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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在其概念中赫然植入“实践”这个词汇.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提出的

初衷就是倡导以“实践”为导向的若干法治研究的基本精神,完善法治中国理论,引导和支撑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没有人愿意说自己的研究是远离实践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具备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所倡导的基本精神.虽然法

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任何人的法治研究多少都会与实践相关,但他未必就能旗帜鲜明地把实践观作为其哲

学基础,未必就具有强烈的中国法治问题意识,未必就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未必就具备实践精神和行动力量,未必

就能把实证方法作为常规的研究方法,未必就能科学地运用实验方法,未必就能将实效作为研究的评判标准.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把解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实践问题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问题导向是中

国法治实践学派实践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是问题性学派,其问题或关键词就是“中国法治实

践”.中国法治实践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不是单凭借鉴或移植就能解决的.一系列的法治实践难题需要中国法治

实践学派及时研究和解决,一系列的法治实践经验需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及时概括和提炼.解决中国法治实践这

样一个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的难题,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必须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否
则,中国的法学家就无法完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理论建设任务,就无法及时引导和支撑法治实践.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以彻底的实践精神推进法治中国的理论创新.彻底的实践精神要求中国法治实践学

派始终立足于实践角度来考察和思考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从实践的角度论证法治发展规律,并以之指导法治中国

的伟大实践.实践精神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具备的,即使有些学者研究的问题带有实践性,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具有

实践精神.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实践观是超越实践哲学的行动哲学.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智库力量,这种力量具体表现为参与法治实践的一系列行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学者们为法治实践出谋划策,

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推手,以至于一切法治中国的重大决策和实践都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贡献.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在法治研究中充分运用实证方法.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学者们走进实践、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展开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加工、制作、提炼、升华为理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特别注重科学

运用实验方法.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个性的法治实验场域,中国法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实验特色,当前正在进行

的各种司法改革“试点”就是典型的实验模式.这里我用“实验主义法治”这个新概念加以概括,以描述当前中国法

治改革的一个特征.学界和政府协同实验创新是一种有效模式,各种法治实验场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法治实验

需要学界和政府协力.一切实验都要讲究实验效果,而法治评估就是检验实验效果的方法.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

意义上理解和运用法治评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评估是中国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法治评估不能局

限于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等测评机制的运用,而是应该检验评估各种法治实验的效果.只有这样融入实践,学
者才能创造出切实有效的法治理论;只有这样融入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

完善.

本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及其理论”专栏发表的论文就是围绕上述内容的具体展开.钱弘道、杜维超的«论实

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首次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概念,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是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方法论的一种提炼式表达.胡铭、自正法的«司法透明指数:理论、局限与完善———以浙江省的

实践为例»则对正在实验中的司法透明指数的指标和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提出了优化方案,可以视为中国法

治实践学派方法论的具体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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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验主义法治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钱弘道　杜维超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08)

[摘　要]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

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

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

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

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

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

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关键词]实验主义;法治实践;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评估

On Experimentalism Rule of Law: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of
China Practical School of Rule of Law

Qian Hongdao　Du Weichao
(Guanghua Law School,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08,China )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has focused on three areas:target,

structure and methods.However,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limited to a certain area.If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s to be regarded as an integral and institutionalized systematic behavior,

then a coherent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will be required to provide a scheme which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an emerging theory,may offer an adequat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e theory of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is an alternative scheme for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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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control″model of governance.It has four steps:(1 ) central departments, local
authorities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j ointly establish temporary framework goal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2)local authorities are given broad discretion to achieve these goals in their own ways;
(3)the discretion acts on the premise that local authorities must report regularly and make peer
reviews on the methods they use to achieve the same goal;and (4)the goals,metrics,and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themselves are periodically revised in response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view process.This way of governance has three outstanding merits:(1)it is adaptable to
diversity;(2)it provides a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from local experience;and (3)

the target itself and the way to achieve it can be corrected in the next cycle.
China has m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model.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China has formed a tradition of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From a lateral perspective,China's local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The local practice and experiment gave birth to China practical
school of rule of law,for experimentation is one of its core methodologies.The school proposes
that the goals,structures and methods of a practice system of rule of law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experimentalist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the purpose of rule of law,dogmatic theories should be replaced by framework
goals.There are three existing theories on the values of rule of law:the rights theory,the
utilitarian theory and the order theory.Experimentalism opposes a unified the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ic obj ective of rule of law,but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emporary and
modifiable framework goals.In terms of the body structure of rule of law,the dominant structure
in China is hierarchic and departmental.Experimentalism requires a network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i.e.,the two can compete with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unctioning as a platform of policy transfer.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the assessment of rule of law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key one in the
experimentalist system to evaluat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ractice and to facilitate
learning-oriented decision-making.The idea of experimentalist rule of law needs continuous
improvement,but it will surely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impetus for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experimentalism;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experimentalist rule of law;China

practical school of rule of law;rule of law evaluation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使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

