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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人民调解制度正在复兴。在复兴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基本的理念、价值取

向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梳理，由此可能深层次地影响人民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基于当前

人民调解制度的复兴趋势，详细阐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体性和工具性理念，并继而切入人民调解制

度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价值。在详细阐明制度背后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后，本文指出，人民调解制度的现

代复兴，正是理念和价值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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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人民调解制度正在重新复兴。但对人

民调解制度的认识仍然主要以历史考察为主，复

兴的原因也主要从人民调解的文化属性［１］［２］和功

能属性［３］切入寻找答案。但是，对于这一制度更

深层次的独特性，有关的认知尚没有较为完整的

梳理。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其基本的运作逻辑

也可能出现歪曲。①

为此，本文将对当今重新受到重视的人民调

解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从制度运行的理念和

价值层面切入，然后进入具体的运行机制之中，联

系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特殊语境，以及我国社会转

型过程中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所出现的特殊状况，

将人民调解制度从理论上加以探源，深入探讨人

民调解制度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理念，澄清制度

设计与理念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更清晰地认知

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价值，也更好地发挥人民调

解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中的独特作用。

一、人民调解制度的理念

２００９年，《人民调解法》被列入全国人大立

法规划。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立法工作

计划，司法部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以来人民调解

的工作经验，起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 （草案）》，并于２００９年４月报请国务院审议。

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国务院第１１０次常务会议决定

将该草案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

家立法机关对人民调解立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坚

持科学立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深入调查研

究，广泛听取各部门、专家学者的意见，公开向

社会征求对 《人民调解法 （草案）》的意见，收

到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共２８７１条。经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草案反复酝酿与修改，终于在２０１０

年８月２８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上，高票通过了 《人民调解法》。

随着 《人民调解法》的正式颁布施行，伴随

着制度走向实践所在遭遇的各种问题，人民调解

复兴的语境要求我们结合这部法律的规范性条文

挖掘其背后的支持理念。所谓 “理念”，是个外

来词，是经希腊语ｉｄｅａ翻译而来。愿意指的是

“图画”和 “模型”，现代大多意为 “思想”和

“观念”。柏拉图以理念指代永恒不变而为现实世

界之根源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的实体，是事物

的原形，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唯一真实的存

在；康德认为理念是从知性产生、超越经验可能

性的概念；黑格尔则认为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

绝对统一。在实际运用中，理念已远远脱离了其

通常的 “想法、念头、主意”等较为生活化的肤

浅含义，它指的是 “在一定世界观之下的某种基

本立场、观点和追求”。

理念与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都是形而

上的语词，但理念决定了价值，价值是具体化的

理念，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反映出来的理念的具体

形式。人民调解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历程，

如果不是历史的偶然，那么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根

深蒂固的理念。在进行历史梳理时，我们进行总

结时曾经提到了人民调解的几大特征，虽然没有

展开论述，但支持这一制度的理念却已经初步呈

现，只是没有以法哲学的语言表现出来。

本文以为，人民调解制度能够重新走向复

兴，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的偶然、运动化司法理

念的结果②，而恰恰是这一制度的内在理念使得

它顺应社会正常的发展趋势，符合社会对纠纷解

决方式的正常需求。人民调解制度所内生的主体

性理念和工具性理念使得人民调解制度能够超越

—８９—

①

②

主要是指司法化和行政化的表征。司法化和行政化不仅在学界有表征，在实践中也大量出现。在学术研究中，

司法化倾向曾是 《民事诉讼法》制定时期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如熊先觉先生提出，人民调解除民间性或群众性之外还

具有司法性，或称 “司法辅助性”，或 “群众司法性”，认为 “人民调解”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属于国家司法制度体系

的范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相关介绍参见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载 《法学家》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范愉教授曾经对运动化司法理念提出批判，指出虽然运动能够实现造势、启蒙、促进改革、推广普及、扩大

效果等非常规效果，但运动化司法理念指导下的调解存在着种种弊端，如经常化运动的持久力不足问题，因由上而下

而造成的和社会需求脱钩问题，甚至直接突破了多元化理念、导致一元化的效果。这些都是运动化理念所造成的不良

效果。参见范愉：《调解运动与调解年》，载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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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司法的膜拜，重新走向前台。同时，这些

