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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年来，随着规范法学对交通现实问题回应愈发疲软，交通法学经历了从法教义学的闭环到

法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范式变迁。管理学的理论供给引领交通治理模式升级转型，社会协同治理、

“大交通”执法模式应运而生。信息技术、医学、微电子学、环境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从立法需

求面向的碎片化摘取，走向交通法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全面进驻。心理学、比较法学、女性主义法

学为交通法学的蓬勃发展供给了丰沛的理论支持，交通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全面彰显。交通法

学从规范导向的“部门法”走向问题导向的“综合法”，突破法学学科体系的壁垒，走向多学科融

贯研究进路。随着交通技术极速发展，“人之尊严”的保障需求呼唤法哲学研究方法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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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h the increasingly weak response of normative law to traffic reali-

ty problems, traffic law has experienced a paradigm change from the closed-loop of dogmatics of law

to the cross research of legal sociology. The management theory leads to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

tion of traffic governance mode, while so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big traffic”law enforce-

ment mode emerge as requir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cine, microelectron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ther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developed from the legislative demand of the ori-

ented fragmentation to the legal research methodology level in full. Psychology, comparative law, and

feminist law provide abund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raffic law. The in-

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dvantages of traffic law are fully demonstrated. Traffic law has changed from

the standard- oriented “department law” to a problem- oriented “comprehensive law”,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the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and moving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pproach.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calls for the return of legal philosophy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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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制

定施行标志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这一政府规章为核心的交通管理

时代的终结，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规范为核心的交

通管理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伴随着快速发展

的道路通行能力，各种交通事故也频繁发

生，国家交通管理体制与机制在应对层出不

穷的交通问题、回应日益复杂的交通形势中

日臻完善。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指出到 2035年基本

建成交通强国。202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

会议对推进国家交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

论论2020年来交通法学研究方法之特征与流变年来交通法学研究方法之特征与流变
———多元研究范式的学术史考察—多元研究范式的学术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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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化交通行业改革做了战略部署。自

此，中国步入了由交通大国走向交通强国的

新征程。

“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人类对法律

现象认知、评判而形成的一种话语系统。然

而，由于人们认识同一法律现象的方法与进

路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和话语系

统。”[1]而现实中交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恰恰需要学者们通过不同的研究进路，对整

体交通规划、事前事故预防、事后责任追究

进行跨学科、多方法的探索。随着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提出，法学与交通科学的融合成为