设方兴未艾.针对中国法治实践,学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领域上:目标、结构和方法.
法治实践的目标问题表现为各种法治理论在抽象层面上的价值倾向,以及在具体层面上对法治社

会效果的不同构想;法治实践的结构问题表现为不同理论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所构想的法治实践要

素的联系方式和组织秩序;法治实践的方法问题即为了实现特定法治实践目标而采取的宏观路径

和微观技术.然而,已有的研究多为局部探讨,如果将法治实践视为一个整体性制度化的系统行

为,则至少应有一致且融贯的方法论体系.
目前已有的研究仍然无法对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出妥善的终局性安排.部分研究站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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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规范性立场,基于某一前置理论立场,对法治实践的价值、效果、方法、结构等环节进行批判性

审视;还有一些研究采取所谓描述性视角,对法治实践的各环节进行还原性分析,以求发现普适性

的规律.然而,不对前提进行追问的规范立场,极易异化为理论独断论;不对结果进行批判的描述

视角,则有蜕变为自然主义谬误之虞.我们相信,以上所有理论都不会拒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然而,却鲜有法治理论给出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可普遍化方案.
本文认为,近来兴起的实验主义治理理论有可能为以上疑问提供一个较妥当的总体解答.实验

主义治理理论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方法论不谋而合.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方法论体系本身就已包含了

实验主义因素,其特色在于鲜明地倡导以实验、实践、实证为研究方法[1].其中,实践是基于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的哲学前提,强调行动与实效;实证是相对于规范研究而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技术

与方法;实验既指实证研究的一种具体方式,也指法治实践的一种模式,强调结构与过程,它以特定法

治场域为实验点,以社会调查、量化分析为方法,以探索和认识法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探寻最优

化法治道路为目的,反复试验观、测法治方案的效果[2].可以说,实验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方

法论之一,实验主义的法治理论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理论建构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因此尝

试引入实验主义治理理论,结合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方法论,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构想,深入探索中国

法治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文即可视为借助既有理论框架,对学派之方法论进行

体系化的表达及梳理.

一、实验主义治理理论

实验主义治理理论是当代较为成熟且新颖的治理理论之一.它形成于欧盟的治理实践,20 世

纪后期,欧盟面临着种种规制不足,如中央决策权力及能力不足、成员国对自身权力之关切、成员国

与中央的政治经济政策冲突以及对欧盟决策程序和权力任意性的质疑等,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就是

对上述问题的治理解决方案①.它是对旧的“指令 控制”型治理方式的替代方案,受杜威的实用主

义理念的影响,强调给予一线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以实现治理目标,而中央主要负责监督基层工作绩

效,汇集信息、进行比较,并促进持续性的改进[3].«牛津治理手册»将这一治理方法定义为一种递

归过程,这种递归过程的基础是:对不同条件下达成目标的路径进行对比,并进行比较和学习,以寻

求临时性的目标设定和路径修正[4]1 6 9 1 8 3.
这种治理方式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步骤:
(1)由中央部门、地方部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临时性的框架性目标和评价标准;(2)地

方部门被赋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自己的方式来达成这些目标;(3)作为这种自治权的前提,地方

单位必须定期汇报其执行成果,并参与到同行评议中来,以与其他地方部门为达成同一目标而使用

的方法进行比较;(4)经过评议后,对治理的目标、标准和决策程序根据评议结果进行定期修正.
与传统治理理论相比,实验主义治理蕴含着以下几个特有的核心理念:
一是决策过程的“开放式协作方法”(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OMC).这一方法主要区

别于传统治理方式中的“共同体决策方法”(community method of policymaking).旧的治理方式中,政
策的规划和决策过程都集中在作为共同体代表的中央机关内完成,而 OMC 的政策规划是去中心化

的.这里中央机关不再仅仅是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政策中转平台,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地方单位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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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并对其进行评估,促进地方之间的交流学习,并将总结优化后的地方经验在整个系统内推行[5].
二是治理主体的网状结构.这里主要区别于传统治理方式中的层级结构.层级结构是基于“委

托代理责任”构建的,在这种结构中,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进行层层授权委托,整个治理体系中的观念

都是由上级确定并向下传达的,下级机关只能严格遵循上级的授权行动;而实验主义治理模式遵循所

谓“动态责任机制”,其决策体系是网状的,上下级不再是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级的行动并不再是

