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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院领导让我给全省法院立案庭的高级法官讲一讲民事

裁判方法问题，而且要有理论深度。这是民法研究中比较抽

象的理论问题，尽管它应该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是一个法

律的操作问题，但是不好讲，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好好的研究。我试着讲一下我的实践和

研究的体会，说说民事裁判方法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说

民事法官搞民事审判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我们大家当法官当

然都会办案，但是办案应该从理性的角度上来对它进行总结

，自觉地采用科学的方法办案，就会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

办案效果。 我们在说民事审判，应当采用的是大民事的观念

，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是民事案件。

全国法院一年大约受理800万件案件，约700万件是民事案件

。因此，研究民事裁判方法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民事案件的

基本裁判方法是什么？现实中主要的情形是什么？法官在裁

判中应该遵守哪些规则？我讲的这个题目主要是说这样的问

题。因此，我想说三个问题：第一，现在的司法实践中通行

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裁判方法；第二，应当自觉使用地请求权

法律基础的方法；第三，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和请求权的方

法怎样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民事裁判方法的基本

规则。 一、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民事法律关系裁判方法的普遍

适用 我们大家在办理民事案件中，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基本的

思路，这就是法官在接受了一个具体的民事案件以后，第一



步要对这个案件作个“定性”，确定这个案件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案件。在立案庭，受理案件，就要在立案的时候给定个

案由，然后，不同的民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确

定这个案由定得对还是不对。其实，这就是对这个案件的法

律关系的性质在作认定，这就是在对案件“定性”。“定性

”确定下来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样适用法律了。 我们现在通

行的民事裁判方法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方法，也就是通过“定

性”的方法来确定这个案件的基本性质，然后来决定怎么样

对这个案件适用法律。 这个“定性”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

“定”了这个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所有的民事

纠纷案件到了我们法官的手里，都要给它“定性”，定了性

，就确定了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了，那么，我们就能够

找到这个案件所要适用的法律，可以对它适用法律，把这个

案件审结了，纠纷和争议依法处理了。现在的办案就是这样

一个思路，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裁判方法。 这样的一个办案

思路，它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来掌握民事法律关系

这个概念，确定民事法律关系要掌握哪些要素，民事法律关

系的类型有哪些？在裁判中，大体上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些问

题。我从这个思路上来介绍我们在民事审判当中民事法律关

系方法的基本情况。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是民法的基

本方法 我想先说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

是民事裁判的基本方法。 我们可以作个类比。比方说我们办

一件刑事案件，或者说我们在学习刑法，我们要掌握的最基

本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一个犯罪构成的方法。在整个刑法领

域当中，只要掌握了犯罪构成这个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确

定犯罪的基本规格，确定各种各样不同的犯罪，然后按照刑



法的规定对这个案子定性，定罪，最后确定给刑事被告人的

刑罚。这是刑事审判适用刑法的一个基本方法。 我们在民法

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方法呢？有没有一个统领民法全部

内容这样一个方法呢？看起来，在民法中好像没有像刑法的

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比方说，犯罪构成问题，按

照民法的说法，应该说是责任构成。那么责任构成在民法当

中是一个统领一切的方法吗？不是，因为在民事纠纷案件中

，并不都是要确定责任的，有的就是要履行义务，还不到责

任的地步。因此，责任构成并不是民法的基本裁判方法。 我

们在民法当中应该找到一个能够统领民法一切内容的这样一

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民事法律关系。 我

们所有的民法内容归结起来，所有的民事纠纷案件归结其来

，其实都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所以，我做这样一个

概括： 首先，我们在看民法典的时候，民法总则是规定民事

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

概括的民事法律关系。民法总则当中要规定自然人，要规定

法人，除此之外，《民法通则》还规定了合伙，还规定了联

营，甚至还规定了两户，即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这样一

些情况。规定这些内容说的是什么？这都在说民事法律关系

的主体，是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法总则当中还要规

定物，规定财产，这些规定的是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

体。在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之后，在民法总则

当中还要规定权利，还要规定义务，规定引起民事权利变动

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规定违反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规

定民事权利存续的期间，即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这些内容

，都是在规定民事权利和义务，这就是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



内容。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法

律关系的内容都在总则当中规定，其实就是完整、抽象地把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规定出来，规定了全部的民事法律关系

。所以，整个民法总则的问题其实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抽象

和概括。 其次，我们再看民法分则。民法分则所有的内容都

是规定具体的法律关系。民法分则，按照德国法体系，就是

潘得克吞体系，主要是五个方面，除了总则之外，那就是物

权、债权、亲属、继承。在这个体系中，还有很重要的，应

该加进去的是人格权，还有也属于民事权利的知识产权。我

们现在通常设想的民法分则的内容，应该包括这六种具体的

民事权利类型，在此之外，再加上保护民事权利的侵权行为

法。这六种具体的民事权利类型以及侵权行为法就是对民事

法律关系的展开，就是在讲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 所以，我

们可以说，一部民法都是在讲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规定的是

概括的、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规定的是具体的、展开

的民事法律关系。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法

当中，有一个类似于刑法当中犯罪构成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

，也就是民法的基本方法问题，这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民法

观察这个社会、规范这个社会，以至于出现了纠纷怎样来解

决这些纠纷的方法，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这个方法。就是在学

校给本科生、研究生、 博士生讲授民法，其实也是按照这个

方法进行的；我们学习、研究民法，也是用的民事法律关系

方法。所以我说，民事法律关系就是我们学习民法、掌握民

法、适用民法的一个基本方法论。说的更抽象一点，其实，

民法的哲学就是法律关系的哲学，民事法律关系就是民法的

方法论。 这就是说，在研究民事裁判方法的时候，我们在看



民法的时候，法官在看民事案件的时候，要抓住一个最基本

、最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为什么

会在民事审判当中，在对一个具体的案件要进行“定性”这

样的工作，那就是确定这个案件当中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这

实际上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方法来分析这个案件，确定

具体纠纷、具体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只要“定性”

