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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视角下的中国司法
———以国家能力为核心

□　 郑智航

山东大学 法学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所谓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 ｍａｋｉｎｇ 或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简要地说，就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的制度与文化整合措施、活动及过程，其基本目标是

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能对社会与全体民众进行有

效动员与监控的政府或政权体系。 一直以来，中国

司法都是实现国家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承担着国

家权力下沉，重塑国家权威的政治功能。 因此，中国

司法具有强烈的“嵌入性司法”的色彩。 近年来，学
者们开始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研究中国司法权的运

作。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忽视西方国家建构相关理论出台的具体背景

和所要解决的具体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第二，具
有强烈的建构性色彩，缺乏从国家建构理论出发对

中国当下司法进行反思性研究。
国家能力理论包括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性相互依

赖框架和国家机构之间协调和沟通框架。 国家能力

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的“国家—社会”二

元的分析框架。 国家能力理论认为“国家—社会”
二元框架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法治，将国家与社会简

单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以自主性为核心的“专断性

权力”，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渗透性权力”对
于国家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因此，国家的自主性

是一种嵌入社会但又保持自主能力的“嵌入自主

性”。 相应地，国家建构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单

纯的自上而下、国家中心的建制进程，而且是通过国

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若干制度建构，
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强化的过程。 国家与社会

的治理性相互依赖模型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外

部关系的问题，而国家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模型

解决的是国家内部关系的问题。 它强调的是法律与

政令能够在国家科层体系中得到有效传递。
国家能力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性相互依赖

模型强调应当将司法嵌入社会系统中，推动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正和博弈。 提升国家司法能力，也就意

味着需要增强司法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性相互依赖中

的作用，驯服社会权力和社会结构对司法活动的影

响，从而实现司法的“嵌入自主性”。 在这种“嵌入

自主性”看来，司法活动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社会去

实现一种司法独立和司法自治，而是与社会保持一

种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在事实上构成的是卢曼

意义上的“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在卢曼看来，一个

复杂的社会由于功能分化会分成诸多的次系统。 这

些系统之间构成的是一种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而信

息在本质上是系统内部自身建构的产物，并不能穿

越系统的边界。 系统将外在环境的噪音有选择地识

别为信息，并为系统运作所利用。 法律系统就是以

功能分化为主的现代社会所形成的独立的社会功能

次系统。 因此，法律绝不能离开社会，离开个人，离
开我们这个星球上特定的物理和化学条件而存在。
但是，这种与环境的联系建立在法律系统内部自身

运作的基础上。
一个强国家的司法是能够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性

相互依赖中保持这种“嵌入性”自主性的，即司法活

动是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活动，既要受到社会权

力系统的影响，又能够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因此，从
国家建构视角来看，如何提升司法能力水平就转变

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司法活动如何对社会变迁作

出积极回应，从而确保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

动关系；二是，司法活动如何在既有社会权力和关系

格局的影响下保持一种独立自主性。 在卢曼看来，
法律系统是一个在规范上封闭而在认知上开放的系

统。 换言之，社会对司法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

通过系统 ／环境的方式进行的，社会对司法的要求只

能以激扰的方式产生影响，即司法者面对社会需求

时，应考虑如何促使人们反思能否从事某项交易行

为或法律行为，而并不能决定这项交易行为或法律

行为的实际后果。
近年来，中国也试图运用司法的方式来促进国

家与社会的互动。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倾

向于司法除了具有纠纷解决的功能以外，还具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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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发展，回应时代需求的功能。 在具体的司法

实践中，法院也采用了司法解释、司法建议和直接执

行公共政策等方式来对积极实现这项功能，从而提

升国家与社会治理性相互依赖框架下的嵌入自

主性。
但是，司法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性相互依赖中

“嵌入自主性”不足直接影响到促进国家与社会互

动功能的发挥。 这种“嵌入自主性”不足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法系统缺乏按照程式对法

律之外的社会知识进行有效遴选的能力，致使社会

系统直接侵入司法系统。 第二，司法机关难以对社

会发展与变革发挥有效的助推作用。 第三，司法机

关缺乏长期规划和经济分析的能力。
在国家能力理论框架中，一个国家能力强大的

国家必定是法律和政令在国家科层体系内部、上下

级机构之间得到迅速和有效传递的国家。 就中国而

言，提升国家能力，加强国家建构就必须既能克服

“条条”分割引起的法律和政策传递失真，又能克服

多部门之间因“块块”分割而引起的合作困境。 这

也是中国不采取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

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政府看来，立法、行
政、司法三个机关之间进行权力分立和制约容易产