基本理念如果有力地得到坚持，也将保障人民调

解制度健康发展，避免走运动化的路子。

本文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人民调解制度

的支持理念有主体性理念和工具性理念之分。主

体性理念主要是从人民调解制度设计的指向而

言，而工具性理念则更多地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

进行考量。因而，主体性理念更多地和人民调解

制度的属性相切合，而工具性理念更多地和立法

者的立法目的以及制度价值相一致。

（一）主体性理念

关于人民调解的研究中，目前尚未有从法哲

学角度对这一制度设计进行挖掘的研究。由于

《人民调解法》适用的纠纷类型是民间纠纷，而

这部法律本身又是包含了有关人民调解的基本

法、组织法、程序法、行为法的集合体［４］，因

此，这部法律基本理念就很难从公法、私法的分

野进行分析。① 尽管如此，如果追寻现代司法理

念的演变历程，我们仍然能够寻找出其一些基本

的脉络。

主体性 “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

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

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５］。关于主体性

的研究自古有之，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阶段，那

时的哲学家主张以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为轴

线来发现和认识人的主体性，这一时期的哲学思

想实现了从客体出发研究客体到从人出发认识事

物的重要转变，使人的主体性被发现。比如，普

罗泰戈拉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

为哲学家的使命是 “认识你自己”；柏拉图认为

世界的普遍本质是精神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指出

把握事物必然性的必要方法，是求助于作为人们

认识活动内驱力的心灵的机能作用和主观条

件［６］；等等。当然，限于时代的局限，古希腊时

期哲学的主体观还处于萌芽状态， “人是主体”

的思想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古希腊哲学中的主体

并不特指人。②

虽然如此，古希腊哲学中的主体意识也要超

过西方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哲学中，到处充斥

着神和人、灵与肉的对立的思想，探讨的虽然是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但神学世界观下的哲学

理念中，主体是人的精神与神合一：客体是人的

肉体与外界自然的结合。在神权的压制下，人的

自由、能动性十分有限。“西方哲学由古希腊阶

段经中世纪到近代的演进，可解读为人类的精神

由朴素的主体意识在异化为对象意识之后重新回

归到主体意识的过程。”［７］

近代西方主体性思想以主体意识的高涨以及

主体性的思维方式为显著特征。笛卡尔 “我思故

我在”的命题揭示了一个道理：思想活动不可能

脱离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思想者而存在。康德则提

出 “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把认识的客体中心

转为主体中心，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揭示了主体的

能动创造性。康德的自我意识概念具有真正本体

论的意义，其所凸显的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的、

能动的本质。康德得出的 “人是目的”的结论是

传统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得出的最大成果。黑格尔

则在唯心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创立了唯心主义主体

观，认为主客体的自我扬弃的同一是绝对精神的

自我实现过程。马克思主义则第一次实现了唯物

主义主体观，认为主客体都由实践而来，正是实

践导致了主客体的不一致，但实践的发展可以使

得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一致成为可能。这就正是实

现了哲学唯物主义和主体性原则的统一［７］，对法

—９９—

①

②

《人民调解法》所界定的人民调解范围为 “民间纠纷”，应该说，这一立法术语是 “开放性的”，它既不同于法

律上的 “民事纠纷”，也不同于通常称的 “社会矛盾”或者 “人民内部矛盾”等术语，是对于那些具有普遍性、多发

性、广泛性，情节比较简单，法律后果比较轻微等特点的多种纠纷的概括，其具体种类和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变化，既可能是民事纠纷，也可能是行政纠纷，还可能是轻微的刑事纠纷。这一术语的适用，直接保障了人民调解制

度的开放性，也充分体现出人民调解制度设计的主体性理念。

这直接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古希腊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奴隶社会阶段，奴隶没有平等的人格，

不是法律等制度的主体。关于古希腊及西方法哲学历史的介绍，可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

学流派》（上、下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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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念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法治理念的文明演化

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主体性精神的体现，具体到人

民调解这一具体制度上，主体性理念具体细化为

权利本位理念、平等理念和自由理念。

１．权利理念

人民调解制度是以权利为本位的，在一定程

度上而言，人民调解制度将社会主体的主体性在

纠纷解决领域中发挥到了极致。① 权利本位理念

是由人民调解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直接体现在

人民调解的制度设计之中。人民调解的权利本位

原则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说是源于私权本位理念，

因而题中之意就是对纠纷主体的资格确认。② 但

同时，权利理念又超越了私法上的权利本位理

念，个人在尊重自己权利资格、尊重他人的权利

的同时所处置的纠纷类型、采取的处置方式、启

动调解的方式、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和履行调解

协议的方式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权利。

（１）调解主持者的选择性。人民调解赋予了

纠纷双方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人民调解制度没

有将自己设定为一种理想型纠纷解决方式，虽然

人民调解制度常常被称作社会矛盾的 “第一道防

线”，但该制度并不具有任何的强制性，而是赋

予纠纷当事人完全的选择权。人民调解委员会本

身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也就要让人民群众自己

组织起来，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由于纠纷当事人在接受人

民调解时，可以自己选择或双方共同选择他们认

为恰当的人民调解员，而人民调解员则由群众性

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实践中，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们基本上都是直接参与纠纷解