定准确了以后，这个案件的法律适用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

问题了。 概括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想讲的是，民事法律关系

这个方法是民事裁判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民法的基本方法

。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为什么会是民法的基本方法 在

第二个方面，我想说民法为什么以民事法律关系方法为基本

方法。我们在观察民法世界的时候，在规范民法社会的时候

，在对民事纠纷进行裁判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民事法律关系

这样一个方法呢？ 对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在民法

的世界当中——我们通常说民法世界就叫市民社会——在市

民社会中，它的基本构成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是它的基本方

法。 我们为什么说市民社会这么重要？大家可能知道，这些

年来，在法律界通行一个词，叫做“民法帝国”。“民法帝

国”这个词不是搞民法的人自己说的，而是其他法律学科的

人说的。开始说“民法帝国”这个词的时候，好像是说搞民

法的人现在很霸道，好像在整个法律界当中搞民法的人是最

具有话语权的，是最“牛”的“牛人”。意思是说，搞民法

的人自己说自己的话，和其他人不搭腔，宪法也好、法理也

好、刑法也好，行政法也好，根本就不理人家，就自己说自

己的，叫做“自说自话”。大概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搞民

法的人真的是像人家说的那样“自说自话”，较少与外边交



流。 开始说“民法帝国”，是其他学科批评民法学科是一个

“帝国”。后来就进一步引申“民法帝国”这个词的含义，

说“民法帝国”是一个什么帝国？其实就是一个人民的帝国

，是权利的帝国，因为民法就是调整全体人民的法律，是保

护全体人民的权利的。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帝

国”，大概也没有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民法在所有的

法律中，它的地位仅次于宪法，为什么？因为宪法是调整整

个社会，调整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这样一个法律，它是无所不

包的，是一个根本大法。除了这个根本大法之外，就是民法

、刑法、行政法这样的基本法。在这些法律当中，哪一个法

律能够做到要把全体自然人和法人包括其他组织的事情都包

括进去呢？刑法仅仅规定犯罪问题，行政法要考虑的是政府

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民法才是从全体人的角度来进

行规范的。所以民法这样的一个地位，说它仅次于宪法的地

位，不仅仅说它的篇幅，更要说它的调整范围大。从篇幅上

来说，将来的民法典把民法的各个部分编到一起的时候，起

码要1500条到2000条条文，那是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在条

文上能比过它的。所以说民法是一个“帝国”，大概这方面

也是它的含义。 上面说了“民法帝国”的两个含义，即调整

范围宽、篇幅大。“民法帝国”这个词还有第三个含义，就

是它是在讲权利。民法的核心问题是权利，民法的权利就是

人民的权利，民法就是一个关于权利的法，即使是把它强调

得很过份，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也不过份，为什么

呢？因为把人民的权利强调得更充分了，人民的权利就能得

到更好的保护。这样说“民法的帝国”，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倒是觉得“民法帝国”这个词说的倒一点都不错，尽管里



头有包括批评搞民法的人这样的内容，但是如果把“民法帝

国”这个词作一个很准确的界定的时候，好像它不存在什么

问题。我们在今年4月12日《民法通则》颁布20周年开了一个

纪念会，这个纪念会的题目就叫“光荣与梦想”。说“光荣

”是属于过去搞民法的老一代人，老专家搞了一部《民法通

则》；“梦想”是我们现在要搞一个民法典。在这个会的闭

幕式上我做了一个发言，我开始写的题目就是《“民法帝国

”的光荣和“民法帝国”的梦想》，但后来我们领导说不好

，人家老批评我们“民法帝国”，我们还搞“民法帝国”，

好像不对。其实我真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民法帝国”有

什么呀？就是讲一个权利的“帝国”，讲一个人民的“帝国

”，而不是搞民法的人的“帝国”，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太

大问题的。 回过头来，我再说为什么说民法这个世界，这个

市民社会，这个“民法帝国”要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分

析它，要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规范它？在这里，我们要

来看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可以这样说，我们去掉这个社会

的其他所有因素，把所有其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

素抽象掉，我们仅仅看待这个市民社会的时候，从民法这个

角度上来看这个世界时，物质世界是它的基础，这个社会的

物质形式表现为两种，就是构成这个市民社会的物质形态包

括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物。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人占

