示裁判形成的真实思
维过程，以正确的法治理念和方法论指
导我国司法实践，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
的有效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
义。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
一个备受关注的传统话题

对于什么是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
现，传统的法学家们在不同的语境下往
往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到目前为止，似
乎仍然没有一个有关法律发现的统一定
义。在相关著述中，古今中外的法学家
对法律发现的代表性论述与不同法学流
派对司法过程的性质的观点紧密联系在
一起，其争议的实质在于言明：法官适
用法律时是法律的发现者还是创造者，
进而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法
律宣告说、法律创造说和折中说。

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英国法学
家布莱克斯通等为代表的“法律宣告
说”认为，司法判决的过程只不过是对
已经存在的法律加以宣告，法官只是法
律的发现者、实施者、执行者而不是创
造者，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坚决
反对“法官造法”，因此法律发现仅指

“找法”的过程，属“法的客观发现”。
法律创造说则认为，法官司法不仅

仅是执行法律，而且是在创造法律，法
官能够重新构建法律，有绝对的自由裁
量权。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和弗
兰克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都是
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出发点，强调法律
的核心不是规则，“书本上的法”并不
是法律，而司法官员的行为当中体现出
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官的角色
就是在制定法律、制定政策。因此，所
谓的法律发现实际上是指“法官造
法”，属“法的自由发现”。

而折中说则认为，法律发现不仅包
括法官造法，还包含法官创造性地运用
法律，涉及法律解释、类比推理等多种
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并主张区分简单
案件和疑难案件加以讨论。在简单案件
中，法官只是单纯地执行法律，而在疑
难案件中，法官因没有明确的规则加以
适用而往往通过创建新的规范，或在多
种可能的解释和可供采用的推理途径中
作出抉择，法律发现不仅包含“找
法”，而且包含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创造
性运用法律甚至造法。如美国著名法官
卡多佐就曾指出，这些案件就是司法过
程中创造性因素发现自己的机遇和力量

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司法过程的最
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
律。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也认为，法律
发现就是要将规则运用于事实判断过程
中，法官所要作的决定既可以描述为解
释，也可以描述为制定一种特别的例外
和调整，事实上是不断地对规则进行重
新制定。

认知视野下的法律发现：
一个独立的心理过程

依笔者之浅见，目前法学研究中，
不少学者将“法律发现之后”的法律解
释、法律推理工作等同于法律发现行为
本身，这其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根
据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的理论，法律发
现的过程，是指法官对法律的司法认知
的内在过程，是一个在正义理念指导下
寻求、检索、选择法律规范的心理过
程，而“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后
续工作，是对“发现结果”的检验和证
成，是确立“发现”的正当性并将“发
现的法律”正当化，进而作出裁判。也
就是说，法律发现实际上是获取法律推
理之大前提的前置过程。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关于“发现的
过程”与“证明的过程”，目前中外学
者总结梳理出来的类似关键词已经不
少，比如发现的过程或脉络与效力的过
程或脉络，心理的过程与逻辑的过程，
发现的脉络和证立的脉络等等。在此，
过程和脉络的意义和用法实际上是一样
的，但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用词习
惯，有的在中文当中还被译作“前后关
系”“语境”“范围”等。另外，“证
立”一词有时还被译作“证明”“正当
化”“辩护”“证成”等。从以上这些关
键词，我们可以解读出以下几条法学关
于发现的研究信息：

首先，法律发现不同于法律适用，
它是法律适用之前的活动。简而言之，
法律适用是对被发现的法律的应用。正
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指出，法规范的
发现并不等于法律适用，法律方法论必
须把这项认识列入考量。

其次，“发现”不同于“证明”。
即，“发现”是相对于“证明”而独立
存在的一个阶段。法律发现与法律论证
都是为法律适用服务的，但两者的功能
作用并不相同。法律发现的目的在于为
待决案件寻找一个大前提。但在实践
中，人们可能会对法官发现的法律规范
之正当性提出质疑，这就需要法官运用
法律解释等论证的方法和技术，对作为
裁判根据的法律规范之正当性进行具体
分析和详尽论证，为法律适用提供具体
理由，以便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提
升裁判的可接受性。

其三，“发现”是一个涉及人的心
理活动的内在过程。从上述所列关键词
之目的 、“心理的过程”、心理学说明
的过程或脉络、决定的过程、对判决的
探索过程等，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发现”实质上是一个内在的