决的调解员，这就保障了在主持人的选择上，纠

纷双方当事人具有充分的选择权。一般而言，人

民调解所适用的纠纷以就近为原则，这也就保障

了纠纷当事人充分参与到人民调解员的选择上。

（２）调解程序的启动。根据现行制度设计，

是否启动以及如何启动人民调解程序，纠纷双方

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纠纷发生后，当事人

可以选择不启动人民调解程序，直接选择其他的

救济方式。即便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人民调解

的方式更适合当事人的纠纷类型，自己主动介

入，或由行政机关、司法系统推荐介入的情况

下，当事人仍然有权利拒绝以人民调解的方式解

决自己的纠纷。如果当事人申请以人民调解方式

解决，选择方式也灵活多样，不拘形式，既可以

通过口头方式选择，也可以通过书面申请。

（３）调解协议的达成。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在调解协议的达成方面也有所体现。在人民调

解的制度设计下，对于适用于人民调解的纠纷类

型，如果双方当事人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书面方

式，则有权拒绝制作调解协议书。虽然社会的深

刻转型使得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制度不断涌现，人

民调解的纠纷类型也出现了扩张趋势；然而，邻

里、婚姻纠纷仍然是群众性自治的主要纠纷类

型，并且应当是人民调解所能够解决的主要纠纷

类型，这类纠纷的解决往往不宜通硬性的卷宗制

度设计完成其合法性建构③，否则就会不利于纠

纷的解决。人民调解制度设计本身也充分体现着

对当事人选择解决方式的尊重，这是当事人权利

的一个重要体现。

（４）调解协议的履行。纠纷彻底得到解决的

标志是通过人民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得到履行，

无论这种协议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然而，现实

生活中，由于社会纠纷样态和社会主体样态的复

杂性，虽然很多纠纷的最终解决方案都能够得到

履行，但仍有一些情况，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不

公正而拒绝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

再次得到尊重，人民调解委员会虽然有权督促调

解协议的履行，但却没有任何的 “强制权”。当

事人可以不接受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督促，选择司

—００１—

①

②

③

这种判断体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各章各节中。

私法权利本位常常首先和主体性人格相联系，参见彭诚信：《主体性与私权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７页。

有学者批判人民调解协议的卷宗过于简单，不能完成合法性建构，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人民调解持有偏见的

理解，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正规的司法纠纷解决制度，因此，对于卷宗非常看重，但却忽略了人民调解本身就是非正

式纠纷解决的制度设计。参见左卫民等：《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法学与社会学的初步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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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救济方式，或者再次选择人民调解救济方式。

２．平等理念

人们由于作为个人的固有尊严而受到尊重，

这一原则作为 “目的本身”构成了人类平等理想

的基础。［８］当一个人仅仅因为其具有作为人的属性

而被他人尊重，或意识到因为自己具有作为一个

人的属性而应受到他人尊重时，主体观念就产生

了，平等观念也就得以出现。可以认为，“主体性

思想与平等观念是同时产生的，或者说是同一个

问题的不同表现”［９］。不论平等的哲学基础怎样，

应该被尊重为人这一原则意味着它们应该平等地

受到这种尊重。平等理念，在人民调解的制度设

计中体现为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

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包括作为调解纠

纷的组织和人员。除却原则性的平等规定，人民

调解制度的平等理念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纠纷的范围设定。《人民调解法》规定，

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是 “民间纠纷”。从前文的历

史梳理中，我们看到，自产生以来，人民调解所

针对的纠纷类型基本上都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

纷，大量的纠纷类型为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

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尽管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转型，人民调解所适用的纠纷类型出现了扩

展，一些劳资纠纷、医疗纠纷、征地纠纷、环境污

染纠纷等也开始使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①

但是，在这些纠纷中，不变的特征是 “平等主体”

之间发生的。这是筛选人民调解适用范围的一个基

本标准，也是人民调解制度设计中平等理念的具体

体现，这种理念既保持了人民调解的基本属性，

同时也为人民调解的功能扩展留足了空间。

（２）调解的方式。新的 《人民调解法》规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

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

纷。［１０］新法律的规定去除了过去规范性文本中带有

浓厚职权色彩的 “教育”，人民调解员由此成为完

全中立的、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任何职权、不

带职权特色的第三方，和纠纷当事人处于完全平

等的地位。在新的制度设计下，人民调解员主要

是 “提出纠纷解决的建议，引导当事人自愿达成

解决纠纷的协议”［１１］。这种平等的制度设定同时也

充分保障了人民调解制度的自治性。

（３）调解的过程。平等理念也充分渗透到人

民调解的程序之中，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的过程中

享有平等的地位，权利行使平等，义务履行平等，

任何人不享有特权。启动调解时，任何一方当事人

都可以提出申请。同样地，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

拒绝接受调解。在调解的过程中，任何一方当事

人也都有权要求终止调解。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

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满意的人民调解员，并在调解

过程中，自主发挥、充分表达自己对纠纷的认识。

当然，尊重对方当事人的平等权也同样渗透在调

解的过程之中，这是平等理念的题中之意。

３．自由理念

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特征中自治性是重要的

一个方面，而自治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规制自治是一种意志和行为的双重自由。主体性

