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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贯穿于民事诉

讼的全过程，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诉讼的进行。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

法特有的一项原则， 是由民事法律关

系的特点和民事权利的性质决定的 。

作者系统地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进行

了分析， 并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梳理。

作者从比较法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展示

了大陆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以及

社会主义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处分权

的法律规制， 并根据大量的资料， 从

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角度， 从语义

分析到法理分析的层面， 对处分原则

的基本含义、 理论基础、 历史发展等

展开了研究， 揭示了处分原则应有的

内涵。 作者还结合我国法律制度的语

境对处分原则与民事诉讼体制的关联、

处分原则的制度化、 处分原则的具体

适用等一一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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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被视为一项最能

反映民事诉讼个性和民事权利救济特点

的基本原则， 但在我国没有充分或真正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书首次以专著形

式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进行了全面、 系

统的研究， 并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细腻

的总结与梳理。 作者依据大量资料， 从

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角度， 从语义分

析到法理分析的层面， 对处分原则的研

究现状、 理论基础、 域外情况、 中国问

题、 具体应用与完善路径等作了十分扎

实的研究。 在结论部分， 作者明确主张

应当以“当事人主导式” 作为处分原则

今后改革的方向。 本书提出的观点和理

论为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推

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转换， 推进民事

诉讼法的修订， 提供了具体思路， 在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研究的空白。

【内容简介】

王次宝， 法学博士， 山东科技大学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

民事诉讼法学。 1997 年 9 月至 2004 年 7

月， 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 （现西北政法

大学）， 2001 年取得学士学位、 2004 年

取得硕士学位。 2009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 就读于清华大学法学院， 师从我国

著名法学家张卫平教授， 2012 年取得博

士学位。 2017 年 12 月， 入选“青岛西

海岸新区优秀青年人才”。

【序】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都认可处

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而且是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民事

诉讼法》 的规定中， 也的确在诸多方面

贯彻了处分原则， 但我也注意到， 不仅

在民事诉讼法的文本中， 而且在民事诉

讼的实务与理论中都强调了当事人处分

权的非绝对性和限制性， 甚至将这种非

绝对性和限制性作为重点和核心。 这也

是我国在法治建设初期对待权利通常会

出现的问题。 由此， 作为强调权利行使

自由的处分原则就不可能充分或真正发

挥其作为原则的作用。 在许多方面， 由

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 实际上使处

分原则一直处于“非原则” 或“半睡眠”

状态。 因此， 我们势必要追问： 这些限

制是合理的吗？ 这样限制的根据能够成

立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限制呢？ 究竟

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理解民事诉讼处分原

则才是正确的呢？

我在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

（载 《现代法学》 2001 年第 6 期） 一文

中尝试着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我国

民事诉讼体制的型塑与前苏联民事诉讼

体制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受前苏联意识

形态的影响， 新中国全面移植了前苏联

民事诉讼的体制和理论， 并与我国传统

的审判方式和诉讼体制有机地结合， 形

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诉讼体制———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这种模式具有强烈

的职权干预色彩， 加之长期固化的民事

裁判理念， 就构成了对当事人处分权限

制的制度基础和理念基础， 使对当事人

处分的限制在国家干预理念的语境中获

得了正当性。 更深层的社会因素是计划

经济体制、 传统国家治理方式、 传统的

意识形态以及传统权利义务观等。 例如，

基于国情我们必须保留“处分原则”， 只

不过其“处分原则” 的内核与“西方国

家” 的“处分原则” 是有所不同的， 如

同对“辩论原则” 这一形式概念的保留

一样。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在意识形态

上对应的是“民主” 和“自由”， 但“阶

级属性” 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 我们对待处分原则的认

识之所以存在偏差， 是由于我们没有从

民事诉讼应有特性的视角审视这一原则，

没有从民事纠纷的性质来认识纠纷解决

程序的基本要求。 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

权利义务纠纷的过程。 科学、 合理的诉

讼程序总是与诉讼对象的特性相一致的。

不同性质的诉讼对象， 其诉讼程序的设

计也是不同的。 民事争议是关于平等主

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一定人身关系的争议。

争议主体之间是平等的。 因为民事交往

是以当事人独立意思自由为前提的。 当

事人的平等地位不过是在为民事主体的

意志自由创造条件。 因此， 平等的落脚

点必然在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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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对自古罗马以

来的中西方古代法律史和法

律传统的细致研究 ， 分析存

在于古代法律制度背后的思

想观念和文化传统 ， 比较不

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在面

对体现人性基本价值的共同

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法理和

治理手段 、 所积累的不同文

化经验 ， 在梳理这些传统和

现象的同时 ， 探讨法律的文

化根基以及在不同文明中法

治的演进道路问题 ， 也由此

反思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

本书是一本法律基础知识

读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也

只有懂法， 法律才能成为我们

的防身武器。 本书作者系知名

律师， 作者结合 20 年执业经

验， 结合民生热点， 提供法律

指引 。 本书分为 11 个主题 ，

列举 200 个案例， 涉及民事、

刑事、 行政， 案例生动有趣，

分析简明扼要 ， 法律条文精

准， 能够帮助读者轻松掌握日

常生活必知的法律常识， 以法

律的思维判断世间的是非曲

直， 理智处世， 合法维权。

本书不仅萃聚薛氏一生律

学著述之精华， 集中国古代律

学之大成， 更为晚清法律改革

奠定坚实的知识储备。 本书以

新近在北京、 东京、 上海三地

发现的十数册 《读例存疑》 稿

本为契机， 对于以薛允升为代

表的晚清律学研习活动、 律学

作品创作传播， 以及法律学派

的形成互动 ， 进行了详细具

体、 丰富生动的讨论和揭示，

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当今学界

关于晚清法律改革前后历史的

诸多陈旧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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