“心理的过程”。法律心理学研究表明，
法官判断心理即导致做出决定的内在过
程和法律中的公开求证过程有着本质的
区别。诉讼法学也研究“裁判的形
成”，但它只关注裁判活动的操作规
程，仅仅展现裁判的外在过程，而从裁
判规范发现的心理机制这一全新的内在
视野来关注裁判活动本身，则可以揭示
法官裁判如何逐步形成这一内在的心理
机制和工作原理。从已有的法学研究成
果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
一心理的过程中，人们尤其强调了直觉
和预感在法律实务判断中的作用。也就
是说，司法判决形成的过程有时是直觉
性的，而非逻辑三段论的简单运作。

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坚信，如果恪
守狭窄的通道，坚持纯粹规范性的理解
范式，就无法注入其他理论，也难以促
进问题的有效解决，而理性的态度如德
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不要固执于
一个学科的眼光，而要坚持开放的态
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不同的理论目
标，不同的角色视域 （法官、政治家、
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
语用研究态度（诠释学的、批判的、分
析的）。” 由于法的发现是一个心理的
过程，它必然遵循人的心理活动的一般
规律，因此，以认知心理学的有关知识
为基础，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法
的发现”的内在机制进行科学探究，是
完全可能的。

法律发现的首要含义：
法官“找法”的心理过程

根据《新华词典》的解释和一般的
社会认知，发现有两重含义：一个是指
发觉；另一个是指经过探索研究找出以
前还没有被认识的事物或规律。

因此，从贴近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来看，对法律发现的定义不能超越“发
现”这一基础词语的本意范围，所谓的
法律发现至少应包含“发觉法律规范”

即“找法”的意思，就是选择适用什么
样的法律条文的问题。对此，我国著名
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在其著作的《裁判的
方法》一书中，曾对“找法”的意义、
结果等内容进行了生动的论述。他指
出，我们每个法官在日常审理案件过程
中，在查明案件事实以后，马上会搬出
最高人民法院编的审判手册，有民事审
判手册、房地产审判手册，还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大全》。通过查审判手
册，翻法规大全，查一查关于本案在法
律上有没有规定，查一查法律上哪一个
条文适用于本案。这个活动（工作）用
一个很形象的词来表示，就是“找
法”。实践中，法律繁多的现实状况决
定了“找法”工作的客观存在且难以避
免。需要说明的是，“找法”并不一定
都存在翻查审判手册、法规大全的具体
行为表现，尤其对于有经验的法官来
说，面对手头案件，他可能会立即想到
要适用哪个部门法、哪一章、哪一节、
哪一条，有的是直接联想到某一具体的
法律条文，根本就不需要去翻有关以文
字形式记载的法典、法规大全。在这种
情况下，“找法”的过程往往被人忽
视，甚至有的根本觉察不到这一过程的
存在。这种情况下的“找法”，其实是
从法官对法条的熟练记忆、回忆开始
的，法官脑中存在无形的“法规大全”。

当然，作为穿行在法条丛林中的法
官，不可能掌握全部法条，而每一个具
体案件中所要加以运用的法律是极其有
限的，法官的责任就是要在浩如烟海的
法律条文中，去发现与所要解决案件相
关的合适法条。

广义的法律发现，包含寻找最相类
似的法条。无论是单纯的“找法”还是
伴随法律解释或创造性运用法律的司法
过程，其实都离不开作为前提的“发
现”的心理过程。“找法”的过程是从
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加以检索、发觉的
过程，而“类推”“造法”也需要法官
先找到与当下案件相匹配的类似的法律

或案例为前提，只有在发现类似法律
规范或案例的前提下，才具有了法律
解释、法律续造的前提和条件。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律发现是
法官运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和正确处理
案件的前提条件，这是法官将反映共
性的法律与体现个性的案件反复比
较、努力寻找对应关系的活动，只有
在发现现行法律无法解决当下的案件
时，也就是法律出现了漏洞或空缺结
构时，才会有进行类比推理的必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类比推理也是法
律发现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法官
进行类推时首先必须立足于发现法
律。即使法官在运用类比推理时，比
照最相似条文或最相似案例，这种方
式本身也是一种法律发现，至少是发
现哪种条文或案例最为类似。可见，
广义的法律发现，是指法官在司法裁
判活动中，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
情况下，于现行法律渊源范围内寻
找、识别、选择或提炼能够作为待决
案件之裁判根据的方法和活动。

