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忠诚履行权利救济法定职责 

 

杨临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

障”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通篇闪耀着

民主法治精神，我国正行进在以人为本的权利时代。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人权加法治等于民

主。
1
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所尊重、所保障、所救济；国家权力的本质和边界为人权。国家

赔偿法作为宪法相关法，直接履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2010 年 12 月 1 日

起实施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力度。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实施两周年之际，国家赔

偿审判工作要进一步弘扬权利救济核心理念，以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一、“权利救济”是国家赔偿法自我证成的伦理基础 

法的伦理基础（basis of ethics），指的是一部法律可称之为“良法”所体现的道德性。

2
有效的法律应当构筑在道德之上，并内在地体现出对社会和个体具有增益效用的良善与公

正，
3
即所谓“善和公平乃法上之法”。

4
只有当法律规范的实然与道德价值的应然彼此融合，

才能达致黑格尔所说“存在”与“合理”的统一，使一部法律在伦理基础上实现自我证成。 

国家赔偿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沿革和学理依据。其一，将国家拟制为“雇用人”，

由其为公权力所致侵害承担赔偿责任，此谓“法律拟制说”。其二，把国家的法律身份一分

为二，一个是主权国家，一个是作为私法人的“国库”，由国库以私法人身份代表国家应诉

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谓“国库理论”。其三，认识到国家频繁的公务活动给私权造成损

害的必然性，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牺牲，但需通过赔偿或补偿弥补牺牲才合乎公平正义，

此谓“特别牺牲理论”。其四，认为公务行为致人损害是受害人为公众利益所做出的牺牲，

依据平等原则，应由国家代表公众用税收来赔偿受害人，此为“公共负担平等理论”。其五，

                                                        
 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 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载于《学习与探索》2001 年 04 期 
2 近年来，法的伦理基础或法律伦理问题逐渐受到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关立论和观点较多。本文所称法

的伦理基础，系指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性而言，意在指出法律应当内在地体现道德性。参考李建华、曹刚著：

《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第 15-21 页。 
3 一般而言，伦理行为是对于社会存在发展和每个人利益增进具有效用的行为，即有利或有害于社会存在

和每个人利益增进的行为。参考王海明著：《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39-141 页。 
4 孙笑侠编译：《西方法谚精选：法、权利和司法》，法律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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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国家保有并行使权力，对个人而言构成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带来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国家

负责，此为“危险责任理论”。
5
 

按立论依据不同，上述五种学说或是绕开“国家至上”与“主权豁免”的范式制约，寻

找国家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适格”身份，如“法律拟制说”和“国库理论”；或是直面公

权致害的不可回避性和不可选择性，寻求建立公法上国家责任的独特体系，如“特别牺牲理

论”“公共负担平等理论”和“危险责任理论”；目的都是为了揭示国家的法律地位并定义国

家责任的本质，依其逻辑属于国家“义务本位”和“责任本位”的定型化思考，严格而言不

足以说明国家赔偿法的道德依据和伦理本原。笔者认为，探求国家赔偿法的伦理基础，取决

于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前提和规范目的。 

基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权利推定是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前提。亚

里士多德认为，正义要求“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的分配给社会成员”，

此谓分配正义。
6
分配正义 初建立在身份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经发展演变成当代“基于权

利的分配正义观”，即分配的平等应当体现为权利的平等，正义来源于是否尊重了个人权利。

7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推定地成为宪

法规范承诺保护的权利主体，每个公民都推定地享有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每个公民都推定地

拥有因权利受到侵犯时要求对方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为了上述分配正义规则设定权利的

有效性和可复归性，宪法还明确公民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权利而受到损失时，有

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是国家赔偿法保障私主体拥有国家赔偿权利的基本前提，

也是权利推定作为国家赔偿法规范前提 重要的体现。
8
 

基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的权利救济是国家赔偿法 主要的规范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要求在契约或侵权行为造成一方受损害时，应予以矫正、恢复，
9
此