据主导的地位，由人来统领市民社会。其他的那些东西，其

他的那些物，都是服从于人的意志，人对物进行支配。人是

市民社会当中的主体，是统治者、支配者。另外一个物质形

式就是物。当然，说到底，人其实也是个物，但是从民法的

角度来看，就把所有的物质表现形式分开了，分成一个是人



，分成一个是物。其他的物给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给人提

供了生存的基础，让人来利用这些物很好地生存，很好地发

展。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谁是这个社会

的中心。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民法上争论的一个问题

。加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保护动物，特别是保

护野生动物。对动物在法律上怎么进行更好的保护，特别是

在民法上怎么对动物进行保护呢？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就

是要给动物以人格权，要动物具有人的资格。因为它是有生

命的，人也是有生命的，除了不会说话，思维不够以外，动

物和人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要保护动物，就要给动物一

个人格权，让它和人有同样的地位，这样人就不会去欺负它

。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民法典》在修改的时候写进了

一个新的条文即第90a条。它的第一款就说“动物不是物”。

德国民法做了这样一个规定以后，主张动物人格权的人认为

，在民法领域中，德国民法典是最典型的、最有影响力的，

现在，老祖宗的法律都规定了动物不是物，当然不是物就是

人了；动物既然是人，它当然就要有人格权。我想，如果真

的要给动物以人格权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世界的秩序搞乱

了？给动物人格权，动物要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进一步还

要有人格尊严，还要有名誉权，还要有隐私权，等等。那么

，这个世界会不会乱？如果动物要有隐私权的话，怎么让所

有的动物都穿上裤子呢？不穿裤子那它的隐私就暴露出来了

，那就没有尊重它的隐私，没有尊重它的人格。除此之外，

人还要不要吃肉呢？你吃的都是人家动物的尸体。动物有生

命权，有健康权，你要杀它的时候，那就不是杀猪，不是杀

羊，也不是杀牛，那叫杀“人”。这样可能是不行的，不能



阻止所有的人不去吃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可以遵守法

律，我不去杀动物，但是动物它不知道要遵守法律，你不杀

它，野兽就会杀你。所以，动物人格权不是一个好的主张。

当然，也有人主张动物不是物，也不是人，而是中间状态，

是一个“准人”。如果承认“准人”，那么就对整个民法世

界发生一个重大的影响，除了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物以外

，还要出现第三种状态就是准人，又不是人，又不是物。这

样也会破坏民法世界的秩序。我想应该用一个最传统的方法

来考虑它，那就是给动物在民法上加以特别的保护，既不破

坏民法社会现存的秩序，又能够对动物进行妥善的保护。 我

们现在还是说要回来，继续研究市民社会的构成问题。民法

社会的基本构成是人和物。民法采用的思路是坚定的人类中

心主义，只有人是这个社会的中心，他是占着一个主导的、

支配的地位，其他任何物都是受人支配的，这就是民法社会

的基本构成。 民法社会就是人和物两种基本构成。那么，为

什么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除了人和物以外，还有个权利，

还有个义务呢？我们说，在民法社会中，人是一个主体，物

代表了财产的利益，那么人怎么来分配这些财产的利益以及

其他民事利益呢？例如还有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人格利

益和身份利益。比方说，人和人在一起总要构成各种各样的

关系，其中一个就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当中最核心的问题

是配偶关系，那怎么来分配配偶？一个人能够找一个老婆，

还是找几个老婆？女人是不是可以找两个老公？民法最后的

选择，只能是一夫一妻制。那么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在分配

身份利益的一个问题。实行一夫一妻制，找两个老婆就犯法

，找两个老公也不行。有些人到云南去旅游的时候，都很欣



赏摩梭族的走婚制，再看看那些群婚制也不错呀！其实你都

做不到，因为我们现行的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制。 民法规范这

个世界，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用权利的方法来分配财富和

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用这个方法把世界上所有的财产利益

、人身利益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公平地享有

权利。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假如说一个人站在一个高层

建筑上，拿一麻袋的钱一撒，下面的人就都会去抢，这时，

可能有的抢得多，有的抢得少，有的甚至抢不着，更多的人

其实得不到这个钱。这说明，世界上对财富的分配，总是要

有规则的。通过一个公平的规则，把财富分配给每一个人，

做到民事利益分配的公平。 民法分配这些财产利益和人身利

益的时候，用权利的方法。分配财产利益，民法在规范对物

所体现的财富的分配时，它设置物权，确定财富的归属和利

用。物权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权，每一个人都享有一个所有权

，这个权利是平等的。在同等的权利之下，根据自己的能力

，你创造能力大，你创造能力强，你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如果你创造能力不强，你创造的本事不大，你这个人的财

产所有权的内容可能就很小。权利是平等的，但是每一个人

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力不一样，在同等的权利下，能够得

到的财富数量就不一样。民法能够做到权利平等，但是做不

到财富的平等。 通过权利的方法来分配整个社会的财富和人

格利益、身份利益，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

看到这样一种形式，民法对世界的物质表现形式分成主体和

物，然后在人和物之间产生民法上的利益，就用民事权利和

民事义务的方法进行分配。一个人享有权利，其他人就负有

义务。这样就把整个社会编织到一起，成了一个整体，构成



了完整的市民社会结构。 所以，民法这个世界，即市民社会

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形式。因为这个

世界存在着人，又存在着物，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分

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时候，采用权利和义务的方法。这样

恰好就构成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我们说民事法律关

系有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内容。主体是人，客体是物以

及其他民事利益，结合民事主体和民事客体的方法是权利和

义务，就构成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整个市民社会的结构就是这样一

个结构，这样一个结构的表现方式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是不

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认识民法世界，观察民法世

界的基本方法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第二，规范这个世界

的秩序，规范民法世界的行为，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

第三，当市民社会中发生纠纷的时候，解决纠纷的裁判方法

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只有抓住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方法

，我们才能够知道民法社会究竟是怎样构成的，民法的规则

是怎么样出来的，民法的基本作用究竟是什么。 （三）民事

法律关系的类型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类

型。 我们说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

结构这个社会的方法，是认识这个社会的方法，也是我们规

范这个社会的方法。那么，法官裁判市民社会出现的纠纷时

，当然要用这种方法。不用这种方法，就不知道这个社会是

什么样子，也就找不到解决纠纷所要适用的法律。我们在研

究裁判方法的时候，采用这种“定性”的方法，也就是用确

定法律关系性质的这种方法，来研究它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

的法律来裁判纠纷。 这样，我们就必须说民事法律关系的类



型，因为民事法律关系是个总体的说法，它有各种各样不同

的表现形式。我们要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裁判的时候，

就不能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个民事法律关系，还要进一步

确定这个法律关系的具体性质是什么。它是个物权呢？还是

个债权呢？还是个身份权呢？还是个人格权呢？还是个继承

权呢？确定一个案件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就一定要“定性

”，在给案件“定性”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它进行民事法律

关系的类型化。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进而实现法律

关系的具体化。等到实现了法律关系具体化的时候，我们就

把这个案件的性质确定下来了，也就找到所要适用的法律了

。 我现在说一下民事法律关系究竟有哪些类型。 1．民事法

律关系的最高类型 首先要说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最高类型。

民事法律关系最高的类型是两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我

们说民法世界当中包含两种民事利益，一个是财产利益，一

个是人身利益。民法调整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部分，叫做

人法和财产法，其法律关系的性质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这就是民法的两大支柱。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民事法律

