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是否可以说，民法典的核心就
是“民”？请问民法典编纂如何体现以人民为中
心？

王轶：第一个方面，编纂民法典就是要回
应“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那么“中国之
问”和“时代之问”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我们
可以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找到答案。党的十
九大报告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我们编纂的民法典就是
要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要去解
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所以民法典编
纂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编纂民法典的立法目标。

第二个方面，跟前面谈到的民主性有关。

在整个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哪些规则写入
民法典，写成什么样，都是以人民的意志为转
移的。比如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最后写入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就是今天中国人都能够接受、普遍认同的一
种价值判断结论。所以民法典编纂的过程，就
是一个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分享的价值共
识、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价值判断结论，
变成民法典中法律条文的过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以99.8%的
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就是对这部法典秉承人民至上的立法宗
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思想的充分
肯定。

民法典编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编纂民法典的立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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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作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
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您认为民法典编
纂如何展现中国特色？

王轶：这次民法典编纂，无论是编纂方
式、编排体例，还是编纂步骤，都有我们自
己的特点。

就民法典编纂方式而言，特别充分地体
现了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民主性体现在
多个方面，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总则
的草案，对民法典各分编的草案，对合体审议
的民法典草案每做一次审议，就会适时公布
一次全民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进行意见的
征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渠道对民法
典的编纂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人们意见最
集中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全国妇联
和各级妇联，反馈给立法机关非常多的具体
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采取到各地座谈的
方式去了解人们对民法典编纂的具体意见
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同志，也
多次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第一手情况。
以上做法就为民法典编纂民主性的实现提
供了可靠的机制保障。民法典编纂的科学性
也有充分体现。记得2015年3月20日民法典
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时，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
主任的胡康生同志介绍，当年《民法通则》以

及一系列单行民事法律的起草采取了立法
机关、实务界、学术界三结合的方式，很好地
保证了立法的科学性。此次民法典编纂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仍然坚持了立法机关、
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三结合，所以中央确定的
民法典编纂的牵头单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参与单位有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作为主要参与单位，
2015年4月14日，中国法学会党组就宣布成
立了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
组织和动员学术界积极参与到民法典编纂工
作中；同时还通过中国法学会会员部，动员各
地方法学会去进行民事法治第一手资料的收
集和意见征集工作。

就民法典的编排体例而言，人格权独立
成编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开
创性。民法典采取七编制，总则和六个分编相
结合，也是属于非常独特的编排方式。

就编纂步骤而言，也有特点，是采取了
“两步走”的做法。第一步是起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步是进行民法典各分编
的编纂工作。分编的编纂既有以现行的民事
单行法为基础进行的，也有从几条规定变成
单独一编的。

这次民法典编纂，无论是编纂方式、编排体例，还是编纂步骤，
都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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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您说民法典的编纂对于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那么，民法典颁布
实施的世界意义是什么？

王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谈到有重要
影响的民法典，人们首先会想到1804年的法
国民法典，这是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换阶段，对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做出整
体回应的一次尝试；其次是1900年施行的德
国民法典，它是工业文明趋向成熟的时候，对
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做出的一个整体反

应。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
交汇期，人类文明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
人类正由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站在这个
重要的历史时点，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
要求，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通过民法典表达
我们的看法，并做出整体的回应。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可以为人类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所以，我们希望这部民法典不仅仅是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
也是整个人类的。

希望这部民法典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仅是中华
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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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通常而言，一部法律的制定，
总要呼应“时代之问”。那么，民法典编纂如何
展现时代精神？

王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
核心、最关键的任务就是要为“时代之问”交
上一份合格的中国答卷。所以在民法典编纂
的过程中，必须要回答好二十一世纪第二个
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交汇期，我们所面对的
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

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内容丰富，择
其要者，谈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如何有效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是民法典编纂首先需要面对的

“时代之问”。我们编纂的民法典应当致力于
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最为基础和重要的
法治保障，应当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所对应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民法典将人
格权法独立成编，高度重视人格权益的确认
和保障；全方位多角度回应民生关键问题，就
是致力于妥善回答这一“时代之问”。

二是当下我们进入到了人类文明发展历
程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人类正在从工业文
明迈向信息文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
型，提出了很多具有时代性的新问题和新要
求。

略举几例。其一，如果说煤炭和石油是工
业文明时代的能源，那么数据就是信息文明
时代的能源，我们就需要回答数据究竟在民
法典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信息文明时
代还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财产类型，这就
是网络虚拟财产，民法典又应当给网络虚拟

财产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民法典总则编第127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立足当下我们
分享的价值共识作出的一个初步的回应，未
来还要继续观察，深入讨论，力争形成更多共
识。其二，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如果从事与
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研
究活动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民法
典人格权编第1009条强调，“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
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其三，信息文明背景下，个人信息的保护就变
成了一个非常突出和现实的问题。民法典总
则编第 111 条、人格权编第 1034 条至第 1039
条立足当下我们分享的价值共识，作出了较
为周全的回答，明确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
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并对处理个
人信息确立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原则；对信息处理者提出了明确的
法律要求，强调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篡改其
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等。其四，工业文明阶
段，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常常是伴随着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能力的提高，所以环境和生态
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当下应该有和信息文
明时代相适应的，对环境和生态去进行保护
的立场、态度和办法，民法典不但在总则编确
认了绿色原则，还在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
任编将其落实为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则。

