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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物权客体①
戚道孟马凤岗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传统物权客体理论在指导思想、物的特征表现、价值属性和使用方式等方面与节约型社会理念存在诸
多矛盾。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物权客体制度需要以经济学的“效用主义”为指导，通过非市场评价法将物的生态价
值货币化，从而建立一个以一般法和特别法相结合的法律规定为主体、以法律解释为补充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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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

由此放任人类骄奢的功利主义行为。反映在物权立

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

法上，即近代各国物权法在规定物权客体时并不关

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

注个人与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一味

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

关心物之经济效益的充分利用，这极不符合建设节

型社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

约型社会的理念，具体表现为：

染、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ｌ Ｊ。

１．１指导思想

２００５年瑞士达沃斯世界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

传统物权客体理论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思

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１４４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

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的私欲越来越膨胀，奢

中，中国位居第１３３位。报告指出，低产值、高污染

侈浮华的消费理念和行为与提倡厉行节约的节约型

的生产模式将造成国家未富而资源环境先衰。面对

社会格格不入。传统上西方界定人与其它物之间关

严峻的形势，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

系的哲学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按照’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作为财产制度的物权法，在节约型社会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焦点的时代背景下，不可
能也不应该回避其对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义务。
而物权的客体作为整个物权制度的基石，决定着物
权法在建设节约型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
式。
ｌ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９９４）之解释，所谓人类中心

有两层含意：首先，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事实或
终极目的”；其次，“是将宇宙问所有的一切事物都
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虑”。因此，持“人类中心主
义”者认为宇宙问万物存在的目的即是为了增进人
类福祉，所以自然界万物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
内在价值②。因此，人对于万物并不需要负担“直

节约型社会下对传统物权客体的反思
从罗马法开始直到近代，物权的客体主要是土

地。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物的概念也已经
扩展到自然物和劳动产物。可以说，凡是存在于人
身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能够满足人们的
某种需要的物，都能够成为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的客
体。【２１然而近代各国民法制度，无不尊奉人类中心

接”的义务与职责。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引领下，传统民法通过“物”
的概念，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可供
人类任意处分的客体，于是，人类对物的使用越来越
肆无忌惮，对环境的破坏日渐加剧。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中心主义”招致许多批评之声。
１．２物的特征表现
传统物权法认为，物权客体不仅主要是有体物，

主义，将大自然作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仓库，

而且还必须是独立物、特定物，原则上应当是单一
一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２８
作者简介：戚道盂（１９４１一），山东威海人，教授，研究方向为环
境法学。Ｅ—ｍａｉｌ：ｍａｘ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１６３．ＣＯｌｌｌ
①参见半月谈，２００５，７（１３）．

②所谓“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足环境伦理学家的用语，大
致相当于下文提到的经济“效用主义”中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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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Ｊ。物权法上的物必须为可以直接支配之物。而

非经济价值必须成为法定的人格利益”。【５１若欲将

节约型社会意义上的物，则强调物与生态环境的不

物权客体体系整合到节约型社会的框架下，必须寻

可分割性，但一方面环境这一概念通常并非有体物，

找一条沟通矛盾的纽带。本文认为，将能够以货币

更多的指向一种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生态关系，另

衡量的生态价值归人物之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一方面其所涉范围之广非人类所能控制。因此，环

可行的。

境难以为人所控制和直接支配；环境具有极大的不

２．１以“效用主义”思想为指导

特定性，也不可分割，其特定性和独立性很难确定，

本文认为，节约型社会下的物权法所遵循的思

比如江河和空气等；环境资源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

想应该是经济学的“效用主义”，它是“修正人类中

必需品，赋予部分人排他权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心主义”的一种。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环境伦理

１．３物的价值属性

学便逐渐兴起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其

节约型社会不仅要求实现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

基本观点是，自然界不仅有依附于人类的工具价值，

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就

其本身还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因此人类对自然界

提示人们需要认识到：一物于人，既有经济价值，同

应当负有“直接”的义务与责任，而非导源于自身对

时又具有生态价值。但传统物权法只重视前者而漠

他人的职责。对此，笔者认为，在物权法等民法制度

视后者，更不涉及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的利益协调

中贯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并不切实际，因为

问题。由于生态价值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具有经

毕竟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程度来看，人类社会还

济学上的“外部性”，因此当物权人追求物的经济价

没有达到“舍己为自然”的高度，而且如果否定了

值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实现物的生态价

“人类中心主义”，则相当于动摇了现代民法制度的

值，反而经常以牺牲生态价值为代价来换取物的经

根基，整个法律体系将陷入混乱。面对“非人类中

济价值。物权法中物的生态价值的缺失是造成资源

心主义”者的极端思潮，若干持“人类中心主义”哲

浪费的重要原因。现代物权法的社会化趋势表明它

学观的学者转采取更为温和的主张，提出了“修正

己承认了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但日前在立法上表

人类中心主义”。其中，环境资源经济学者基于亚

现为限制所有权行使的消极承认。除此之外，还可

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在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