理念对现代法治的此种自由理念产生了重要影

响。黑格尔认为：“没有自由的意志只是一句空

话；而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实实

在在的。”［１２］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并非他人意志的

工具或对象，或独立于他的意志的外在或内在力

量的结果，而是他作为一个自由的行为者所做出

的决定和选择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由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公权力和私人生活之间

应该有着一条起码的界限，私人领域应当具备不

受公权干预的最低限度，而这就是现代自由的题

中之意，也是主体性理念在自由领域中的具体表

征。在这种理念之下，人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

那一时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１３］自

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让别人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这正是人具有主体性的首要特征。［１４］在

这种主体性理念指导下，自治成为民间纠纷解决

的重要原则，具体表现在制度设计的以下几个

方面。

（１）组织机构的设置。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设

在社会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不同地区的社会

基层的形态不同，尽管人民调解调解委员会的具

体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无论是居民委员会、

—１０１—

① 吴爱英，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草案）的说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的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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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乡镇街道调解委员会，抑或是其他

专业化的纠纷调解委员会，由群众中来、由群众

自主设定的性质却是不变的。［１５］

（２）调解员的来源。人民调解的人员构成上

同样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自治性。一般而

言，人民调解员除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

员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兼任的以外，一

般由本村民区、居民区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

选举产生，也可以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

者企业事业单位聘任。

（３）人民调解的工作方法。人民调解的自治

性还充分反映在人民调解具体运用的方法方面。

由于是自治性组织，人民调解工作在方法上实行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并没有 “直接

的”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①。

（４）调解协议的达成和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的达成和履行也完全依赖纠纷当事人的自觉。纠

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口头或书面达成调解协

议，可以选择申请，也可以不申请司法确认。在

调解协议达成后，并不立即成为纠纷当事人的责

任和负担，具体履行时也基本不涉及对当事人自

由意志的直接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只能督促，

但却不能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强迫当事人履行。

综上所述，主体性理念是人民调解制度设计

所深嵌的基础理念，这种理念以在尊重实践的基础

上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一致为目标。具体到

人民调解制度，它体现为权利理念、平等理念和自

由理念。人民调解制度否定之否定的螺旋状演进

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调解的制度复兴不是历史

的偶然，也不是单纯的司法政策的变化所致，而

是符合世界纠纷解决模式发展潮流的必要之举②是

该制度本身所内聚的特质所决定的必然。

（二）工具性理念

前文指出，主体性理念主要是从人民调解制

度设计的指向而言的，而工具性理念则更多地从

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进行考量。因而，主体性理念

更多地和人民调解制度的属性相契合，而工具性

理念更多地和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以及制度价值相

一致。之前多次提到，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

期。虽然新的社区和新的基层社会正在形成，但

却没有完全形成。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

经济的冲击，社会主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信仰尺

度不断发生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矛盾

主体日趋多元化。而由于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法

治建构，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家与社会之间

缺乏缓冲的中间层。社会组织常常能够将纠纷和

国家隔离开来。但由于中国还远未形成市民社

会，社会组织还发育不完全，这种缓冲机制严重

缺乏。社会管理模式由管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走向

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③ 的全球趋势要求我们尽快

形成国家和社会纠纷解决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

实现国家和社会对纠纷的共同防治。

中国社会缺乏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社团组

织无力形成对国家的有效制约。虽然经过市场经

济的改革，民间社会的兴起已经略有成就，但西

方社会中的 “大社会，小政府”格局在中国社会

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局面不仅给民间主体带来很

多困惑，同时也给政府应对转型时期越来越复

杂、多样、专业化的纠纷带来了巨大压力。在这

种转型语境中，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也就呼之欲

出，调解之兴由于其制度上内嵌的特质而成为必

然。但同时，这种崛起也隐含着国家权力行使的

一个微弱的逻辑转型，即要与社会建立起合作关

系，使得治理权力的运作实现社会化，最终形成

国家和社会的共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民调解的制度设计

中深刻嵌入了国家的工具性理念。虽然，国家推

动社会自治的崛起本身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在中

国的特定语境下，脆弱的民间力量确实需要来自

强大国家机器的支持。恰如学者在评价调解之兴

时所说，运动化虽然带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

—２０１—

①

②

③

新的 《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这等于给人民调解协议装上了牙齿。

但这一牙齿需要启动程序，因此并不是直接的强制。

关于世界各国调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介绍，可参见 ［奥］娜嘉·亚历山大编：《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等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关于管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走向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理论研究，国内外都比较多见，可参见俞可平主编：《治