关系的最高类型。我们在确定一个案件的性质时，首先应该

考虑的，它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还是关于财产的问题，是

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这是第一步。 2．民事法律关系的

基本类型 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最高类型之下，是民事法律关系

的基本类型。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类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说的6种最基本的民事权利的法律关系，以及保护民事权利的

侵权行为法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 人身权利这部分首先

是人格法律关系，第二是身份法律关系。这两部分构成基本

的人法的内容。还有一种情况是继承，一般认为继承是财产



法律关系，人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变成遗产，遗产在他的继

承人当中怎么样进行分配。实际上，继承权是带有身份基础

的财产关系。所以，我通常把继承法律关系放到人法的内容

里，它有两种性质，既有财产性质，又有人身性质，通过身

份关系来确定的财产关系。 在财产法律关系当中也有三种，

最重要的是物权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的《物权法》，是

调整物权法律关系的法律。第二，是债权法律关系。物权法

律关系讲的是静态的财产法律关系，讲物归谁所有，物怎样

利用的问题。债权是个动态的财产法律关系，是财产在运行

当中发生的法律关系。比方说买卖、赠与这样一些法律关系

。第三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也是个财产关系，知识产权也

有个非常特别的内容，它带有身份权的内容，是个具有身份

权内容的财产关系。比方说著作权，著作权当中有一部分是

精神权利，有一部分是财产权利。财产权利比方说稿费收入

是个财产权利。它的署名权、修改权、维护作品完整权是精

神性权利，这个权利是个身份权性质的权利。通常把知识产

权作为财产权来对待，是个无形的财产关系。 这样说，好像

在我的基本法律关系结构当中，人法和财产法两边比较对称

。人法部分是三种基本的法律关系，其中两个是纯粹的人法

关系，继承是带有财产和身份性质的法律关系。财产法部分

也是三种基本的法律关系，除了物权、债权是纯粹的财产法

律关系以外，还有具有身份权和财产权内容的知识产权。 3

．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类型 民事法律关系的第三个层次，是

最后的、最终的法律关系，是具体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

就成为我们在办案中所要解决的“定性”。比方说我们要确

定一个民事案件的性质，首先要确定它是个财产法的问题还



是一个人法的法律关系。如果是一个财产法律关系，那是个

债权关系，还是物权关系。如果是债权关系，那是一个合同

关系，还是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关系。如果是合同关系，

则这个合同是个什么合同关系？是个买卖合同，还是一个赠

与合同。是买卖合同，这个案件的性质就确定下来。确定下

来买卖合同关系以后，我们就能够找到《合同法》关于买卖

合同的规定，就有办法对它适用法律了。所以具体类型的法

律关系，就是到了最低层次，再也不能进行划分的这样一个

法律关系。民法最终对一个法律关系进行规范的时候，是对

最基础的、最具体的法律关系进行规范，这就是最基本的、

具体法律规范。只有把一个法律关系“定性”定到这个层次

的时候，才能找到所要适用的法律。这一点大概是法官都能

够做到的，“定性”就要定到这个程度。 4．民事法律关系

的中间类型 我在前边讲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说了三个层次，

即最高类型、基本类型和具体类型。其实，在基本类型和具

体类型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类型。中间类型的法律关系在有

些法律关系中有，有些法律关系中没有。例如，物权法律关

系是基本法律关系，单独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共有

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等，是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

物权法律关系和这些具体的法律关系中间，还有一个中间的

类型，这就是所有权法律关系、用益物权法律关系和担保物

权法律关系，这就是中间类型的法律关系。在债权法律关系

中，存在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的类型，

合同之债下面才是具体类型的法律关系，而不当得利、无因

管理则不存在下属的法律关系，它们就是具体类型的法律关

系。 我们来看看《物权法》的结构。物权法分成五编，第一



编总则，之下是三种物权，即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最后是占有。这其实就是规定的中间类型的物权法律关系

。在这些部分下面，还要进一步划分，就是到了具体法律关

系了。规定所有权的时候，分成三种所有权，第一是单独所

有权，是一个主体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第二种是共有，例如

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如果不选择其他财产方式，那他们就

是夫妻共有财产，是两个人以上的人对同一个财产享有所有

权。第三种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对区分所有的建筑物的

所有权。物权法对单独所有、共有和建筑物区分所有规定的

规则，才是对具体法律关系所做的规定。 我把民事法律关系

分成四个层次，最高层次、基本层次、中间层次和具体层次

。这就把整个法律关系作一个纵向的划分。然后，我们在具

体的法律关系当中再作一个横向的划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纵横交错的民事法律关系网格。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说，