“找法”过程的心理分析：
法条发现的外部流程与内

在机制

法官究竟如何寻找和发现法律，
或者说，法官记忆库中的法条是如何
溢出的？有无可以进行描述的固定流
程？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就难
以真正了解法律发现。而了解人的心
理总是从外部开始的，我们不妨从法
条发现的外在表现或外部流程开始考
察，然后渗入法官的内在心理机制。

所谓法条发现的外部流程，就是
指我们平时可以观察到的法律发现活
动的实际过程。法条发现显然是从法
源出发，其进路分别为法官内心形成

“法条群”，由部门法向章、节、条、
款、项逐步靠近、逐步缩小范围、不
断加以集中的过程，最终获取裁判规
范。

而法条发现的内在机制，是指我
们平时难以观察到的法律发现活动的
内在心理机制。从广义的角度来理
解，法律发现的心理过程包含了对法
律感知、理解、记忆、表达、寻找、
发现 （检索、比较、选择） 等环节。
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法律发现就是
法条发现，法条的发现就是法条信息
的提取过程。法条提取是记忆提取的
内容之一。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记忆
的提取属于信息的输出过程，系记忆
信息的提取。法条发现的内在机制主
要就是提取的心理机制，而提取则需
要从提取的线索、过程、结果三方面
加以阐述。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记忆
信息的提取必须依靠一定的线索，遗
忘就是由于没有可以依赖的线索即找
不到回忆的线索造成。在我们的审判
实践中，法官提取、回忆法条也往往
依靠一定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案件

中实物信息、人的陈述、有关法律文
书对事实的冻结与认定、法律语言、
诉讼请求、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法
官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等等，均可能
引发法官对适用于当下案件的法条。
而法官对法条的提取过程至少包括两
条路径：一种是逻辑思维的路径；另
一种则是直觉顿悟的路径。法条提取
实际上是逻辑思维与直觉顿悟这两种
方法的综合运用。法条提取的初步结
果是找到适用或可能适用于手头案件
的法律规范。这时，对于法官而言，
找到法律规范，就等于找到了裁判规
范。

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法律
发现是个体从已有的记忆库中（或借
助外在的法规汇编）提取出来的一个
可适用于当下案件的规范的心理过
程。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属于“信息
输出”，而在信息的输出之前还存在
着信息输入的环节，否则信息输出就
成为无源之水。而法律发现之“源”
就是先前的“法条认知”。

从法条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角度探
究，法条认知与法条发现之间具有紧
密的关系。首先，法条认知是法条发
现的基础。以认知为基础的阅读、学
习法条是法官掌握获取法条知识的最
初渠道。其次，法条认知的广度决定
法条发现的范围。我国每年均出台大
量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法律体系
更加完备，但也扩大了法条发现的总
的范围，增加了法条发现的难度。其
三，法条认知的程度影响法条发现的
效率。面对浩如烟海的法条体系，法
官个体只有平时注意对法条的学习掌
握，方能应对自如。其四，法条认知
的精确度影响法条发现的准确性。如
果掌握的法条本身是错误的，或者基
于对法条的错误理解、记忆，偏离了
法条本来的意义，由其回忆、提取出
来的信息也必然是错误的。

综上，我们对肇始于欧美的法律
发现这一常用术语的理解既不能超越

“发现”这一基础词的字面含义，也不
能脱离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生活事实。
无论是单纯“找法”还是寻找最相类似
的法条创造性地运用法律，都离不开

“发现”这一前置的心理过程。从法律
发现的心理机制切入，对司法过程中
法条发现的内在过程、基本规律及其
影响因素加以探讨，有利于澄清或丰
富有关法律发现的理论认识，指导法
官个体掌握科学的司法原理和方法，
在司法改革的新背景下，切实提升自
身的司法能力和业务水平。

在法学院的课堂上，讲授中国传
统法律的教师通常会在法制开篇中重
点推介一个名叫“皋陶”的司法官和
一只叫“獬豸”的独角兽，来讲述先
秦司法的法官形象和神判色彩。皋
陶，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最高司法的

掌管者被载入史册。翻看皋陶的履历，
也许可以为我们展示另一种尧舜禹时代
关于司法官的选拔标准。在被称为“贤
人政治”的皋陶时代，他曾担任东夷族
的首领，秦朝开创者始皇帝嬴政也是属
于皋陶的血脉，乃皋陶长子伯益之后。