仅仅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相反,上级的决策需要下级的经验与知识,于是,观念和执行之间的差异被抹

平了.
三是协商过程的直接协商多元体制(Directly Deliberative Polyarchy,DDP).这主要区别于传统的

圆桌式协商民主.传统的圆桌式协商,主要是提供利益表达机会以影响决策方向,但决策仍需依赖于

层级体制,决策权仍集中在上层[6].而在 DDP 中,协商体现为基层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反对已被完成

且接受的实践,用参与者的实践经验来寻求可能对策,并非仅通过抽象原则回应抽象问题.多元主义

是指地方之间同时进行多样化的实践,并互相学习.DDP 是从差异中进行学习的体系,它认为所有方

案都是临时性、可更改的.
学者总结,这一治理方式有三种突出的优点:(1)能适应多样性,能在多样的地方语境前提下实现

一致性目标,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2)通过对追求宏观一致目标的多种具体路径的严格

对比,提供了一种对地方经验进行协同性学习的机制;(3)目标本身和达成目标的方式都被明确设定

为临时性的,都要付出经验的修正,因此,在一个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会在下一个循环中得到修正[7].
实验主义是一种基于结构 功能、信息 反馈、竞争 协调的决策系统,它反对用纯粹抽象的理论推

演来确定实践路径,完全符合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注重实效的态度.它并不试图提供终局性方案,而是

给出一种总体实践方法论,它是“寻找方法”的方法.实验主义治理理论为实验主义法治概念提供了

理论前提.

二、实验主义在中国何以可能: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

实验主义特质之来源

　　实验主义理论虽然由西方学者提出,但却是对人类社会治理实践的整体方法论总结,对全球治

理实践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实验主义治理理论的主要提倡者之一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
就提出,应反对欧盟“例外主义”,欧盟应被视为实验主义的先驱者,而非离群值①.而对于中国法

治实践这一特定命题,萨贝尔教授认为:实验主义方法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法治建设实践;从中国的

改革进程来看,中国基层已经发展出足够的自治力量来实现实验主义的关键要素②.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秉持本土立场,强调法治实践要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经济政治社会

条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理论体系[8].而本文对实验主义治理理论

的引入,绝非脱离中国实际的强行嫁接,而是对中国法治实践已有关键要素的自然发展和提炼.实

验主义的关键要素有二,在纵向功能上,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实践优位于理论,以渐进试错的实

验实践为主要方法路径;在横向结构上,要求治理领域的各基层主体具有充分的实践自主性和实践

能力,以形成差异化的实验,才能进一步对比评估及互相学习.我们认为,在这两方面,中国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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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WTO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适用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参见 C.F.Sabel & J.
Zeitlin,″Learning from Difference:The New Architecture of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in the EU,″European Law J ournal,

Vol.14,No.3(2008),pp.271 327.
该观点出自 Charles Sabel 教授与杜维超 20 1 5 年 1 月 30 日私人信件.



具备了形成完备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条件.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这一历史现实发展的自然结

果,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实验主义学派特质,本文即是对学派自身主要方法论之一的提炼.

(一)纵向功能基础:实验试错的中国现代治理传统

与强调理性设计的唯理主义相反,实践倾向的制度化进路并不追求理论上的完美设计,而更注

重在控制条件下寻求可能的最优解,实验试错是基本方式.本文认为,实验试错方法正是我国现代

治理中一贯隐含的线索,实验主义法治实践是这一线索的自然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杜威的实验方法理论就已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胡适就曾提出:“实验

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步步有自动的实验.”[9]340 革命先驱瞿秋白也指

出,虽然在终极真理的追求上不能诉诸实验,但“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

里”[10]62 5.实验是唯物主义实践观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实验的就必然是实践的.
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曾经由于盲从抽象理论的本本主义而造成了革命的严重损失.在革命

经验的总结中开始强调实验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科学实验的重要性,他指出,
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

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马克思等杰出理论家也只有“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

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才能形成他们的理论[1 1]28 7.这一观点已融入实事求是的思想中,成为我国

的政治思想路线.这是我国实验方法治理传统的理论起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被

正式确立,这标志着实验主义治理路径的正式确立.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摸着石头过河”
的实验路径,强调“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改

革开放后,先试点,再由点到面的制度创新方式被广泛采用,这一路径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成熟

的实验主义方法论[12],当前先试先行的综合配套改革以及各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更是

对这一方法高度精细化的运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

头过河相结合”,明确继承了这一治理传统.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在中国实验试错治理传统的产物.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法治论证和实

践,法治指数就是其中的一个探索和见证,是系统层面的制度创新.“余杭法治指数”敢为天下之

先,就是推进中国法治的一个样本、一块试验田,在这一成功实验的带动下,全国开始普遍开展法治

评估[1 3].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法治实践中坚持实验和试错的实践路径,以最稳妥的方式寻求最优

的实践方案,从而同样具备了实验主义的特质.