法官其实就像中药铺的坐堂医生和配药师，你的背后就是药

匣子，纵横交错的药匣子里，一格一格全是药，分门别类的

都是药匣子。一个民事法官的背后，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各

种各样的“药匣子”。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找到法官，那

么法官所要作的，就是对这个争议的法律关系作一个“定性

”，要确定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是个物权法律关系

？是个所有权法律关系？还是一个区分所有权的法律关系？

确定下来了，那好，回头在这个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的“药

匣子”里找到它，拿出来。这个“药匣子”里装的就是这个

法律关系的规则。当民事法官把这个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

定了，然后在药匣子里把这个法律关系规则拿出来以后，直

接就可以适用到这个案件上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的民事



裁判方法，就是“定性”的方法。定性定什么性？定民事法

律关系的性质。确定了这个性质就找到了具体的法律规则，

找到了具体的法律规则，我们就能够对它适用法律了，就能

够把这个案件正确的办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这种“定性”法，我们现在的这种裁判方法就是定性

法。 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完了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

用的民事裁判方法讲的是这样一种方法。我们要把这个思路

完整地整理出来，我们法官的裁判就比较自觉了。 二、在审

判实践中应当使用请求权法律基础的裁判方法 请求权的裁判

方法，用德国人的话说，叫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方法，我们简

称请求权的方法。王泽鉴教授在说到这个方法的时候说：“

请求权基础的寻找，是处理实例题的核心工作。在某种意义

上，甚至可以说，实例解答，就在于寻找请求权基础。请求

权基础是每一个学习法律的人必须彻底了解，确实掌握的基

本概念及思考方法。”（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我们在民事审

判工作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要确定下来。这就是，一

个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时候，法官一定要看他有没有一个请

求权。当事人如果有请求权，法官就支持你；当事人如果没

有请求权，法官就不支持你。 这样说来，请求权到底是什么

？ 请求权的思路，是德国人采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它和

我们现在的裁判思路有一定的区别。它是这样，当一个当事

人向法院起诉的时候，他必须要有请求权，法官在审理这个

案件时的全部精力，都在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请求权。法

官确认了当事人享有这样一个请求权以后，确认他确确实实

享有这个请求权，然后，就去寻找这个请求权的法律根据是



什么，依据这个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对案件适用法律。所以

，这个方法叫做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方法。 这个思路大家听起

来好像比较抽象，其实并不难，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这

个思路说的是先确定请求权，然后去找这个请求权的法律基

础，确定法律适用问题。我想把这个请求权的方法给大家做

一个介绍。 （一）司法裁判权的基础是请求权 全部的民法规

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行为规范，一部分是裁判规

范。民法的行为规范是讲一个民事主体在行使权利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做；裁判规范，是在当事人发生民事权益争执到

法院来诉求解决纠纷的时候，法官怎么来裁判这个纠纷的规

则。民法就是由这样两部分规则构成的。 我举例分析一下大

家看看。比方说我们讲《合同法》，它的总则部分一共是七

章，第八章是附则。在七章当中，第一章是一般规定，一般

规定我们不去说。从第二章“合同订立”开始，到第三章的

“合同的生效”，然后是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转让、合同的

解除，最后是合同的责任。它是按照合同的顺序所做的规定

，从开始订立，到中间的履行，到最后结束合同消灭，然后

讲合同责任。合同法是采取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来规定的。 

对此，我们怎么来区分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呢？一般合同法

的书没有这么去讲，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今年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合同法专论》。我把合同法的理论

作了一个区分，我把整个合同法的规则、合同法的内容分成

四个部分，分成四编：第一编是合同与合同法，这是一个概

述方面的问题；第二编叫合同过程论；第三编叫合同责任论

；第四编叫有名合同论。 其中第二编合同过程论，实际上就

是讲的合同的行为规范。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履行合同，最



后合同消灭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是怎样一种情形，应当遵

守哪些规则。开始规定合同订立的时候要怎么订，什么情况

下合同生效，履行当中应该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合同才能去

消灭。这是讲行为规范。任何一个合同的当事人都要用这种

方法去进行合同的操作，当然也可以自己约定，只要不违反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是讲一个行为规范。 第三编是合同责