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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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运动化能够迅速启蒙，达到常态推进某种

制度、理念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这也是不可否认

的。① 因而，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者给这项制度

赋予的工具性理念也是不难发现的。

１．群防理念

从最早的枫桥经验②开始，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预防和解决矛盾就成为人民调解制度的题

中之意。群防理念的核心意义在于调动起基层群

众的积极性，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由于

基层的人民调解网络在人员构成上常常与治安保

卫委员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这就使得人民

调解制度立足基层的同时，转化为一张 “群防”

网络。基层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常

常身兼多员身份，如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楼道调解员和村组调解员就身兼 “四员”身

份：一是担当 “安全稳定信息员”。及时搜集社情

民意，积极上报涉及安全稳定的各类信息，确保

安全稳定工作 “耳聪目明”。二是担当 “社会矛盾

调解员”。发挥身份中立、贴近群众的角色优势，

积极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努力就地化解社会

矛盾、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三是担当 “城市运

行监测员”。在巡逻值守中积极开展消防、卫生、

安全等隐患排查工作，协助职能部门监测城市运

行状况。四是担当 “政策法律宣传员”。走街串

巷、进门入户，在群众中宣讲普及法律知识、安

全知识，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③

２．善治理念

根据俞可平的观点，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

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

合作管理，善治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

组织的广泛参与，善治应当具有合法性、透明

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等六个基本要

素。［１６］ “善治”是社会主义一直以来追求的重要

目标之一。中国领导层提出的 “科学发展观”，

丰富地包含着 “善治”的理念、目标和内容。中

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

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人民调解制度的勃兴恰恰回应了 “动员和组

织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治理理念，这种基层社

会的自治虽然目前仍然有赖于国家的推动，但实

现良好治理的理念也恰在其中。这一点从人民调

解员迅速排解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中即可充分体现

出来，基层社会具备相当的自力治理能力。④

３．合作理念

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秩序历来就有国家社会

二分的秩序架构。国家秩序和民间秩序之间既有

合作，又有对抗。国家层面的规则通过肯定民间

社会的规则来实现对民间社会规则的尊重，民间

社会规则则通过对国家秩序的承认和向基层民众

的灌输来配和国家的治理。这种秩序之间长期存

在着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１７］ 《人民调解法》本

身是一部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然而，它规范的

却是民间活动，并且是充分尊重民间秩序的一部

国家法。这种尊重充分体现在人民调解的依据和

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上。人民调解的依据为不违背

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这实际上将合法性定位

为不违法，是鼓励在调解中采用各种民间社会规

范作为依据，发挥其变通、协商、选择的价值和作

用空间，更符合社区调解的需要和规律。在调解方

式上，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

多种方式调解民间纠纷。［１８］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着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这里与其说是赞同运动化本身，毋宁说本文赞同国家对某种恰当治理工具的支持。关于调解以运动方式兴起

的正负面评价，参见范愉：《调解运动与调解年》，载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

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 “枫桥经验”。相关简介可参见周长康、张锦敏编：《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杭州，西泠

印社２００４年版；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资料来源：笔者在金水区 “张民安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访谈。

２００８年７月，郑州市文化路辖区的一小区发生天然气爆炸事件，导致１６４户居民的家庭财产遭受不同损失。

在纠纷处理过程中，由于肇事单位放弃协商，坚持走诉讼道路，险些造成群体性事件，后来在当地老调解员张民安等

人及当地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起纠纷成功化解，这充分体现了基层群众的自治能力。资料来源：在金水区 “张

民安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访谈。另外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纸坊乡，该乡一村民被摩托车骑主压死，但