(二)横向结构基础:现代中国地方自主性的发展

作为一个试错与互相学习的系统,实验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各局部的自主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实

践差异性.差异是评价和学习的基础,而差异性在我国治理领域的体现主要是地方治理的自主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试图模仿苏联式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体制,实施全面的中央计划,但这

种体制已被实践证明不可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受到挫折.毛泽东总结苏联和我国经验,在«论
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

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14]3 1,这里实际上承认了地方性知识

的存在和区域自主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后,这一观念得到完全贯彻.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央地关系从集权化向分

权化的转变.这集中体现在我国体制改革的“放权让利”战略,以及财政体制中的“分灶吃饭”政策,
特别是 1 9 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清晰的划分了央地间的权责范围,使地方政府主体意识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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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不断加强,追求绝对一致的政治幻想破灭了,地方开始超越统一的国家目标,产生了自身独特

的利益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日益扩大[1 5]1 80.
由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目标的驱动,中国产生了“发展型地方主义”:发展即地方

政府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和重点目标;发展的主要执行者是地方政府,主要目标也是地方利

益[16]26.而中央对地方干部的晋升考核标准也以地方经济建设成效为主要依据,这更进一步刺激了

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强化了地方能动性和自主性[17].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要调

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对这一权力结构的再次确认.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诞生同样是地方自主推动且具备明显地方特色的法治实践成果.浙江省是

中国最早的法治实验发起者之一,在“法治浙江”的地方法治先行实践中,诞生了“全国法治试验田”杭
州市余杭区,并借此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法治评估体系和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从而催生了中国法

治实践学派.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认为,法治中国建设没有现成答案,必须关注一线实践中的问题,
甚至直接参与实践[18].

综上所述,在纵向上,中央在治理上的实验倾向为地方带来了实验空间;在横向上,地方的区域

自主性增强也扩大了地方实践的差异性.可以说,中国法治实践已经自发地出现了实验主义所需

要的基本要素.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也是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并坚持了实验主义的理论方法

特质.当然,这一实践由于缺乏理论自觉和整体总结,尚未形成主动的、可控的、体系化的实验主义

治理形态.本文接下来就以规范性视角,对中国法治实践向实验主义重构的整体路径进行探讨,提
出一种全新的实验主义法治构想,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三、实验主义视域下的法治实践体系重构

上文通过描述性研究,说明了我国在纵向治理传统和横向权力结构两个关键方面已经存在足

以容纳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空间.以下将就法治实践的三个核心要素即目标、结构、方法,进行基

于实验主义视角的考察,以探索其向更为系统化的实验主义法治模式转型的路径.

(一)目标重构: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

作为一个系统,法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目的性,目的是结构、功能和方法的最终指向.法治的目

的问题通常表现为关于法治价值的争论,也即法治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大

致有三种理论方案:抽象理论的权利论、政治实践的功利论和社会功能的秩序论.

1.权利论

这一理论的背景是我国权利话语的兴起,它从抽象的形而上理论推导出发,认为法治实践的目标

应当是保护公民的私权利.这一观点认同权力让渡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本质上来自公民授权,目标也

应当是为人民权利服务[19].而从权力 权利对立的角度出发,权利保护要求通过法治建立权力制衡

体系,并最终以权利制约公权力,以保证国家权力在法律下运行[20],因此法治的核心目标经常被认为

是法治政府建设,如马怀德认为法治国家建设必须要求建立有限有为的政府[21].这一理论取向在我

国学术界几成通说.

2.功利论

这一理论从描述意义上,认为我国法治实践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治目标的.这一

理解有政治实践渊源.改革开放初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目标,邓小平指出,“改革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发展”[22]3 3 2.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动机是经济因素[23].而在确立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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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后,市场对公平竞争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法治建设.