民法典的时代精神不是刻意追求出来
的，就是在致力为这些“时代之问”交上一份
合格中国答卷的过程中，自然展现出来的。

编纂民法典，最核心、最关键的任务就是要为“时代之问”交上
一份合格的中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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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民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民法典编纂项
目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第六届全
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称号，参与合同法、物权
法、侵权责任法、民法典等专家建议
稿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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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王院长好。编纂民法典，
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座
里程碑。您怎样看待它的里程碑意义
呢？

王轶：民法典出台的意义，重大而
深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定要编纂一
部民法典，一定是意味着这个国家、这
个民族希望借助民法典的编纂来表达
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
法，这就说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认为
自己准备好了，有能力，有勇气来回答
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中，
最核心和关键的就是如何看待人的问
题，如何看待家的问题，如何看待社会
的问题，如何看待国家的问题，如何看
待人类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自然的问
题。借助民法典的编纂来表达我们对这
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这既可以增强民族
的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
让人类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能
够通过民法典了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
的民族，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
于实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至
关重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
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当下
的主要矛盾。民法典的出台，一方面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基础性
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民法
典工具箱中包含的协调社会关系、组织
社会秩序的工具能够在解决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的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

湖南日报：民法典适用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重点问题有哪些？

王轶：民法典是用有限的法律条文来
应对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平等主体的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
财产关系，可以说类型丰富，数量惊人。民
法典1260个条文，有很多专业、抽象和概括
的术语，这些专业、抽象和概括的术语不少
是属于内涵和外延尚不明确的框架性概
念。在进行民法典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这
些框架性概念必须要立足民法典中已经形
成的法律共识，再结合社会生活的具体类
型或者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去寻找更
加具体的法律共识。这样才能够保证民法
典在编纂完成之后，既能够从纸面上的规
则变成生活中活的法律，又能够保证民法
典在实际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会背离它
追求的立法目标和立法意图，这是在法律
适用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此次民法典立
法活动被称作“编纂”，编纂就不是简单的
汇编，有编又有纂。民法典1260个条文，是
有体系、有逻辑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散乱
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进行民法典法律适用
的过程中，不能一个问题只看一个条文，还
要看跟它有体系关联的那些条文，是不是
也跟特定问题的解决是有关系的，以避免
在进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出现偏差。

此外，在适用民法典的过程中，还要秉
承类型化和体系化的思考方法。民法典编
纂的过程就是一个运用类型化和体系化思
考方法的过程。在进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
要继续坚持类型化和体系化的思考方法，
类型化就是要把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
生活类型对接起来，体系化就是要发现不
同法律条文，发现不同生活类型彼此之间
的内在关联，只有这样，法律适用的过程才
是比较稳妥的过程。

湖南日报：行百里者半九十。民法典为
未来民事法治预留了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王轶：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完成，绝不代
表着民事法治建设就大功告成了，这部法
典不但为自身未来的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
间，也为与民事法治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
乃至司法解释的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民法典中有不少未尽之言，对于我们
还没有能够凝聚足够价值共识的问题，可
以留在将来通过制定法律，通过修改、完善
法律的方式来予以回应。民法典为与民事
法治相关的这些法律未来的发展所预留的
空间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民法典人格权
编尽管对个人信息保护已经做出了满足今
天价值共识的回应，但未来的发展仍然会
提出一些新的挑战，所以像《个人信息保护
法》《数据安全法》的制定都已经提上了日
程。再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如
果自动续期的话，续期费用的缴纳和减免，
将来也可以通过对现有的综合性法律或单
行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等方式，来做出相
应的回应。

与民事法治有关的行政法规的发展，
民法典也预留有空间。前面提到，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自动续期时续期费用
的缴纳和减免，民法典物权编确认，也可以
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来做出回应。可
见，行政法规对于推动未来民事法治的发
展，也有自己的用武空间。

就司法解释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已经
开始着手进行与民法典有关的司法解释的
起草工作。

可见，我们的民事法治将会继续向前，
不会止步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被称为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会在将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过程中，
发挥着越来越基础、越来越关键、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重大成果。5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民法
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
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
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就
民法典制定、颁布、实施的有关问题，湖
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院长王轶教授。

编纂民法典，说明国家、
民族有能力、有勇气来回答人
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实
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目标至关重要

保证民法典在实际法律适用
的过程中，不会背离它追求的立法
目标和立法意图，是特别需要
注意的

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完成，绝不
代表着民事法治建设就大功告
成了。我们的民事法治将会继续
向前，不会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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