生矛盾和摩擦，出现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困境问题。
因此，从国家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角度来看待中

国司法对于提升中国司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有效执行法律、实施管理是行政领域

制度设计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国家特别强调权限的关联性乃至功能的一体化。
学者们将这种权力纵向格局称为“条条”关系。 它

指的是不同层级之间纵向贯通的、工作性质一致的

职能部门和机构形成的一种体系。 在该体系中，中
央机构的目标往往具有指导性和整体性，而地方机

构则根据自身偏好和行为能力的强弱显现出更为明

确和具体的、具有本地化特色的地方目标。 作为国

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上下级法院也被纳入条条关

系的管理模式中。
国家往往将法院系统按照条条关系来进行设置

和管理，即上级和下级法院机构之间遵循严格的科

层制逻辑，一方面法院系统内部会设立上下级相对

应的法律机构来进行对口管理，并坚持“下级服从

上级”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上级法院不仅在审判

业务上，而且在下级法院院长选任上，表现出极强的

司法能动。 这种条条关系对法院的司法活动产生了

重要影响，导致“法院内部的权力向庭长、院长等领

导者集中，下级法院的权力向上级法院集中，地方法

院的权力向最高法院集中，从而形成一种上命下从

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体系”。 这种压力型体制极有

可能把法律外的因素通过科层制体制引进到司法活

动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法律轨道。 下级法院

或法官为了降低司法风险和规避司法责任，往往采

取一系列积极的应对策略，从而使司法活动失真。
具体司法活动中的司法失真的表现，主要有尽量调

解、主动请示、替换政策等。
按照贺东航和孔繁斌的说法，中国重大的公共

政策往往拥有一个目标群，这些目标分别指向不同

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和配合，从而形

成多元参与者的复杂网络关系，这种“政策的多属

性”反映了中国政策执行网络的“块块”特征，并形

成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块块关系。 受政法传统的影

响，法院往往被纳入同级党委和政府的这种块块关

系中，也需要完成一定的目标任务。 在此块块关系

中，中国试图通过以党领政、党政合作机制形成的党

的高位推动来解决因块块分割形成的合作困境。
在实践中，法院的主要职能在于定纷止争，解决

矛盾和纠纷，其优势在于适用法律作出判决，而不在

于配合块块关系中其他部门执行政策。 它也难以实

现同其他部门的整合。 这种目标的外在强制性与手

段的内在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法院的策略选

择。 具体来讲，法院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策略。
首先，简单地复写党委的政策。 “党管干部”是

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党的组织

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一项有力保障，更是党具有

高位推动能力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为法官确立了一个业务系列，但是，中国法官往往还

具有一个行政职务系列，这个行政职务系列的级别

和职数是由同级党委的组织部来确定的。 倘若法院

不积极履行同级党委的政策，并与同级党委保持良

好关系的话，就会在行政职务系列认定方面吃亏。
然而，在实践中，党委的政策往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和原则性，而且转换不好，就容易犯错误。 为了防止

出现政治不正确，法院往往会简单地复写党委的政

策，即将党委的政策一一映射式地在法院系统内部

进行传达，在实质上却没有将党委的政策转化为一

种司法技术，这只能是一种表面上的“认真”。
其次，提高立案审查标准，尽量不立案。 在块块

关系中，政府部门本应和法院建立起一种信任和合

作关系，但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贯彻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法

院之间往往会因块块分割而进行零和博弈，甚至在

某些场合，政府机关和信访部门会将矛盾引向法院。
例如，政府在遇到针对政府机关自身的上访或房地

产纠纷、物业管理纠纷而引起的上访时，会鼓动甚至

暗中组织当事人到法院起诉，从而将行政矛盾转为

一种司法矛盾。 信访部门为了减少自身的麻烦，也
往往会将进入司法程序的上访案件，排除在接访案

件范围以外。 这些上访案件，法院即使判决了，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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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执行。 于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会转移到法院，面对

这种转移矛盾的行为，法院往往会采取提高立案审

查标准，尽量不立案的应对策略。
再次，尽量不去触及行政权的核心层。 在党的

高位推动下，司法权作为一种裁判权和保守的力量，
本应当对行政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校正以实现司法权