谓矫正正义。不管是奉行“救济先于权利”的普通法系，还是奉行“权利先于救济”的大陆

法系，都认为“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
10
都把基于矫正正义的权利救济作

                                                        
5 马怀德主编：《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 页至 31 页。 
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 H. Rackham, Bk. V. iii. 6. 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

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63 页。 
7 文长春：“分配正义及其局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3 期。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

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9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

想史、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10-611 页. 
10 “无救济即无权利”在普通法系表述为“There is no wrong without a remedy”，“有权利必有救济”在大

陆法系表述为“Where there is a right, there is a remedy”，其拉丁语表述都是“Ubi jus, ibi remedium”。这种

区分在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权利救济的方法和进路有所不同，前者是救济先于权利，诉权先于实体权

利；后者是权利是救济的请求基础，实体权利先于诉权；但两大法系都认为救济是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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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常见的来源。
11
国家赔偿法把“获得权利救济的权

利”作为主要规范内容。
12
不管是向侵权机关请求赔偿（赔偿请求权），还是向人民法院赔

偿委员会请求赔偿裁决（裁决请求权），无一不是围绕权利救济的目的设计和展开， 终目

的都是确保公民权利与自由遭受公权力侵害时得以复原。可以说，国家赔偿法就是基矫正正

义理念的“权利救济权法”，“权利救济”就是国家赔偿法及其制度自我证成的伦理基础。 

                                                                                                                                                              

二、“权利救济”是国家赔偿法自我实现的践行途径 

法的实现（realization of law）是指法律规范的要求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

实际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即法规范的应然性与法现实的实然性相统一、相一致。法的实现具

体表现为权利被享受、义务被履行和禁令被遵守，以及法秩序被破坏时矫正规则的有效适用。

13
法律颁布实施后，显然不会自动地发挥规范功能。法律所描述的行为模式，也只是纸面上

的可能状态，而非现实中的真实结果。可以断言，如果法律规范的内容不能在人的行为与社

会关系中得到实现，法什么都不是。
14
  

法律的生命在于法的实现，法的实现包括两种途径，一个是合法行为，即权利义务主体

自觉地遵守法律，自动达成法的调整目标；一个是矫正行为，即对权利义务主体的违法行为

进行惩罚或救济，强制性恢复法的秩序。法的实现还有赖于四个必要条件：一是良善公平的

立法，二是高效的执法机构，三是公正的裁决机构，四是有效的监督机构；还有赖于来自外

部环境的充分条件，如所必备的人员组织和物质财富条件，与法律目的保持一致的社会道德、

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总的来说，以上途径和条件大体构成法的实现机制。 

国家赔偿法作为宪法相关法、权利救济法和国家责任法，其规范内容包括权利救济权的

规定、权利救济程序与方式的规定、损害填补方式和标准的规定，以“可请求”、“可诉”、

“可裁决”和“可赔偿”的方式，标明了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内在法益和复原权能，通过权利

救济完成自我功能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属于以矫正模式完成法的实现的机制。诚然，国家赔

偿法还包括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方面，但从其规范前提、规范内容和规范目标

来看，国家赔偿法自我实现的基本途径和第一途径只能也必须是权利救济。只有在实现了救

 
为避免因辞害义，本文对此未作明确区分，在不同语境时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参考孙笑侠编译：《西方法

谚精选：法、权利和司法》，法律出版社，2005 年，第 44-45 页。 
11 [英]卡罗尔.哈洛著《国家责任：以侵权法为中心展开》，涂永前、马佳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 23 页。 
12 所谓“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即“权利救济权”，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损害或侵犯，有权要求予以

补救、恢复或对侵害行为予以纠正和惩罚。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主要包括：（1）裁判请求权；（2）提起申

诉和控告的权利；（3）取得国家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参考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第 229-231 页。 
13 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年，第 70 页。 
14 [苏]雅维茨著：《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70 页。转引自付