以建立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承认的积极方式ＨＪ。

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经济学的效用主义”

１．４物的使用方式

思想，认为效益主义是以行为产生的整体结果，决定

节约型社会包含着代际公平的理念，而人们在

行为道德的正当性；市场能犹如一直看不见的手，引

通过用益物权利用资源环境的时候，往往侵犯后代

导个人的利己行为，从而达到社会整体最大的效益，

人享有的代际公平权。用益物权人只从眼前利益、

因此，利己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这种理念指导

个人利益出发，为了在其权利存续期间攫取最大限

下，环境保护的效益可以用利已的私权来体现，物权

度的回报，他们会充分利用甚至是耗尽资源财产，却

法的生态保护功能也可以因此而建立和发展。

从不考虑生态保护的注意义务，这就导致了对资源

从理论上讲，“效用主义”思想既符合传统物权

的掠夺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人用益物权的

法的“利己”思想，又能满足节约型社会下可持续发

滥用剥夺了后代人享有的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

展的环保需要，因此，完全可能以此种理论为基础弥

质量的权利。

２物权客体的变革路径

合二者之间关于物权客体的巨大鸿沟。
２．２物的生态价值的货币化
为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之可行性，“效用主

如前文所述，传统物权法与资源环境中物的概

义”哲学观发展出各种方法以评估自然资源和环境

念存在着诸多矛盾，对此，已经有学者认识到，“私

具有的多元化价值，将其中的生态价值货币化，扩展

法手段的运用必须首先解决环境资源的公益性与民

了昔日人类中心主义认定自然界仅有工具价值的狭

法的个人利益本位的矛盾。民法手段的运用有两个

义内涵。

前提：一是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必须是可度量的，是

到底如何将物的生态价值货币化呢？传统上经

可以经济价值化的具体利益；二是环境资源的其他

济学者仅将关心焦点集中于交易市场，对于财产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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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衡量，乃是透过市场中的交易数据予以评估，因

是知晓资源的存在就具有的价值，但此价值仍然是

此仅能衡量到财产的市场价值。但由于许多环境资

人类赋予自然界的价值¨Ｊ。

源财产没有交易买卖，无法透过市场衡量其价值，所

通过非市场评价法可以较准确的将物的生态价

以环境资源经济学家提出了非市场评价法。目前，

值货币化，与传统物权法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得到

经济学家对于环境资源财产已经发展出若干可用的

的狭隘经济价值相比，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物无疑

评量方法，最常使用的非市场评价法有旅游成本法

具有更多元的价值。（见图１）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特征价格法（ｈｅｄｏｎｉｃ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与条件评估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等拍ｏ。其中，旅游成本法与特征价格法，乃是透过
与欲评价之环境资源财产相关的市场交易数据来推

凳一

节约犁社会中

估，此二法可以衡量到非市场财产的使用价值部分。

的物权客体

而条件评估法则假设存在市场，透过问卷调查使人
们显示出对于自然资源或环境财产的评价，由于受
访者不必然要以某种形式使用环境资源财产，因此，

图１

传统物权客体与节约型社会下的
物权客体之间的价值比较

可以衡量到环境资源财产除了使用价值之外的非使
用价值部分。

３重构物权客体的若干设想

何谓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一般而言，经济
学者认为环境资源财产所具有的总价值成分，可以
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两大部分，其中使用价
值是指使用该财产而产生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则是
指即使未使用该财产，而仍然具有的价值③。而在
使用价值部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直接使用价值
（ｄｉｒｅｃｔ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间接使用价值（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ｕｓｅ

ｖａｌ－

Ｈｅ）和选择价值（ｏｐ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直接使用价值是指
实际使用环境资源而产生的价值，比如从药用植物
中开发出一种新的药用成分，或在原始丛林及珊瑚
礁海域中从事生态旅游。间接使用价值则是指因生
态系统自身具备的功能而产生的价值，比如热带雨
林能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以缓和温室效应，原始森
林具有涵养地下水源的功能。选择价值则是类似一
种保险支付，虽然不确定在未来是否会使用该资源，