与行政权之间有效的整合。 例如，近年来，参与社会

管理创新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这项政策在党的

高位推动下被分别指向不同的职能部门。 为了配合

政府部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法院加大了司法建议

的力度。 当法院发现不属于法院管辖的违法乱纪问

题并转有关部门处理的同时，向该违法乱纪部门提

出司法建议，必要时还将司法建议书抄送其上级主

管机关和有关部门。 然而，“揭别人伤疤往往是很

疼的”，甚至会招致对方的反击，而且“强行政、弱司

法”的体制格局，都会使法院左右为难：倘若不进行

司法建议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法院就会在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政策方面显得“慢半拍”，与“全国上下

一盘棋、拧成一股绳”的意识形态不符；倘若直接与

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权“硬碰硬”，又会使自己“碰
得头破血流”，吃亏的还是法院。 在法院看来，“那
些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政府部门能够抵御来自法院

的压力，而较弱的部门则不得不屈从。 于是似乎只

要行政机关越弱势，依法行政就越可能得到推进”。
因此，法院往往会选择处于行政权末梢的或不那么

重要的机关或部门作为司法建议对象。
通过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性相互依赖框架和国家

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框架，可以发现中国司法能

力还是比较弱的：一方面，法院在通过司法促进国家

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并没有保持一种嵌入自主性；另
一方面，作为条块关系中重要一环而存在的法院，既
因上级法院的集权而引起司法失真，又因目标的外

在强制性与手段的内在有限性而陷入合作困境。 因

此，从国家建构角度来提升国家司法能力这一命题

就可以转换成如何增强法院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提

升嵌入自主性和如何避免法院在条块关系中出现司

法失真和合作困境这两个基本问题。
应该进一步强化自治型司法理念在司法嵌入自

主性的基础地位。 从理论上讲，试图通过司法解释、
司法建议和直接执行公共政策等方式来促进国家与

社会互动之所以效果不佳，原因在于中国将建立在

“嵌入自主性”基础上的司法模式等同于回应型司

法模式。 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回应型司法是建立

在自治型司法较为成熟的基础上的。 其实，回应型

司法是以自治型司法为前提的，并且是要克服自治

型法固有的缺陷与不足的。 就中国当下的司法现状

来看，法律形式主义传统尚未完全建立，法院和法官

权威也没有确立起来。 中国司法建设最主要的任务

是要确立自治型司法的基本传统，过分强调司法的

回应型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国家的司法能力。
因此，相互依赖中的司法嵌入自主性强调司法活动

必定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一种

“激扰”，而不是直接侵入。
为了解决条条关系因为压力型体制而引发的司

法失真问题，提升中国的司法能力，中国应当进一步

优化审判权配置，科学定位四级法院的基本职能。
笔者倾向于傅郁林、何帆等人的职权配置路径，将基

层法院的职能定位于分流案件、解决纠纷；将中级法

院的主要职能定位为依法纠错，定纷止争；将高级法

院的主要职能定位为再审监督，指导审判；将最高法

院的主要职能定位为形成规则，统一法律适用。 尽

管近年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进一步明确各级法院职

能分工和工作重点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四级法院职

能定位，但是，他们主要强调的还是基层法院、中级

法院和高级法院的职能定位，而对最高法院的职能

定位则较少涉及。 与此同时，法院应当对司法裁判

权和司法行政权进行区分，对上级法院的执行统管

权、人事协管权、保障管理权等职权作出具体规定，
明确上下级法院在司法人事、档案管理、司法警务、
司法统计、纪检监察等司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范围

与程序，并将这些权力和事务纳入科层制管理体系。
中国甚至可以积极探索将司法行政工作从法院系统

中剥离出来，成立诸如美国联邦司法管理局之类相

对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司法行政工作。 另一方面，中
国应当在遵循司法权运作规律的前提下完善法官考

核体系，应当将改判、发回重审和不服判息诉的案件

进行分类，并且主要考虑因为程序错误而改判的案

件数量、发回重审后在原定事实上基础上被改判的

案件数量，而不能笼统地考虑改判率、发回重审率这

些数据。
至于块块关系中的合作困境，笔者认为除了发

挥党的高位推动优势外，还应当加强多属性治理。
增强块块中各个部门的信任、合作和整合对于实现

多属性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整合法院、政府

机关和部门，推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时，应当充分意识

到法院功能的有限性。 法院和政府机关及其部门最

大的区别在于以权利与义务为线索，以规范与逻辑

为判准，以程序合法性为生命来运作。 法院受制这

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必须对政策进行一种法律技术

上的转换，因而在功能上也就具有一定的限度。 第

二，需要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明确各个部门的具体

职责，坚决防止其他部门利用职责模糊，将社会矛盾

和纠纷引到法院，从而避免“相互推诿”现象的出

现。 第三，把配合法院执行作为政府部门考核的一

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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