子堂主编：《法理学进阶》，2010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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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弥补了损害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侵权行为进行追责、问责才有实际意义，

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才有合理的逻辑起点。 

与法哲学上法的实现基本理论一致，以权利救济作为国家赔偿法自我实现的途径，同样

有赖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各项机制发挥作用。但国家赔偿法有其特点：一般而

言，权利人请求国家赔偿时，侵权行为和损害已然发生（即使以权利人主观见之）。在此前

提下，支撑赔偿请求权和获得赔偿权的程序制度，以及支持权利救济的法院裁决在国家赔偿

法的实现机制中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国家赔偿法的实现应偏重于诉权保护优先的救济

程序和权利救济优先的裁判理念。 

其一，诉权保护优先的救济程序。当今世界对权利救济程序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

法系“救济优先”的程序设计，主张“救济先于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以救济有无论

证权利有无。一类是大陆法系“权利优先”的程序设计，主张“无权利即无救济”，以客观

权利的规定作为请求权的基础。我国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与大陆法系的理念保持一致，一般把

法定权利和实际损害作为救济（责任构成）的要件，没有权利则无请求权基础，不能证明损

害则无救济可能。笔者认为，因与一般侵权行为法存在明显区别，国家赔偿法的权利救济程

序应当倾向诉权保护优先。第一，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前提是宪法权利推定原则，为遭受公权

力侵害的私权提供救济是其基本属性，如果不能对请求赔偿的权利实施优先保护，国家赔偿

法难以自谓为权利救济法；第二，权利人请求赔偿时，多数侵权行为及其损害已经由某种形

式予以确认，如刑事无罪判决、行政确认违法的判决等，在此前提下，诉权优先显然是保护

实体权利的客观需要；第三，即便权利人请求赔偿时侵权行为及其损害尚未确认，在“公与

私”、“官与民”和“国家与公民”不平等的法律关系结构之下，应当坚持“限制权力，保护

权利”的法律精神，对请求赔偿的权利予以从宽保护；其四，在当前国家赔偿制度若干问题

被社会诟病的背景下，坚持救济优先的理念，符合现代法治发展的趋势，回应民众对维护权

利的要求。因此，完善国家赔偿权程序制度，应当突出救济优先、诉权保护优先。借鉴英美

法系“汝给吾事实（权利请求），吾给汝法律（矫正正义）”的惯例，适当地向“救济先于权

利”原则予以倾斜。特别是在权利救济程序准入的环节，如立案审查等，避免以实体请求权

基础存在与否判断诉权的有无。 

其二，树立并坚持权利救济优先的裁判思维。权利救济有多种方式，以司法程序实现权

利救济，是其中 主要、 正式、 具效力和 具公示力的方式。司法是“实现权利救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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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要津”，“必须体现法治正义的内在训诫”，
15
在国家赔偿法上，赔偿请求人认为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其权利的，首先应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未果或不服的，才向人民

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裁决。前者类似于民法上的“私力救济”，不具强制性，权利可放

弃，一定期限内处理结果可再诉。后者称之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是真正意义上

的司法裁决程序。在这个程序中，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查明侵权损害事实，认定国家

赔偿责任构成，并决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归属，产出具有拘束力的司法裁决，是整个国家赔偿

程序制度的核心与重心，也是国家赔偿权利救济的关键点和终点。因此，必须把权利救济优

先的裁判思维贯彻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程序的始终，坚持以权利救济而不是单纯的违法

审查为裁判导向。通过国家赔偿司法裁决程序，把国家赔偿法的伦理基础和内在道德具体化，

以具体的审判实践完成权利救济和权利复归的正义本原。 

 

                                                       

此外，实质性的权利救济结果、妥当的权利救济扩散效应也是权利救济作为国家赔偿法

自我实现途径的重要方面。总之，“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形同虚设，无人维护的权利宣告，