3.秩序论

这一理论从社会功能角度出发,将法治视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认为“法治的目

标是促进利益一致的关系”,以增进个人、团体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作,实现社会团结[24].这一理论的

正面发展是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即认为法治应当追求矫正正义,维护社会公正,以服务于我国和

谐社会构建[25];而这一理论的负面发展则是所谓的维稳思维,片面强调法治的外在价值,而忽视法治

的内在正义追求,当自由与秩序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甚至以秩序侵吞自由,以维护社会表面的

稳定[26].
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普遍暴露了对语义分析方法的忽视,从而混淆了规范和描述的界限.实际

上,法治并非作为分类学对象的实在物,而是基于合目的性的价值构建,因而,法治是个本质上具有争

议性的概念,并不存在所谓语义明确和意识形态中立的法治定义①.法治仅在作观念史讨论时才有语

义学意义,而在现代法治实践中,它应当是规范论范畴的,是纯粹语用学的.因而,一些学者试图采用

下定义的方式确定法治的客观目标,实质上陷入了循环论证而不自知.在进入实践之前,为法治实践

所设立的前置目标只能是纯粹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难免陷入“明希豪森困境”式的价值独断.可以

说,在价值实践领域,所谓“谋定而后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践本身才能厘清和凝聚价值.
实验主义不追求理论的统一性,也反对仅依靠提前设置的理论指导实践,而以实效为指向筹划实

践.我们完全赞同波斯纳的观点,即政策判断应该基于事实和后果,而不是概念主义和原则[27]263 2 64.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样反对以抽象理论来限定真实世界的实践:“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

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将使

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28]73 7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于实验主义取向,反
对以抽象理论推演设置静态的法治目标,而要求基于实验主义原则,设立实验性的框架性目标.这种

目标设立的主要特征包括:(1)从设立主体看,框架性目标是由中央单位、地方单位和利益相关群体共

同设定,且其设立与执行是一体的,即在执行中逐步明确和修正目标.(2)从具体内容看,框架性目标

仅设定若干基本准则,而这些较为抽象的准则保留了充分的解释和探索空间.(3)从实现方法看,框
架性目标不对具体方法做出规定,而由地方单位自由设定具体路径.(4)从既定效力看,框架性目标

并不是终局性的,其具体细节可以根据行动中的反馈不断修正[29].
崔之元教授提出,应当用实验主义治理的“框架性目标”理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若干

战略②,本文赞同这一思路.基于我国权力运行逻辑,我国法治实践的框架性目标,应当基于三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个基本文件而构建.
实际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为框架性目标预留了探索和实验空间.«决定»一方面指出要“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强调“人
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

误”.以上论述明确表明,中央政府将仅负责设置宏观目标,也即给出完整框架性目标的初步架构.
而只有基层对这一初步架构给出自己的理解及解释,一个只针对局部的框架性目标才在基层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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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BostonUniversity Law Review,Vol.69,No.4 (1989),pp.781 822;J.Waldron,″Is the R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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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观点由崔之元教授于 20 1 4 年 4 月 2 9 日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做的题为“理解习近

平的宏大改革战略:总目标和框架性目标”学术报告会中提出.



相对传统的中央单一决策模式,这一实验主义方法所确定的目标无疑更贴合地方实际,而其差异性

也更适合进行评议、比较和学习.更重要的是,基层参与框架性目标确立时,可以(应当)鼓励本地

利益相关群体参与,以提升目标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而如前文所述,经基层确定后的目标也是临时性的,是可以修正的.四中全会«决定»以极为简

练的篇幅,就法治政府建设、法治队伍建设、宪法实施、司法公正、法治社会建设、党对法治建设的领

导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宏观目标.文本的简短和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些目标必然是极具开放性和

解释空间的.以建设法治政府部分“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一条为例,报告提出,要“完善行政组

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但对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
何推进相关内容法定化,却并无明确规定,这就给基层的实验和实践留出了充分的空间.其具体实

践后果必然也存在地方间的差异性,而对比这些实验结果,可以就此宏观框架目标进行再审视,从
而对目标本身的理解不断做出修正.

最后,这种框架性目标还应体现在法治评估步骤中.评估是实验主义法治体系得以运转的关

键步骤,在构建中国法治评估的指标体系时,因为法治评估指标的可量化要求,就同时需要确定法

治实践框架目标的实质及具体的内容,因而不同地区的法治评估指标编制过程,同时就是对框架性

目标的诠释和实验过程.这一过程在外部视角,要考虑与中央确定的框架性目标总体一致;在内部

视角,则要考虑对框架性目标的何种诠释和具体化对法治实践是最有益的.而法治评估的结果就

成为重新诠释、理解框架性目标的新起点.