任论。合同责任论是说什么？是讲一旦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

程当中，他们发生了纠纷需要解决的时候，法官要确定是哪

一方承担责任，怎么样来承担责任。这部分关于责任的规定

也是个规范问题，当然也是行为规范，是解决纠纷的规范，

但更重要的这是个裁判规则。对合同纠纷的裁判就是要解决

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承担合同民事责任的规则是什么，这是

讲的裁判问题了。我们的立法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把这部分

整理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行为规范讲的是当事人怎么去

操作，怎么去规范当事人的行为；裁判规范是在当事人发生

纠纷以后的裁判准则，是裁判的规则。 还可以举个事例，就

说现在起草的《物权法》。《物权法》的基本内容是行为规

范。我们知道，《物权法》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两

个根本的宗旨： 第一个是确定物的归属，在这世界上物归谁

所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权利一定要有

界限，你的东西是你的，我的东西是我的，之间的界限是一

定要截然分清的，只有这个界限截然分清了，每一个人的权

利才是清晰的。我们现在讲企业改制的时候不是经常说要产

权明晰吗？产权明晰就是讲权利界限要清楚，不能出现这个

东西既是你的，又是我的；既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当然

又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倒有点好处那就是无主财产，但是



无主财产也可以先占取得，只要你先占了也取得所有权，还

是要确定究竟是谁的。最麻烦的是这个东西既是你的又是我

的，最后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时候就麻烦了。《物权法》不

准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现在的《物权法》当中真的有

个权利就是这样的，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真的不

知道是你的还是我的。尽管已经明确说是集体的，但是，正

因为说是集体的才不知道是谁的，还不如说国有财产是国家

的，这个好说。说农民集体所有，好，这个村有500个农民，

有这么多土地就是这500个农民的，这500个农民最后谁说了

算？是这500个农民说的算吗？还不都是村长说了算！我说土

地承包经营权不是个长久性的物权，不是个永久性的权利，

理由就是这个权利界限不清楚。现在说要把它搞清楚，就搞

了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部分归你耕种，那部分归你耕种

，但这样还是做不到真正的权利界限清晰。这是讲财产的归

属。说这部分财产只能归他，这部分财产只能归你。是你的

财产你来管，是他的财产他来管。你要去弄他的财产是侵权

，他要去弄你的财产也是侵权，这样就把权利界限分清了。

这是物权法当中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是讲财产的利用，物的

利用。物怎么来利用？一个方法是我自己来利用。早晨我自

己买了一袋牛奶，这是我自己的财产，我把它喝了，我自己

来支配它。这是自己支配自己的财产。但是在物权领域当中

，很多情况并不是你自己的财产由你自己用，还有别人利用

你的财产的时候，所以才出现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就像

现在，所有的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但是每个人还可以在这

建房子，商人还可以开发。这就是开发商从国家的手里买来

了土地使用权，买了土地使用权以后，就可以在国家所有的



土地上面建房子，建好了就可以去卖房子。业主买了房子同

时也就买到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我们现在在城里住的每个人

，住的商品房里头所包含的土地也是从国家手里买过来的，

要不买过来凭什么在那里住？因为那个地是国家的，你凭什

么要用那个地呢？这个是讲对他人的财产的利用问题。 一部

物权法，它的核心问题，一个是规定财产的归属，一个规定

财产的利用。对于物归属和利用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鼓励每

一个人去创造财富。你自己的财产，你利用它创造出新的价

值，这个新的财富还是你的，界限是明晰的。我用钱去投资

，赚了钱还是我的，那我就有积极性。我赚的越多，我的财

产就越多，我就可以过得更好。我懒，现有的这些我就够用

了，那你就自己懒吧，那你就要受穷。前段时间我去东莞开

会，他们介绍说东莞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月赚十万我可

以过很好的生活，很满意；一个月赚一万他也过得很满意；

一个月赚一千，他也不埋怨别的，也过得很开心，甚至一个

月打工挣五百，他也能生活，也过得很开心，我自己甘于这

样，那就没有问题了。这更多的是说不眼红他人的富裕，是

一个优点。但是，《物权法》的宗旨是鼓励大家创造财富，

你创造的财富越多，你的生活就过得越好。有句话说物权法

的宗旨、核心，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财富进取心。财富进取心

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要合法的赚钱。你合法的赚钱你就可

以过得更好，物权法鼓励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创造财富。 我

还回过头来说，在物权法中，绝大部分讲的都是这种行为规

范，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规范。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规

范都是讲一个主体在社会当中支配财富行为的规则。它更多

的不是讲裁判问题。要注意的是，《物权法》中有一章就是



第三章，规定的是“物权的保护”。物权保护方法是通常说

的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就是这样的：当你的物权没有发

生争执的时候，权利人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我的眼镜盒

好用，我喜欢用就用，不喜欢就卖，再不喜欢我把它扔了也

行，因为这个物权是一个绝对的支配权。在支配自己的物的

时候怎么去支配，这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它涉及不到裁判

。比方说这个杯子是我的，我现在不要了，我摔了它，别人

会说，你干吗呀？好好的东西。但是，我说我愿意摔啊。别

人会说，你这是浪费财产。但是，我说，浪费财产我愿意，

你告不到法院去。你告到法院去，说某某随随便便打坏一个

杯子，请求法院裁判他，没有法官会裁判。因为你不享有这

个请求权，你没有这个权利管我，因为这是属于我自己支配

的东西。但是，当这个杯子不属于我所有的时候，我把它摔

了，人家就会找我说，你凭什么摔我的杯子？这是因为这个

杯子是人家的杯子，我没有支配的权利。所有权人要找我，

我说我不喜欢它就摔它，就不是理由了，因为你不喜欢那也

不是你的，你凭什么摔了它？有些女同志在家里打架，就摔

东西，但基本上不摔贵重的东西，是一种有理性的发泄。因

此，发泄的时候也有所选择，怎么不摔电视机？不摔两万元

的手表？因为摔普通的东西再买也没有什么问题，反正也不

是想不过，还想过，当然就摔便宜的。 这样一摔东西的时候

，可能就发生了权利的纠纷。你摔了我的东西就发生一个权

利的纠纷，发生了争执。一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要

能够妥协，可以解决问题，要是解决不了怎么办？那就找法

院了。说把我的杯子摔了，我说我愿意摔，好，你愿意摔那

你就得承担后果，你就得赔。赔多少呢？赔10元，那我就



赔10元。说不赔，那就强制执行。这时候才发生到诉讼问题

，才发生裁判的问题。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摔自己

的杯子别人有气上法院起诉就不行，我摔人家的杯子，人家

上法院起诉法院就受理呢？这里头就有个请求权问题。你是

个所有权人，你的财产受到损害，你享有请求权。你有请求

权法院才受理。我摔自己的杯子，别人看是浪费，上法院起

诉我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因为他没有请求权。《物权法》规

定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则，就是《物权法》的裁判规则。 所以

，在物权法当中规定的基本内容是行为规范。但是在“物权

的保护”这一章当中规定了请求权。请求权就是对这些物权

行使过程中发生权利争执，当需要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法

律赋予权利人一个请求权。你享有这个请求权，你才能向法

院起诉。你不享有这个请求权，你根本就不能向法院起诉，

你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会受理，这就是请求权部分，其实说

到底就是提起诉讼请求保护的一个权利，在程序上是这样的

。在程序上要提起诉讼的时候，你要个起诉的权利，这个起

诉权利实体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民法上规定的请求权。这就

是我说的请求权对于裁判的重要性。有请求权你才能起诉，

没有请求权你根本不能起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出来，民法规定的更多的规范，并不是给法官规定的，或者