但仍然愿意支付若干代价，以确保未来仍享有使用
此资源的权力，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国
际海底区域划定了开辟区，虽然尚不能进行大规模
商业开发，但是每年仍须向国际海底管理局交纳不
菲的开发费。对于非使用价值，可以分为遗赠价值
（ｂｅｑｕ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与存在价值，前者是指当一个人知
道他人在未来世代可以由该资源获取效益，而产生
的价值部分；后者则是指没有任何形式的使用，而仅

应该采用何种立法模式来重构节约型社会视角
下的物权客体制度？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本
文认为，比较可取的模式是遵循“效用主义”思想，
建立一个以一般法和特别法相结合的法律规定为主
体、以法律解释为补充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模式中，
一方面在物权法总则中规定有关物权客体的生态化
原则，对物权客体的生态价值予以原则性宣示，一方
面在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律中规定具体的物权客体
制度，使得物权客体的生态保护更具有可操作性，另
外，法律解释的出台将有助于澄清物权法一般规则
和特别法规中的疑义，从而更便捷地将物权客体的
生态价值上升为法律所追求的价值。
３．１物权总则的重构
在物权总则中设定一些原则性条文，可以给那
些尚留有争议的物权客体比如准物权，留下适宜的
发展空间，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法典的功能。
３．１．１增加物权人的环保义务
物权的“社会化”、“生态化”已经是国际上普遍
的立法趋势。《越南民法典》第２６８条规定：“所有
人在使用、保管或抛弃自己的财产时，必须遵守环境
保护法律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必须停止污染行
为，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污染后果并赔偿损失。”这种
规定从总体上确立了物权人的环境保护义务，体现

③在经济学“效用主义”观念下，自然资源总价值成分中的使用价值，与环境伦理学家认定自然界有工具价值是一致的，它们所描述的都
是人类利用自然界而产生的价值。至于总价值成分中的非使用价值，特别足存在价值的内涵，则近似予环境伦理学的内在价值。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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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权法对群体和社会利益的关注，对物的处分行

律行为等取得方式，使其成为特许物权；此外，草案

为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在制定物权法时可以借鉴此

还以大量条文规定了权利人环保义务，使此等权利

模式，在物权总则中规定物权人具有环保的社会义

具有了公法性质④。
然而，物权法不能承载本来应由环境法调整的

务，不得任意处分资源财产等物。
３．１．２重新审视物权客体的特征表现

全部环保义务，因此，在中国的资源环境法律中规定

王利明教授提出，可以根据交易上的观念和法

物权客体制度尤为重要。德国物权法中的附属物权

律规定作为标准来确定某物是否具有独立性【８ Ｊ。

制度就没有直接规定在民法典中，而是见诸于相关

本文观点与之有类似之处，认为将物权客体以“效

的资源法或环境法中。这主要是基于附属物权的特

用主义”思想考量，可以按以下标准认定：其一，经

殊性而采取的特别立法对待。本文认为，中国在制

济上可以量化，即能够将蕴含在物中的生态价值和

定物权法时亦应将环境资源物权进行特别处理，将

经济价值货币化；其二，空间上可以量化，如对于同

一些具体的物权客体比如环境容量权、环境地役权、

一水域的不同取水权，只要事先约定好取水量则不

排污权、探矿权、狩猎权等详细规定在《水污染防治

会产生冲突；其三，时间上可以固定化，如在禁渔期，

法》、《空气污染防治法》、《水法》、《渔业法》、《草原

渔业权的行使范围与平常大为不同。

法》、《森林公园法》、《矿产法》等专门性环境法规之

对于物上的排他权，可以认定只要具备使用价
值和非使用价值，且这些资源的总价值具有特定性、

中。‘
３．３以法律解释为补充

独立性并可以被支配，那么也就获得了排他性。例

法律解释使得在法律规范不甚明确的情况下，

如，大气虽然不属于物权法上的物，但大气具有的容

易于澄清法律疑义，使物权客体的含义明确化、正确

纳和净化有害气体的能力却具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

化，保证了物的生态价值得以作为独立于经济价值

价值。向大气排放有害气体者所享有的排污权实质

之外的法律追求而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民法和物权

上就是非常典型的用益物权。显然，如果不将大气

法相关条文的立法解释，可以减少和避免大规模的

所具有的这种生态功能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

立法活动，有利于节约立法资源，同样也取得保护生

价值吸纳到物的概念之中，以物权加以保护，必然导

态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的；司法解释来源于法

致对于大气中净化能力的滥用而最终使大气受到严

官对具体案件的价值判断，以此将保护资源环境的

重污染。

大众观点上升到法律思维的高度，有利于指导环境

３．２特别条款的设立

案件的审理和顺利执行。

设立物权客体的特别条款，首先反映在民法典
的具体条文中。对所有人和使用人而言，在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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