到了唐玄宗时代，李隆基将皋陶视为李
氏始祖，据《唐书·玄宗本纪》载，天
宝二年 （743年） 玄宗甚至追封皋陶为

“德明皇帝”。
皋陶作为东夷部落的首领，与尧舜

禹等部落联盟，开创了上古史上区域文
化交流的先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皋陶
文化。而皋陶文化正是儒家文化的前
身，可以说皋陶奠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
底色。纵然皋陶如此能耐，然而农业社
会的领袖必定是由善于治水的人来担
任。那么皋陶与治水到底有何渊源呢？
大禹父子两代为治理水患殚精竭虑，功
不可没。但在大禹成功治水的过程中，
皋陶所创立的刑法起到了强化社会动员
的功效。据《史记·殷本纪》载，皋陶

“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治水和司法，对部落国家的生存发

展而言同等重要。治水构筑了物质文明
建设的基石，而司法为善良与公正的精
神文明建设指引了方向。同时，经由司
法所创造的惩罚体制为以治水为核心的
农业发展和国富民强，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正如《汤诰》所示：“古禹、皋陶

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
司法，成为了皋陶的标签，但皋陶

首先是作为一个部落的首领和智者的身
份而存在的。从此角度看，皋陶的领导
理政智慧，使他足以同尧、舜、禹并称
为上古四圣。《论衡》 载“五帝、三
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或许当
时还有长相决定职位一说，相传皋陶清
脸鸟嘴——外貌青绿色，嘴唇像鸟喙，
乃至诚的象征，能明白决狱，洞察人
情，成为司法公正主宰者的不二人选。
皋陶历尧舜禹三代，一直在司法的位置
上辅助国政。

或许，当我们忽然发现皋陶竟有如
此的经历和重大作用时，才能理解上古
时期司法者对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
性。在皋陶的司法形象背后，隐喻了中
国上古时期对司法者的威望和能力的看
重。最高司法者所代表的良善公正，与
执政者的治国理政能力同等重要。这说
明，司法的最早传统既与政治有涉，又
同政治并驾齐驱。

即便皋陶如此睿智，但是遇到疑难
问题，也要求助于一个名叫“獬豸”的

独角兽。那么皋陶的智慧竟如此不经
考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獬豸到底
隐喻着什么呢？大多学者认为獬豸的
形象是蒙昧时代神判法的遗迹。经相
关人士考证发现，秦之前文物中的獬
豸都是一角羊的造型，牛形獬豸则出
现在东汉之后。《论衡》记载了皋陶
用獬豸治狱的传说，獬豸“一角之羊
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
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
触。故皋陶敬羊”。 汉人杨孚在

《异物志》 中则认为獬豸“性别曲
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
咋不正者”。獬豸因此也被称为神兽
而被口口相传至今。皋陶能够将如
此神兽驯服，并且随时随地为己所
用，也足以证明皋陶的智慧非一般人
所能及。

此外，獬豸作为外在的兽类，首
先暗示着审判即便是在上古时期，也
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因为神兽也是一
种客观的外在。判决一般案件也好，
疑难案件也好，神兽独角触有罪之
人，完全昭示着司法的客观和中立之

意。其次，獬豸是一种神兽，是
一种神性的存在，这同当代英美
法系法官头戴假发，身披法袍的
神性装扮并无二致。因此，作为
神兽的獬豸背后隐喻了司法传统
的客观中立和神圣权威。因此，
秦代以后利用獬豸的形象作为御
史和法官的饰物，称“獬豸冠”，
以象征公正和神性。

最后，皋陶作为公正的裁决
者，依赖于客观而神圣的獬豸来
认定是非曲直，而后由皋陶再对
犯罪判处刑罚，遂有皋陶制刑、
皋陶造狱的后续故事。依赖于客
观的外在神兽而定罪，然后经由
法官皋陶设定刑罚，说得更远一
点，这难道不是当前英美判例法
中事实审和法律审相互分离的写
照吗？神兽是公认的，是具有大
众化意识的，这同英美国家将疑
难案件诉诸陪审团的做法难道不
是有着相似的效果吗？可能这样
的分析完全被他人视为一种阿 Q
心态，但在远古社会最朴素的公
正追求中，很难说这种猜测缺乏
合理性。笔者倒认为，上古时期
人与兽的司法组合形象，共同象
征着中国早期最古朴的司法原意
和最高追求：即司法既要求智慧
与能力，也追求神圣和中立，这
一追求也正是当代司法价值的世
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