由于肇事者缺乏赔偿能力，受害人准备 “抬尸上访”，身兼调解员的村干部共同出资垫付了一部分钱后，受害者才稳定

下来，并在村调解员的疏导下成功达成调解协议。资料来源：在洛阳嵩县纸坊乡的访谈。



　争鸣 财经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国家秩序对民间秩序的认同，同时也以一种隐性

的方式实现着民间秩序中国家秩序的渗透。

４．恢复性法治理念

恢复性法治理念是人民调解制度的题中之

意，其基本要点包括：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正义

的公共秩序，社区的作用是建设和保持公正的和

平。① 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平衡与恢

复。社会冲突本身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人民调

解制度坚持群众自治解决纠纷的目的就在于将这

种裂口恢复，不通过国家机器的介入对纠纷的过

错方实施惩罚和强制。② 因此，人民调解制度整

个程序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介入。即便是

现在法律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它

的履行也不能通过强制力来进行，除非经过另外

的司法确认程序。

５．多元及联动理念

人民调解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充分利用基层纠

纷解决网络，定期排查纠纷，将纠纷消灭在萌芽

状态。维护社会稳定，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

在基层解决矛盾是其一个重要理念，这个理念的

主导内涵就在于多元联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国

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要求：“完善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法律、政

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

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③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人民调解的理念有着不

同的内涵，但这两个方面的理念并不是截然两分

的，而是互为辅助。工具性理念的落实需要主体

性理念的充分渗透，而主体性理念的充分渗透反

过来也就意味着工具性理念的目的落实。这种状

况的出现恰恰是基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固有属性使

然。之前多次提到，人民调解是基层自治制度，

根本特征在于群众性、自治性和民间性。自治性

天然需要权利的运用，平等的资格和自由的意

志、群众性和民间性则能够确保群防、合作、关

系恢复、多元联动落实到位，并最终实现由下而

上的治理，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法律价值

则体现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调整系统的客体满足

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④ 德国学者达姆指出：

“法律绝不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它有所意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虽然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刑事法律中研究较多，这主要是因为刑事法律、秩序的破坏非常严重。人民调解制度

设计本身的对象指向就是 “民间纠纷”，针对的多是于日常生活中的轻微纠纷，并且常常 “以防为主”，因此恢复性法

治理念的制度意义更为明显和重大。关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研究，参见于改之等：《“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综

述》，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５７页。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使得法制的构建正迈向 “回应型”。前现代的法的类型为 “压制型法”，当

前的法类型为 “自治型”法。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型法制的构建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初步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相关研究参见Ｐ．诺内特、Ｐ．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

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关于法的价值问题，国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作用论、关系论、意义论、评价论和实践论等。作用论

认为，法律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

的评价，如严存生：《法律的价值》，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８页；谢晖：《法律双重价值》，载 《法律

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６期。关系论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一定主体的需要和法的属性、功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它们之间

相互作用的过程，如乔克裕、黎晓明：《法的价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０～４１页；葛洪义：

《目的与方法：法律价值研究论析》，载 《法律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２期。意义论则主张法的价值在于法这个制度对于人的

意义，如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９４页；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

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４页。评价论学者则认为法的价值是主体对法这一独特现象的认同

和评价，如谢鹏程：“法律价值概念的解释”，载 《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实践论则主张法的价值是法律的

内在机制在实践中对人的法律需要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如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３页；黎明、郭治国：《论法的价值的动态过程及功能》，载 《中央检察官学院学报》１９９４

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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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有所意味，它追求着实务的目的，它的眼中

有它在生活中要贯彻的价值。”［１９］在对人民调解

制度的价值的认识上，我国学者的认识相对较

为一致。一般而言，和谐、秩序都被看作人民

调解制度最重要的价值，并由此认为，通过调

解解决纠纷，就是为了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

事人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

结，维护社会秩序。基于这样的认识，调解者

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对当事

人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化，通过 “和稀泥”