如同废纸一样毫无用处”，“救济制度是权利‘后续’力量，是防止权利受到侵犯的 后一道

防线”，“权利受到侵害后若得不到救济，不管权利的法律多么美妙动人都毫无价值”。
16
国

家赔偿法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权利救济的司法实践。

三、“权利救济”是国家赔偿法自我依归的文化内涵 

法文化或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
17
广义而言是指“一个共同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

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以及由此产生

的与法律活动相关的器物的全部内容”；从法律意识（legal consciousness）的角度或狭义

地来看，法文化可以理解为“人们对待法和法律制度的态度、信仰、评价、思想和期待”，

或以法律意识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现象。
18
 

作为一种兼具民族性和普适性的文化现象，法文化塑造了特定场域下普罗大众对待法律

的态度，也影响着特定场域中法律人的专业行为与价值信仰。以权利和法文化的关系为例，

不同的法文化对权利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比如，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

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个体权利与道德伦理的沟通孔道，从道义上压抑着个体主张权利的冲动，

对“知足忍让，灭争息讼”法律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西方法文化当中，经由文

化复兴、罗马法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和启蒙，培育了尊重个体、尊重平等和尊重民主的法

 
15 廖奕：“正义镜像的缝合——法律救济与救济法律”，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10 月。 
16 王人博、程燎原著：《权利及其救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34-337 页。 
17 何高大主编：《英汉双向法律词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77 页。 
18 付子堂主编：《法理学进阶》，2010 年，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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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精神，鼓励人民申张权利，促进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对“为权利而斗争”法律意识的形

成起到了引领作用。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保障人权和权利救济的水平与其特定的法文化有着

紧密的联系。 

马克思曾言，法律是人权保护书，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以法治、人权作为基本标准判

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时代，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实现和救济权利，而权利的

保护、申张和救济也需要相匹配的法文化作为意识前提。具体而言，法文化应当凸显权利与

自由的价值并以其作为核心内涵，在全社会倡导并形成尊重权利与自由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观

念，帮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高尊重、保护权利和自由的工作水平，帮助法律职业共同

体树立以保障权利、救济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信仰。 

国家赔偿法是权利救济法，相应地应以权利救济作为国家赔偿法自我定位、自我依归的

文化内涵，以其作为国家赔偿法律意识的核心。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已

建成，我国也有了较为完备的权利保障与权利救济的法律制度，但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上以往传统观念意识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法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维护

自身权益的实际需求还不协调。权利救济文化的缺失，客观上也制约国家赔偿法及其制度的

有效实现。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在立法建设层面注重权利宣告，轻视权利救济；在行政执法

层面注重效率而轻视公平；在司法审查层面还存在不受理国家赔偿案件、不敢赔偿、回避赔

偿等问题，导致现实中权利不能及时、公正救济的困境。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提高尊重并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水平，

应当以权利救济作为意义支点，围绕权利救济凝聚全社会对国家赔偿法文化的基本观念与核

心共识；应当以权利救济作为策动中心，围绕权利救济积极扩大国家赔偿法文化的影响效应；

应当把权利救济作为回归目标，围绕权利救济形成国家赔偿工作的价值路径， 终在私主体

与国家之间划定权利与权力的边界，达成互相尊重、动态平衡的辩证统一。 

四、“权利救济”首要宗旨在国家赔偿工作当中的具体适用 

“权利救济”不应仅仅成为国家赔偿法的首要宗旨，更重要的是在国家赔偿法实施的过

程中具体贯彻。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以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实现权利救济，应当在实际工作中

着重把握在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关于权利救济与民主法治人权。人民法院审查国家赔偿案件，不仅是责令义务机

关赔偿权利人的损失，还有超越其作为工具理性的重要意义。首先，司法救济的存在证明了

公民基本权利的真实性与可诉性，对于贯彻、重申并且创制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

和实施规则，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人民法院通过赔偿裁决，不仅救济了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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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更以这种方式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思并提升依法行使职权的水平，促进法