说不是直接给法官规定的，而是给民事主体规定的，是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权利行使的规则。当然，这些规定对

于法官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在争议发生之后，法官在判断

究竟是哪一方当事人的责任的时候，把它作为行为衡量的标

准，确定哪一方违反规则。只有民法那些关于权利保护的规

定，才是给法官规定的规则，这些就是权利保护的请求权问



题。所以，请求权是法官的裁判权的基础，没有请求权，法

官的裁判权对这个具体的纠纷案件无权行使，只有权利人享

有请求权，法官才能够接受他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裁判。 

所以，请求权的方法，是个最基本的裁判方法。这个裁判方

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我们要受理。特

别是立案庭，案子一起诉都到立案庭，我们要不要立案，能

不能立案？就要看原告有没有请求权。有请求权我就受理，

没有请求权我就不受理。立案庭不审理具体案件，仅仅是审

查够不够立案，最终的裁判是由审判庭来做的。所以请求权

部分对立案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不仅仅是《合同法》和《

物权法》规定有请求权，其实其他民事权利也都有请求权，

所有的权利当中都有请求权。人格权有请求权，当人格权受

到损害后，他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身份权当中也有请求权

，只有他享有请求权的时候，他才能够向法院起诉，他要没

有这个请求权的话，根本就不能向法院起诉。 这就是说，请

求权在民法中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涉及裁判的时候，没

有请求权，你根本就不能向法院起诉。在起草《物权法》当

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规定物权请求权，要不要规定物

权保护方法？很多人说不用规定，有侵权法就够了，其实，

没有物权请求权是不行的，物权必须要有自己的请求权。 （

二）请求权的体系 下面我想说请求权的体系。刚才说的是一

个有请求权还是没有请求权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

请求权的体系，要解决的是，你这个当事人所行使的请求权

是哪一种请求权，是什么样的请求权。 请求权有非常庞大的

内容，它不仅仅涉及到向法院起诉时候的请求，还包括向对

方当事人的请求。比方说合同债权，合同债权本身就是个请



求权。我跟对方当事人订了一个合同，我上市场去买菜，辣

椒一斤要多少钱？卖菜的说一元一斤，我说八毛钱一斤行不

行？卖菜的说八毛不行，那九毛行不行？九毛行，那好，就

九毛。这是订立合同的磋商过程，是缔约的过程。卖菜的说

九毛一斤你要几斤？我说三斤。这时合同彻底达成了。合同

达成以后，卖辣椒的这一方享有一个请求权，你要给我二元

七角的价金，我付给你价金，你要把三斤辣椒给我，这就是

相互之间的请求权。因为这种买卖合同是个双务合同，双方

都承担义务，我有支付价金的义务，你有给付我标的物的义

务。这样一个义务在对方来说就是一个请求权。在一般情况

下，我把辣椒称好了以后装进袋子，你把钱给我吧，这就是

个请求权，你把二元七角给他，那好辣椒也交付给你，合同

履行完毕，双方请求权同时实现了。 这个权利是请求权。但

是，这个请求权与上法院起诉的请求权不一样。我们说卖菜

的把三斤辣椒交给你了，但你拿了辣椒就走，不给钱，被抓

住了，问你为什么不给钱呢？我就不给你能怎么着？这个不

给付价金的行为就在对方当事人发生了一个新的请求权。你

不给，我就上法院起诉。卖菜的起诉说，法官，我有个纠纷

来起诉。法官说什么纠纷？原告说，他拿了我三斤辣椒不给

我钱。这个时候，可以来研究一下，原告向法院起诉的这个

请求权，与他向对方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是不是一个请求

权？有人会说，是一个啊，不都是要两块七角钱吗？不是，

向当事人请求的那个请求权，需要当事人自愿履行，你给我

就给我，不给我，我也不能把他按在地上抢。这时，法律规

定权利人又有个请求权，可以向法院去起诉他。这个起诉他

的请求权，就是债权保护的请求权，在民法上就叫做二次请



求权。所以，前一个请求权是那个合同权利本来的请求权，

第二个请求权是对方当事人不履行的时候，向法院起诉的请

求权，这是一个权利保护的请求权。 大家看，这两个请求权

是不是不一样？一个是对当事人行使的权利，一个是向法院

起诉请求保护的权利。这两个权利虽然都是请求权，但是这

两个请求权并不是一个权利。保护权利的这个请求权是基于

买卖合同的请求权产生的请求权，这个权利是保护自己的权

利的。向当事人行使的请求权，是合同本身的那个请求权，

合同的权利本来就是这个请求权。 所以，在请求权体系当中

，最基本的区别是分成两种。第一种，我把它取名一个叫作

本权请求权，本来这个权利就是一个请求权，这就是债权，

以及一些绝对权中所包含的部分请求权，如身份权中的扶养

给付请求权。第二种请求权是权利保护请求权，它是一个体

系，由两种请求权构成：一个是原权请求权，是在民事权利

本身中包含的一个请求权，例如物权请求权、债权的二次请

求权；这个请求权是权利人基于自己的权利向法院主张权利

保护的一个请求权，是对权利进行保护的请求权。还有一个

权利保护的请求权，叫侵权请求权。侵权请求权是当一个人

的行为侵害了对方的权利，构成了侵权时，符合了侵权责任

构成要件时，权利人产生了一个新的请求权，这个请求权就

叫侵权请求权。这个请求权是另外一个新的请求权。 从上面

介绍的情况看，我们的民法体系当中包含这样三种请求权： 

第一，是本权利请求权，这个权利的本身就是个请求权。第

二，是所有的民事权利当中还包含了另外一个请求权，这个

请求权是保护自己的请求权，这个请求权是原权请求权。第

三，一个权利受到了侵害，符合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后，



它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请求权，这个请求权是侵权请求权。 作

为裁判权基础的请求权，并不是本权请求权，而是权利保护