(二)结构重构: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

系统论认为,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和组织秩序,而系统结构对系统最终

功能产出具有决定性意义[30]288 2 9 2.如果将法治实践视为一个系统行为,则实践主体的关系和组织

运作形式决定了实现法治实践目标的最终效果.在中国法治实践进程中,法治主体结构可以从国

家社会关系、政府内部结构两个方向来理解.
首先,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外部视角看,中国法治实践是国家主义的.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法治

道路是政府推进的,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由于当前中国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及其社会基础和影

响,当前中国的政治资源就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国家自然是法治建设最大的推动力[3 1].改革

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法学理论界基于流行的自由主义话语,对改革开放前的强国家主义进行反思,
并寄希望于以公民社会发育促成政治发展.然而,法治实践结果却再次与理论图景形成鲜明对比,
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以来,国家主义实际上掌握了法治实践话语权[32].虽然理论界对

所谓的“市民社会”发展寄予厚望,但研究表明,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基础薄弱,社会的发展也必须在

国家扶持和控制之下才能进行,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成了国家合作主义,而在中国构建那种完全

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极为困难的[33].这体现在当前法治实践中,就是国家政府部门承担了法治建

设的主要任务,而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的作用被忽视或低估了.
其次,从国家主义内部视角看,中国法治实践的国家权力体系是科层制和条块分割的.可以

说,现在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现代国家体系,而这种现代国家的模型就是韦伯式的

官僚科层制及形式理性的法律系统.这种系统要求现代法律的普遍性,认为现代法律的本质特点

应当包括立法的普遍性和适用法律的一致性,而部门和地方立法则有可能破坏法律的普遍性,从而

是不被信任的[34]245.因而,这种科层制要求中央和地方关系应当是指令 执行模式,中央享有决策

权,地方应准确地执行中央决策,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

秩序地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35]27 7而中

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集中体现为我国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关系中的“条块分割”.虽然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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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我国根据情势变化,通过人事及财政的权力分配调整,促使条块权力格局不断发生变动,但
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性却并未消除[36].

实验主义治理理论早已指出,现代政治决策的系统性失灵有两个原因:无知和不确定.无知是指

国家高层机关远离具体社会事实,而不知如何应对某一具体情况,但基层参与者则更了解情况,对这

种情况,可以通过新合作主义应对,在决策步骤吸纳基层部门和市民参与,而高层完成决策后,基层仍

然仅负责执行即可,因而这一应对方式并没有挑战传统的指令 执行模式.而第二种系统性失灵的原

因是不确定性,这里要面对的社会事实是未曾经历或不断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参与者和中央

机关一样,对社会事实并没有确定的知识,这就要求必须淡化中央和地方在决策与执行上的分工差别

和层级制度,也要削弱区域和部门间的条块分割,采取实验主义路径,通过地方的执行、评议和互相学

习,逐步寻求更佳的决策可能.这种决策 执行模式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网络状的,不仅地方之间

存在着互相竞争和学习,中央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且并不要求地方在实践中完全执行中央决策[37].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加剧了知识的地方性,这也使我们的法治实践必然要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法

治实践的过程也必然是探索和实验的过程.这就使法治实践路径的探寻不应寄希望于少数决策者

的理性决断,而应关注地方自主的路径实验和竞争,这一路径也符合法律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

学理论认为,国家所理性设计的法律制度经常会与社会生活的自然演变脱节,使法律效力与法律实

效发生矛盾,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很可能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38]1 1 3 1 1 5.而实际上,中国法

治建设确实也呈现出地方实验和竞争的态势.首先,中国的经济建设导向导致了中国地方间的区

域经济竞争,而由于制度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正面作用,这种竞争进一步演化成地方制度竞争,甚至

地方法治建设竞争[39],这种竞争产生的后果就是某些先进地区在法治制度建设上的“先试先行”,
即“先行法治化”现象[40].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本身也是中国法治先行地区的法治实验的成果,诞
生于中国法治试验田的实践中,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诞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中国法治实验进

行理论总结,并服务于进一步的法治实践①.
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隐藏了这一结构转变的思

路.«决定»要求,在立法上,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

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按照实验主义方法要求,这里的民主立法绝不应仅理解为代表代议制度,
而应当包括了基层利益和实践经验在立法中的体现.因而,«决定»所要求建立的立法起草、论证、
协调、审议机制、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
以及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措施,都应视

为实验主义中的“制度中转”途径,都应当明确服务于对基层实践经验的收集、评估、推广.其实«决
定»也明确指出,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
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本身就完全符

合实验主义的要求,为实现实验主义法治结构的顺利转型指明了道路.