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观念的发展；再者，权利救济符合权力制约机制的民主政治原则，

对于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加强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完善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
可以说，国家赔偿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晴雨表，是一

个国家法制和民主进程的里程碑；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属于“自由民”的身份证，是一个

国家的国民是否真正享有权利的证明书”。
20
  

第二，关于职权法定与赔偿法定。所谓职权法定，指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

必须由法律授权，行使职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所谓赔偿法定，指的是国家赔偿

的范围、种类、方式和标准应由国家赔偿法规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进行赔偿。理解职权

法定与赔偿法定之间关系，应把国家责任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结构与民事责任下私权利之间

的关系区别开来，避免将国家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直接划等号。在此基础上，理解职权法定

与赔偿法定之间的空白地带，是衡平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客观需要。正如 1873 年法国权限争

议法院对布朗戈案件的判决中所述，“因国家在公务及雇佣的人员对私人造成损害的事实而

加在国家身上的责任，不应受在民事法典中为调解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而确立的原则所支

配，这种责任既不是通常的责任，也不是绝对的责任，这种责任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则，依公

务的需要和调节国家权力与私权利的必要而变化”。
21
  

第三，关于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合法性原

则与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规范。在国家赔偿的语境里，合法性原则有两种理解，

一是作为权力主体层面的合法性原则，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必须严格遵守法律

的要求（包括实体和程序）；一是作为司法审查层面的合法性原则，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国

家赔偿法的规定作出赔偿决定。同理，合理性原则也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权力主体层面的

合理性原则，即公务行为不仅要合法，还要合理，满足适当性、必要性和比例性三种要求；

二是作为司法审查层面的合理性原则，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适当性、必要性和比例性的要求，

在裁决赔偿案件时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裁决国家赔偿案件，同时运用合法性原则

与合理性原则并不矛盾。合法性当中可以体现合理性，合理性应当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

                                                        
19 “民主”的内涵十分丰富，一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即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与专制、专政相对

应；二是可以理解为政体的民主，即所谓多数人的统治；三是可以理解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比如在各

种制度层面中所体现的民主方式、民主主义；四是可以理解为作为权力制约、制衡机制，比如权利对权力

的制约，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本文所理解国家赔偿促进民主，是以其第四种意义来论述的。 
20 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在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国家赔偿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完善刑事

赔偿制度’主题论坛上的重要讲话”，2012 年 10 月 18 日。 
21 单伟明：“试析布朗戈案例对法国行政法的影响”，载《行政法学研究》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1988 年，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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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适用时应把握以下几个标准：一是规范标准，自由裁量应当建立在事实基础和规范基础

之上，不能随意裁量；二是比例标准，即根据侵权损害及其举证的具体情况，从适当、妥当

和合理的角度出发，在法定幅度内进行自由裁量。
22
三是选择原则，比如精神损害当中，对

不构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以选择特定的行为体现抚慰效果。通过结合两个原则，使

人民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符合社会对合理性标准的观念和共识。 

第四，关于赔偿程序与三大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衔接。修正的国家赔偿法取消确认程

序之后，意味着原由公安、检察、监狱管理等国家机关承担的违法确认职权，改由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行使。在赔偿裁决程序中，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对是否存在致害行为、是否

发生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依何种归责原则确定责任归属等一并

行使司法审查权和决定权。这意味着人民法院应当对启动赔偿程序的诸多因素进行自我判

断，实践中情况较为复杂。笔者认为，把握赔偿程序与三大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衔接关系，

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原则上应当以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以及执行程序的终结作

为赔偿程序启动的前提，既不能在责任构成若干要件未确定的前提下随意启动赔偿程序，也

不能把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终结绝对化；其次，对于程序终结前，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上级