来劝导当事人发扬风格谅解让步，最终达成妥

协。这当然是正确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没有能

够将现代人民调解制度和前现代调解制度之间

价值取向的差别区分开。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经

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和谐与秩序之外，新

的价值取向也被重新认识，并被制度设计者所

期待。简单而言，通过我们对调解历史的梳理，

我们能够看到，现代人民调解制度是在对历史

上调解制度的扬弃中发展而来的，这一制度继

承了古代调解制度中精华的精神，但同时在新

的调解运作过程中将现代法治理念输送到基层。

因而，我们在认识人民调解的价值时，这两个

层面都应当有所体现。

本文认为，现代人民调解制度价值可以两分

为传统性价值和现代性价值。传统价值更多地反

映了这一制度的传承，而现代价值则更多地体现

了这一制度的发展。传统价值主要包括和谐和秩

序，现代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实质正义和经

济价值。

（一）传统性价值

人民调解制度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和

官府调解。中国古代的调解是在传统的儒家 “和

合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自

然经济、宗法家族制度和儒家思想等不仅是中国

古代调解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

文化基础，也是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价值的历

史文化渊源。［２０］由于历史文化所独具的浓重传承

性，在人民调解制度的传承过程中，其价值取向

一直存在着与传统价值取向一致的地方，主要包

括和谐和秩序两个方面。

１．和谐价值

柯恩教授指出：“秩序、责任、等级与和谐

的观念是主流社会规范 ‘礼’的核心。在这些

观念中，和谐是最重要的。一旦和谐遭到破坏，

那么最好通过调和来予以修复。如果一个人觉

得他被冤枉了，儒家道德教导他最好 ‘吃点

亏’，让事情过去，而不是制造混乱，造成更大

的冲突。如果一个人在争议中显而易见地居于

正确的一方，他最好仁慈地对待触犯自己的人，

从而树立有利于社会团结的合作的典范。”［１］在

传统的调解中，调解者通过调解机制等实现当

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并进而达到和解、促成

和谐。这种价值取向在现代调解制度中得到传

承，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人民调

解制度的复兴是对传统和谐司法理念的一个回

应，同时也是对现代人民调解制度所传承的和

谐价值的认可。

一定程度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和谐价值

取向符合当今世界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前文提

出，经过现代法制构建的西方世界正在迈向回应

性法，转型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其中重要的价值

取向就是和谐。人民调解制度顺应这种趋势，追

求和解、和谐的司法制度价值观以利益平衡为基

本原则，代表了人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

是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２．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

是前现代社会治理者最为关注的价值。人民调解

制度之群防、以防为主的纠纷解决进路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可以使破坏的社会秩序恢复和谐发展的

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而言，人民调解制度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保障秩序。

（１）防止矛盾激化。人民调解的网络渗透宽

广度以及人民调解员的多重身份使得这一制度可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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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矛盾最早的阶段介入①，在纠纷的初期消弭

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避免社会秩序遭到不必要的

破坏。与正规司法制度的被动性相比，人民调解

制度具备主动性的优势，可以在纠纷当事人不反

对的情况下最早地介入到纠纷当中，将纠纷消灭

在萌芽之中，从而使纠纷得到及时解决，矛盾得

以疏导，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

（２）着眼未来秩序。人民调解制度是以非对

抗方式解决矛盾，“向前看”为其制度设计的出

发点，它不仅考虑到纠纷得到解决，还考虑到纠

纷解决后双方的合作与发展的问题。它强调的是

“和解”而非 “对抗”， “向前看”的制度设计使

纠纷的解决更人道更科学，更有利于社会的

发展。［２１］

（二）现代性价值

诚如我们不断提到的那样，人民调解制度之

所以能够焕发活力，其制度本身内含着社会情境

所需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需

要。但仅仅如此并不能全面解释人民调解制度的

复兴，也不足以延续这一制度的未来发展。事实

上，２０世纪末的调解式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

证了调解制度的现代价值。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并

不如极端权利者批判的那样相悖，而是有着强大

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为人民

调解制度多元和权利理念，在价值层面则具体体

现为如下几个价值。

１．自由价值

自由价值是从价值层面对人民调解制度的理

念重现。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价值是自由，

这里的自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当事人的选择权。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

纠纷，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决定，即当事人有

程序选择权。在现代社会，由于纠纷的类型不

同，当事人的利益需求不同，解决纠纷的方式不

是单一的，包含诉讼和非诉讼两类可以并行的纠

纷解决机制。作为程序主体的当事人基于程序利

益等多方面的考虑，有权自主选择解决纠纷的程

序类型。以调解解决纠纷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程序

的结果，这种自由是一种 “积极的自由”。

（２）程序的自主权。调解过程的进行由当事

人自主决定。即使启动了调解程序，是否要将调

解程序进行到底，也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如

果当事人不愿意继续进行调解，调解人便应当终

止调解。

（３）解决方案的自治权。调解协议的达成完

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在调解过程中，当

事人完全具有私法上的民事行为处分权，调解协

议是当事人双方自由意志和这种处分权的体现。

在调解协议达成过程中，调解人不能将自己认为

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要求他们接受，

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自由。因

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调解是当事人自主交涉的

延伸，是意思自治的表现。

现代人民调解以自由为价值取向是其区别于

我国的传统调解制度的重要方面，传统调解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强制调解，即以调解方式解

决纠纷，并非出于当事人的自愿，调解协议的

内容也不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当事人常常被

迫接受调解者的调解方案。同时，现代人民调

解以自由为价值取向也是区别于诉讼解决纠纷

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审判解决纠纷是一种强

制性解决，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不必征得他

方的同意，当事人即使对法院判决不服，也不

得不予以接受。而现代人民调解是在第三者主

持下合意解决纠纷的过程，调解结果是双方当

事人合意的结果。因此，双方的纠纷通过调解

可以得到圆满解决。

２．经济价值

经济分析方法往往在我们不自觉中运用，

虽然很多法学研究者对其并不热衷。② 社会纠

纷发生后，纠纷解决成本是人们选择民间纠纷

—６０１—

①

②

前文人民调解的四种身份：安全稳定信息员、社会矛盾调解员、城市运行监测员和政策法律宣传员，资料来

源：笔者在金水区 “张民安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访谈。

相关论述参见，桑斯坦 《最差的情形》导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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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式并考虑其效率和效益价值的重要因素。