(三)方法重构:作为路径实验的法治评估

系统论和控制论认为,一个合目的性系统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发展能力就来自系统内部的

反馈机制.具体来说,系统根据负反馈来修正行为,才能维持系统向特定目的运行[41].而具体到实

验主义治理体系内,其体系的反馈机制也就是第三个步骤即同行评议,也就是对已有差异化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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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参见钱弘道«法治指数:法治中国的探索和见证»,«光明日报»201 3 年 4 月 9 日,第 1 1 版;武树臣«法治实践呼唤法治实

践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 3 年 7 月 24 日,第 A08 版;等等.



进行评估的过程,只有经过评估,才能确定实验效果,进而开启下一步的学习和修正步骤,可以说评估

是实验主义体系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方法.而在实验主义法治架构内,这一评估步骤就是法治评估体

系.在目标及结构设定完毕后,评估步骤是实验主义法治体系得以良好运转的关键方法.因而,本部

分所讨论的方法特指作为实验主义法治的反馈控制方法的中国法治评估体系,而非微观的法律技术.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早已认识到评估体系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性.2008 年 6 月,浙江大学法学

院与杭州市余杭区委合作成立了“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专项课题组,并推出了余杭“法治指

数”,成为我国第一个法治评估体系.这一实践引起广泛反响,根据国务院 2004 年发布的«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8 年 1 2 月,深圳市发布了«关于制定和实施‹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

体系(试行)›的决定».2009 年 12 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

见(讨论稿)»,其后,北京、上海、四川、甘肃等地省市级政府纷纷展开法治政府评估,各高校及科研机

构也积极参与法治评估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建立科学的

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更加促进了法治评估的发展.本文认为,法治评估应当进一步发展,
这有待于向实验主义模式转变.可以从法治评估的目的、路径及内容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对于法治评估的目的,有研究者将其总结为“诠释、深化落实、导引、评测”四种作用.其中,诠
释作用是指将评估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客观共识性的认知标尺,以统一政府与民众对法治化标准的

认知;而深化落实作用,则是将法治化要求具体化、微观化,使其从制度设计迈向实质性落实;导引

作用,则是通过对行为的正负激励措施,引导各法治实践主体实现法治化目标;评测作用,则是通过

量化考评,掌握法治实践具体效果,以改进今后工作[42].这一观点实际上将法治评估视为一个绩

效考核体系,该观点秉持的是传统的指令 执行分离的治理模式,认为指标体系的设计者(高级单

位)负责决策,而指标体系的考核对象(低级单位)负责执行决策,指标的主要目标是考察对决策的

执行是否准确.虽然也提及应根据评估结果对决策进行修正,但这一目标并未质疑高级单位在决

策中的垄断地位.这一模式显然与实验主义弱化层级的治理取向不同.在实验主义模式中,评估

的目的是对基层差异化实践进行比较,并促进基层的互相学习,而高层评估主导者的角色是政策中

转者,即要通过评估,将较优的实践模式在系统内推广.这里的决策权是平等地在高低层级间分享

的.当然,通过法治评估产生内生压力,提升官员积极性,倒逼地方法治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验

主义的法治观更注重法治评估的评估、比较、促进学习这些准决策方法作用,在实验主义框架内部,
法治评估体系主要是作为路径实验和政策中转的平台而存在的.

法治评估的路径大致分为三种:内部路径、外部路径及内外结合路径.内部路径,即政府体系

内部自行组织的业绩考核,是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评价过程,甚至与对下级的奖惩措施挂钩.这一路

径的优点是效率较高、阻力较小、便于统一标准、规范力较强,但缺点也极为明显,即公信力不足、科
学性不够、易流于形式等,且由于其明显的“指令 执行”模式特征,当然是不符合实验主义构想的.
外部路径则是政府外第三方独立进行的评估,这种评估形式虽然科学性较高、公信力较强,但由于

我国强势政府的国情,具体操作较为困难,难以统一化标准,且其评估成果难以通过反馈影响政府

决策,无法正式进入治理决策体系,同样不适用于实验主义构想[43].更具可行性的是内外结合的

途径,即政府与第三方合作的评估,如第三方通过政府课题承接参与评估、政府直接委托第三方参

与评估环节、政府委托第三方独立评估等模式[44].实验主义要求评估区域差异,以便学习性决策,
而差异性测量的前提是标准的统一性,因而要求应当保障局部地区内部路径的统一,也即在区域

内,应由区域高层级机关主导和推行较为统一的评估标准;然而,由于行政和学术资源的有限性,在
所有区域、层级和事项上进行无遗漏的评估是不可能的,而从实验主义统计原理上看,也是不必要

的.解决这一悖论的可行方案,是采取分层抽样的统计学技术,即在区域内就某一个法治事项,由
高层级机关主导,按照由专家群体制定的标准,根据地区各局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选出一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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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区域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方式一方面可以以较低成本保证实验主义体系的运