机关以“视为确认”或“以确认论”的形式对侵权行为形成法律判断的，比如刑事诉讼程序

中已确定某财产不属于罚没收缴对象的，刑讯逼供造成伤害的，执行程序中以执行异议监督

或异议之诉的方式确定某财产不属于被执行对象的，可以就该确认的行为进行审查；再者，

与三大诉讼和执行程序无关侵权行为，可以依申请启动赔偿程序； 后，从权利救济的角度

来看，即便三大诉讼和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具体情况较为复杂，

短期内又难以确定的，可以对该请求进行立案审查。 

第五，关于赔偿请求权与获赔权。国家赔偿法上的赔偿请求权与获赔权，与诉讼法的诉

权和胜诉权的关系类似。准确把握赔偿请求权与获赔权的关系，重点在于区分国家赔偿的立

案条件（诉权）和实体裁判要件（胜诉权）。所谓立案条件，指的是国家赔偿立案规定所明

确的，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应当具备的条件。
23
所谓实体裁判要件，

24
指的是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的主张是否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并做出判决的要件。与

立案条件相对应的，是赔偿请求权，是应否立案受理和程序性权利的问题；与实体裁判要件

相对应的，是获赔权，解决实体裁判和实体性权利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两者区分明显。实

践中，要避免混淆立案条件和实体裁判要件，不能以实体裁判要件替代立案条件，以实体权

                                                        
22 例如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计算赔偿金的幅度。 
23 参见《 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四条至第八条。 
24 也有部分学者称其为“诉讼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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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否成立的实质性审查替赔偿请求权是否成立的形式审查，人为的抬高权利人请求救济的

门槛。 

第六，关于赔偿与补偿。“司法程序只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价值的一种基本形式，但不是

唯一的形式”。
25
在国家赔偿工作实践中，以人民法院裁决赔偿，是权利救济应有的规范性

命题；以补偿弥补损害，解决纠纷，也是实践中证明可行的经验性事实。一般来说，补偿是

由赔偿义务机关或相关单位以特定的形式，如达成补偿协议并给付补偿金、解决实际困难和

帮扶救助等，弥补赔偿请求人所遭受的损失。把握赔偿与补偿的关系，在实践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要认识赔偿与补偿之间属于竞合关系，原则上两种损害弥补方式应择一而行；

二是要把握损益相抵的关系，即赔偿和补偿不能超出实际损失的范围，救济权利以复原为原

则，权利人不能因此得利；三是应当以作为实质性解决争议的标准，不能以；四是要把握赔

偿程序与善后工作的衔接关系， 

                                                       

第七，关于多因一果与责任形态。因赔偿义务机关的侵权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常

与自我伤害、第三人致害等原因相结合，始发生混合责任和共同责任的问题，即属于补充责

任、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还涉及到不同性质法律责任的关系，如国家赔偿责任与民事侵

权责任共存的情形下，不同救济方式是否存在先后顺序，是否应坚持穷尽一切其他救济的原

则；还关涉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和其他侵权人各方权利义务平衡。对此，笔者认为，

涉及国家赔偿的多因一果及其责任形态的处分较为复杂，应当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把握

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以过错比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proportion of degree of fault）

作为划分责任份额的标准，
26
即各义务主体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过失相

抵原则，赔偿请求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其他义务主体的赔偿责任；

三是及时救济的原则，不宜以有其他致害因素的存在，拖延国家赔偿案件的处理；三是追偿

原则，在连带责任形态下，国家机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其他义务主体有其过错的，可以向其

追偿。 

第八，关于赔偿决定与赔偿执行。国家赔偿法第第二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与民事执行程序有所区别，

赔偿决定的执行对象是国家，执行客体是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赔偿金支付申请、财政机关拨付

赔偿金的行为。对此，人民法院难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一般的强制执行手段。为了避

 
25 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 年第 4 期。 
26 所谓“过错比例原则”，援引自英美法上“过失比例原则”或“比例过失原则”， 初来源于船舶碰撞责