的请求权。法官在审判的时候，要研究原告有没有请求权，

不是研究第一种请求权即本权请求权，而是要研究他是不是

享有权利保护的请求权，或者是原权请求权，或者是侵权请

求权。如果它仅仅是本权请求权的时候，就没有向法院起诉

的理由，只有具有权利保护的请求权时，才可以向法院起诉

。原权请求权以及构成了侵权责任要件以后的侵权请求权，

这部分还要详细说。 请求权的体系包含三个方面，是由三个

请求权系统构成的。那么，这三个请求权系统在债权中是怎

样表现的呢？在一个债权中，它本身就是一个请求权，这是

本权请求权；还有一个请求权的保护方法，就是我说的二次

发生的请求权，是要债务人承担责任的请求权。这就有了两

个请求权了。那么，在债权保护中，是不是也存在第三种请

求权就是侵权请求权呢？这个问题很多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一个债权保护来说，它包括债权第二次

发生的请求权这种保护方法，同时也有一个侵权请求权的保

护方法。但是它跟物权的保护方法不一样，表现是，债权的

二次请求权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

时候，可以行使二次请求权来保护。债权保护中也有一个侵

害债权的侵权请求权，但是这个侵权请求权不是针对债务人

不履行的，而是针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我们说一个债

的关系，它约束的是双方当事人，更多的是约束债务人，债

务人一定要履行债务，来让债权人权利得到满足。债权相对

性原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时候，

用二次请求权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债权。债权本身的问题用



这两个权利来解决就完全够了。但是债权也有被侵权的问题

，当不是这个债权关系的当事人，不是债务人，而是第三人

侵害债权的时候，这时候发生了侵害债权的侵权请求权。 物

权不是这样的，物权的保护方法是另外一个情况。当物权受

到侵害以后，它除了自己的请求权之外，同时又产生一个侵

权请求权。物权的权利人产生两个请求权，它的内容是差不

多的，针对的都是侵权行为人，因此涉及到权利人的选择问

题。但在债权当中，债权本身的二次请求权和侵害债权那个

侵权请求权并不是针对同一个人的，是不发生竞合的。二次

请求权解决的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问题，侵权请求权解决的

是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分清。 我

介绍一个侵害债权的案例，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人侵害债权

的案例，是某省会城市的一个案件。该市有个演出公司准备

举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在有3万8千个座位的体育馆举行。

演唱会定的题目叫“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XX周年，邀请毛阿敏等歌星来参加演出。演唱会召开之

前，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邀请新闻媒体的娱乐记者参加

。在记者会上发生了一个争执，会议主办方给记者们发一个

红包，当发到一个晚报社记者的时候，他说我得要两个。主

办方工作人员说每个人只有一份，你怎么要两份呢？记者说

，我们来了两个人，另外一个临时有急事先回报社去了，人

家也来了要替你做宣传，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主办方比较

抠门，就拒绝多给一份红包，结果不欢而散。第二天，报纸

、电台、电视台就开始宣传，公司也开始卖票，三天就卖出

了一万张。但是到了第四天，这个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

娱乐版头版头条刊出，声称因病出国治疗，“毛阿敏不来了



” ，报道的最后一句话是“山西太原喜欢毛阿敏的歌迷们大

概要大失所望了”。这一期的报纸发行后，卖出的一万张票

退回了八千张，还剩二千张，然后再也卖不出去票了。这下

公司老板急疯了，赶紧和毛阿敏的经纪人联系，询问情况，

证明毛阿敏在东京治病，是感冒和牙痛。主办方与毛阿敏联

系上以后，毛阿敏保证按时参加演出，并且发来传真：“山

西太原的父老乡亲：你们好！我是毛阿敏，我将准时参加演

唱会，和大家见面。”然后签上大名。演出公司在报纸上整

版整版地作广告，就拿毛阿敏的传真作广告的背景。但是，

票还是一张也卖不出去。没有办法了，老板说是不是就不演

了，把两千张票的钱退回去，还可以少赔一点。买了票的这

两千个人是铁杆歌迷，说谁敢取消演出，我们就敢申请游行

。领导一听这种情况，就找演出公司的老板，说这是政治任

务你必须得演，必须按时演出。结果没办法，演出公司只能

采取送票的办法保证演出。结果演出很成功。演员拿红包走

了，除了买票的两千个观众外，其他观众没花钱看了高水平

的演出，大家也很开心。但是老板不开心，原来预计能赚三

百多万，现在亏大了。怎么办？领导也不管了，只有找法院

起诉。 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以后，不知道这个案件是什么案

件，就到北京去找专家咨询。我们讨论了这个案件，认为这

是个侵害债权的案子。买票，看演出这是一个合法的债权关

系，第三人发布虚假消息，弄得这么多人退票，剩下那么多

票卖不出去，把人家给坑苦了，是不是？是第三人侵害债权

，产生一个侵权的赔偿请求权。法院按照这个思路判了这个

案件，但是只赔偿了直接损失，对于可得利益的损失赔偿请

求没有支持。 我说，那一部分也应当赔偿，其中包括一万张



票中退回的80%，这是可得利益损失；另一部分是没有卖出

去的80%也应该赔，可以推定影响的是80%。但是法院没有这

样判。 这个案件很典型，晚报的行为就是一个侵害债权的侵

权行为，演出公司因该侵权行为发生侵权请求权。它跟债务

人不履行债务，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承担民事

责任，承担违约责任是完全不一样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