行,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评估异化为内部绩效考核.
最后,法治评估的内容按其评估指标属性,可以分为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主观指标即人们对

法治的主观感受,这种指标形式测评的效度较高,真实性容易保证,且指标的设计、编制和收集成本

较低,但缺点是主观性较强,容易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非理性和波动性;而客观指标则

是对制度事实及其具体后果的测评,其优点在于可以克服主观性,保证科学客观的测量结果,但设

计和实施难度大,数据真实性不易保证[45].实验主义认为,评估内容应该服务于整体性的法治实

践决策循环,应当成为新的决策循环依据的信息和知识来源,因而,指标设计的形式是次要的,应当

针对不同的决策需求进行差异化的指标设计,以提供决策所需的知识.比如,新的决策循环可能包

括目的再设定和制度再设计,其中,主观指标能更好地体现民众对现有制度目标的满意度,因而更

适于为目的设定提供参考,而客观指标则能更精确地测量现有制度的各项要素的完备情况,因而更

适于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而实验主义淡化绩效考核色彩的取向,也使得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更高.总之,由于在实验主义法治体系内,评估指标的设定标准不再是方法论导向———主要关注其

真实性和有效性,而是转化为目的论导向———主要关注其是否能为决策提供所需的信息和知识.

实验主义一直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方法论之一,本文是对这一方法论的体系化和理论

化.这一理论构想不仅是对世界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和批判,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经验

的总结和升华,更是对近年来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重大部署的深入分析与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一

极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下,可以有效地阐释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探索法治政府

建设和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厘清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关系,并为一系列法治实践重大问题的解

决提供可参考的思路.本文提出的实验主义法治这一初步构想,尚有待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推进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实验主义法治理论也将为中国特色的

法治实践提供理论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提供新视角,为中国国际法治理论话语

权的扩大提供有力的论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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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部力著———评«两宋萧山渔浦考»

王建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02)

萧然客先生的«两宋萧山渔浦考»一书,近日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萧山渔浦屡见于史籍,北宋已立为镇,南渡后以其濒临首都,成为钱塘江上出入临安府的重要渡口.市镇之外,其地设

巡检寨,有铺有驿,又因盛产盐、酒,日渐繁荣,蔚为大观.历代名士题咏、绘画者众多.宋亡之后,时过境迁,旧地遂不为人

知.该书从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中爬梳剔抉,去伪存真,全面考证了两宋萧山渔浦的地理位置、建置沿革、山川人物,辑录

了宋代渔浦的诗歌、绘画,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这一湮没已久的历史名镇风貌,堪称微观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部力著.
该书秉承了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则,诸如竭泽而渔,孤证不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等,这一点尤令人印象深

刻.傅斯年先生曾经倡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原则,本书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作者对渔浦的考订

涵盖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历史文献,高效利用了当今互联网和专业文献数据库所带来的便利,“坐拥书城,秒杀万卷”(作者

语),更关注和使用了容易令人忽略的宗谱、碑刻、舆图、绘画,以及历史照片、卫星地图、考古报告、新编乡镇志等,基本上穷

尽了这一专题的所有资料.
实事求是,持论公允,也是朴学的原则.渔浦重名者多,仅萧山附近各县就有钱塘、富阳、上虞等多处.所以,名家歌咏

渔浦的作品,各地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多争之以为咏本县之作,古今概莫能外.而本书则力避此病.如陆游«渔浦»诗:“桐
庐处处是新诗,渔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随潮入县伴潮归.”自«嘉靖萧山县志»以来,都认为此诗是咏萧山渔浦

的名作,本书则经过细密的考证,令人信服地指出此诗实为咏桐庐渔浦.作者真正做到了归纳文献资料以立论,而非先立

论再寻文献以证之.书内征引文献,无不力求善本,宋刻元椠比比可见.其中包括了许多海外文献,如渔浦人华克勤题款

的«地藏菩萨像»,现存于日本京都慈照院,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布.
作者对引文的异体、俗写、通假、别字之类都尽力保存原貌,并未统一.这些细节除了作者,读者恐怕不会如此注意.

这极费工夫的事不仅是作者求真存实的追求,也是“古之学者为己”的一种追求吧.
在宋史研究上,萧山渔浦是个微乎其微的题目,为很多学者所忽略.不少人提及它时往往沿袭前代学者的现成结论,

不加辨析,因此历代相沿,常常以讹传讹.学术研究当然需要宏伟的史论,而史论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个对小题目深入研

究的具体而微的基础上,否则,恐怕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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