任划分，其要义在于各方对损害都存在过失的情形下，按照过失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参考魏振瀛、徐学

鹿、郭明瑞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民法学商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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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生效赔偿决定陷入“执行难”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区分不同情况，从督促相关国家机关

履行法定职责的角度，构建国家赔偿执行工作机制：首先，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

上级人民法院负有督促其受理赔偿金支付申请的职责；其次，人民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作为

赔偿义务机关，且生效赔偿决定是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由人民法院通过函告或司

法建议的模式，催促该机关履行职责；再者，财政机关拖延执行赔偿决定的，人民法院可以

通过函告或司法建议的方式，要求其履行支付赔偿金的职责。 

第九，关于赔偿与司法公信。司法公信是公众对司法活动及其结果产生的认同、尊重和

信任的心理态度。“司法公信是司法权威的重要标志，是司法公正的真实表达”。
27
对于国家

赔偿与司法公信的关系，可以从价值层面和本体层面两个角度看待。首先，在国家赔偿制度

的价值层面，以决定赔偿实施权利救济，本身就是恢复司法公信和司法信赖的终局手段；其

次，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本体层面，赔偿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具有树立司法公信的功能：其

一，在国家赔偿权利救济程序中灌注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精神和要求，

扩大程序公开，提升司法透明，以司法公开树立司法公信；其二，以公正、公平的裁判结果，

满足公众对司法终局正义的预期，以权利救济的结果树立司法公信。 

五、权利救济核心理念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中具体化的理念 

（一）主张国家赔偿法的核心理念为权利救济，摒弃国家赔偿法就是单纯的惩戒法 

（二）依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设定的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辅之以结果归责原则和过错归

责原则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摈弃国家赔偿法就是单纯的违法归责原则。 

（三）依据国家赔偿法的法定赔偿原则，摒弃国家赔偿法是“不赔法”或“少赔法” 

（四）依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已经确立的确赔合一司法审查新模式，摒弃国家赔偿就是

简单的算账理财 

（五）正视有赔偿请求权不一定获得实体赔偿权，摒弃有赔偿请求权就一定能获得实体

赔偿权 

（六）树立国家赔偿是修复公权公信赢得公权信赖的有效途径，摒弃国家赔偿是损害公

权公信丧失公权信赖的理念 

 六、结语 

曾有一名英国大法官宣称，“如果原告拥有一项权利，他就必然要有维护和保持该权利

的方法，如果他在行使权利时遭到侵害则必须要有救济”，“对权利的需求和对救济的需求是

                                                        
27 龚廷泰、何晶：“司法公信力与良性司法”，载《江海学刊》，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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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的”，“一个人得到救济，也就得到了权利；失去救济，也就失去了权利。”
28
确如其言，

没有救济制度，再响亮的权利宣言也不过是道德神坛上的摆设。在公权力全面、深入渗透私

领域的今天，“为权利而奋斗”的不仅仅是个体，国家应当担负起首要的责任。从事人民法

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同仁，要有坚持权利救济，抚慰民怨的司法勇气，要求“思乎世难，

救济黎庶”的济世情怀，
29
并为此而努力奋斗。 

 

 
28 1703 年，英国举行大选。阿什比是一名合格的选举人，经登记，在爱来斯堡里选区参加选举，负责这一

选区选举工作的官员怀特故意不接受阿什比的选票。阿什比据此向王座法院起诉，认为怀特在职务上的故

意侵害行为构成侵权，要求怀特赔偿他 200 英镑。王座法院判决认为怀特并不违反执行义务，不负赔偿责

任。阿什比 后诉至上议院，上议院以 50 比 16 的绝对多数票作出判决：阿什比胜诉，怀特负赔偿责任。

参见胡建淼编著：《外国宪法：案例及评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01 页。 
29 《辞海》（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72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