如果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一般来讲，纠纷当

事人需要考虑起诉前所直接耗费的成本费用，比

如诉讼费用；证据鉴定和案件执行费用；律师

费；参与诉讼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误工

费等。

任何一种纠纷解决制度都不可能彻底消除

成本，但不同的纠纷解决制度所花费的成本也

是有差别的。人民调解没有太多限制，程序便

捷、方式灵活，因而在效益价值方面体现出其

自有的优越性。选择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根据

当前制度设计，当事人无须交纳调解费用①，

也无须聘请专业法律人员的帮助即可轻松进入调

解程序，只要在调解过程中拿出足够的诚意即可

顺利而快捷地解决纠纷。所以，人民调解节约费

用及时间，具有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代理成本。正规的纠纷解决一般需要专

业的代理人参与，而程序简便的人民调解以当事

人本人参加为原则，因此代理费用并非必需，而

在诉讼程序中，代理费用一般必不可少。

（２）时间成本。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通常

需要当事人撰写规范文书，比如诉讼就需要当

事人提交起诉书交至法院、法院立案、下达传

票、证据交换、通知当事人到庭、开庭审判或

调解等诸多步骤。与之相比，人民调解从当事

人提出申请到双方达成合意签定调解协议最快

的只需要一个工作日，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解

决了。

（３）执行成本。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

的，一般当事人会愿意并自愿执行，履行程度相

对较高；即使不履行，对关系的破坏也比诉讼要

更容易救济。与之相对，行政裁决以及司法判决

的结果则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当事人不愿意履

行的，还要通过执行程序才能促使其履行，无形

之中会增加当事人的费用支出。

３．实质正义价值

实质正义是相对于程序正义而言的。现代法

治追求程序正义，因而实质正义曾一度被当做程

序正义的反面物予以排斥。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

式应有其正当性基础，否则便无生存基础。对于

人民调解制度而言，制度设计中的正义价值主要

从如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１）中立性保障。在人民调解过程中，人民

调解员具有相对程度较高的中立性，这就为充分

实现正义提供了重要保障。作为群众性自治组

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处理的纠纷关系往往和纠

纷当事人没有任何裙带关系，这一点也正是人民

调解对行政调解的重要比较优势。人民调解员来

自群众，又是具体纠纷当事人选择出来的，因

此，具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中立性因为选择性和

相互熟悉而得到巩固。

（２）缓解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张力。现代法

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程序正义，但是程序正义

对于小额标的的纠纷常常意味着负担，进而导致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人民

调解制度可以避开僵硬的法律程序，缓解二者之

间的张力，达致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实质正义

状态。

（３）缓解大众正义和精英正义之间的张力。

人民调解制度还能够通过修辞的恰当运用，缓解

大众正义和精英正义之间的张力。法官是社会正

义的守护精英，但诉讼正义有时会与草根正义偏

离。这种偏离对于一些重大意义的法治发展可能

是必要的，但对于人民调解所指向的 “民事纠

纷”则没有太多必要。因此，缓解大众正义和精

英正义之间的张力就是达致社会和谐的重要路

径，也是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优势。

三、结论

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制度对于社会主体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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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民调解的运作不需要成本，只是这种非正式纠纷解决成本相对于正式的纠纷解决成本

要低出很多。因此，国家对调解的运作提供财政支持也是符合经济原则的。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

析》，载 《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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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人民调解制度的当代复兴让我们对这一

制度的价值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这种认知既不

能脱离人民调解的历史渊源，又要看到人民调解

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兼容价值。因此，人民调

解制度的传统性价值和现代性价值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人民调解制度的当代复兴，从理论上讲，正

是其理念和价值的重获认同的结果。在我们对这

一制度进行重新认识之时，这种认知要看到人民

调解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理念相合，也要看到其

制度价值和现代法治要素的价值契合。

从理念上说，人民调解是基层自治制度，根

本特征在于群众性、自治性和民间性。自治性天

然需要权利的运用、平等的资格和自由的意志，

群众性和民间性则能够确保群防、合作、关系恢

复、多元联动落实到位，并最终实现由下而上的

治理，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

从价值上说，人民调解制度的传统性价值和

现代性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现代

人民调解制度既继承了传统调解的和谐、秩序价

值，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自由、经济、实质

正义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缝合现代法治

的一些固有弊端，因而，之于现代社会，人民调

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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