交通法学者们新的关注动向，而交通法学研

究中的方法流变，是观察交通建设与管理历

史进程的重要视角，更是提高交通运行能

力、完善交通体系的重要抓手。交通法学未

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并优化研究方

法进路。本文不局限于传统的规范法学或曰

法教义学视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自然科

学方法、哲学方法、比较法以及诸多新兴研

究范式对交通法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进行分

析，归纳并评价其特征，对交通法学未来的

研究方法提出拙见。

11 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法的规范研究之有限性使其对交通领域

现实问题的回应难以逃脱无力感与局限性之

束缚；而社科法学的作用场域不局限于司法

裁判，立法、执法等法律实施的全流程中均

有其用武之地。在日益复杂多元的交通形势

下，交通建设与管理无法偏安于法教义学的

逻辑回环之一隅，从更宽广的视角研究法律

与社会之互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显现。

主体层面，交通建设与管理涉及行政主体、

路桥等设施的建设者、运营者，以及每一个

日常出行的交通参与者，与社会中的个体息

息相关。而交通蕴含的社会关系远非法律关

系所能涵盖，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

治理能力优化，也使得交通领域中社会治

理、公共治理成为必然与实然。公共治理要

求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并反

思之前对于法学的理解是否过于狭窄以至于

没有充分注意到法律规范背后更宽广的社会

背景 [2]。交通法学学者有意识地引入社会

学、心理学、经济学、认知科学的理论资

源，从学科融贯角度打破规范法学的固有视

野，使得交通法学的研究体现出交叉学科特

性，解决实际交通问题，大幅提高交通建设

管理实效。

11..11 从法教义学的闭环到法社会学的交从法教义学的闭环到法社会学的交

叉研究叉研究

11..11..11 规范法学对交通现实问题回应愈规范法学对交通现实问题回应愈

发疲软发疲软

从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结果来看，交通

法学文献始于对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制定的推动，继而对一系

列交通法律法规进行逻辑架构。此为立法论

时期。接着对立法的漏洞进行批判，以逻辑

推演为主要范式的修法论时期到来。再后，

由于修法的现实难度以及法律滞后于现实的

永恒特性，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修法论的无

力，进而转向释法论，试图通过解释现有法

律以解决交通难题。此阶段也同样为学者建

立交通法学独立学科的膨胀时期，学者们对

交通法学理论自主性与独立性的理解稍显偏

激，强调学科的理论自足性，故并未突破规

范法学之窠臼，而试图在法学体系内提供解

决交通难题的对策。

然而，在法律单一体系内的封闭性研究

对现实中的交通问题回应愈发疲软，接踵而

至的交通问题与难题表明，基于传统法学研

究的政府管控不能满足现实要求，仅靠政府

单一主体的治理行为捉襟见肘。拥堵的交通

不仅需要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同时也需要

社会领域中多方主体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对

此，立法、修法、释法的各环节均需要新鲜

理论的加入，以跳出纯粹法学的闭合回环，

真正回应交通现实。与此同时，在《道路交

通安全法》颁布 10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①，要求从传统的政府

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治转变，有效组织

广大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实现管理能

力现代化。自此，“社会治理”逐渐步入学

界研究视野。

11..11..22 交通法学视域下的社会协同治理交通法学视域下的社会协同治理

传统法学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乏善

可陈，过于强调政府管理的行政法学二级学

科无法为“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需要

借由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交通法学视域下的现

实难题供给理论营养。社会治理强调社会、

市场、公民间的协调合作，建立多方参与、

多元主体的治理体制，以有效地完成对公共

事务的治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从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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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是建立在政府、

市场、公民之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之上，以化

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

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一种协调性

社会行动[3]。在社会治理语境下，社会公共

事务是政府、公民、社会的共同事务，公民

不再作为被管制的客体，治理过程也不再是

单向度的政府管控，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是

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过程[4]。

减少交通违法、保障出行安全一直都是

交通法学研究的主线与立足点。在传统法学

理论研究中，行政处罚法在交通领域中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尽管交通处罚数

量居高不下，然而交通违法现象却日益凸

显。针对交通治理困境，交通领域萌发出许

多创新性治理方式。例如，在行政处罚法理

论与社会学理论的互动下，鼓励市民拍摄违

法照片、鼓励驾驶人协助治安管理等尝试都

体现了“社会协同治理”理论。将具有抽查

性、随机性的单主体交通管理方式转变为多

方位、全覆盖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担

警力负重，提高发现违法行为的效率。“海

因里希法则”(Heinrich's Law)指出，1 起严

重事故的背后有29起轻微事故以及300起事

故未遂先兆，三者遵循金字塔式演变规律，

也就是说只要控制未遂事故即能控制轻微事

故与严重事故的发生。由此，在交通领域

中，对重伤死亡的严重事故的预防只能通过

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制加以实现，而基

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正是对身

边随处可能发生的轻微违法行为的全面防控。

同时，从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进路转

变也使交通领域的潜在违法主体变为交通秩

序的维护者、违法行为的发现者。交通管理

不再局限于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单方惩戒与

强制，而是把参与交通的每个出行者纳入共

同治理体系，这不仅是政府管理触手的延

展，更是在社会学方法论下鼓励全民参与社

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11..11..33 管理学的智力供给管理学的智力供给：：探索构建探索构建

““大交通大交通””执法模式执法模式

因交通领域极强的公共属性以及作为国

民经济发展基石与命脉的特征，行政执法始

终是交通安全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而行政

法学由于其学科特色，从一开始便与“管理

学”交相辉映[5]。管理学方法是对管理现象

的抽象，是大量管理实践经验的升华，指导

一切管理行为[6]。但是，交通法学视域下的

行政法在研究初期却缺少对管理学方法的研

究与借鉴。究其原因，大致在于交通法学学

科意识形成于 21世纪初，而行政法学的规

范研究在此之前已经完成本土化改造，交通

法学学者将融贯的行政法学理论直接予以运

用，故缺少对于管理学学科理论的关注。但

是，过于分化的交通行政体制无法回应现实

中层出不穷的执法难题，“多头执法”不仅

效率低下，还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额外的、

不必要的负担。

为解决交通执法难题，有学者从行政效

率、分权与集权的管理学理论角度[7]，提出

对于需要集中化的行政执法权，可以在立法

中明确将这一类执法事项授予一个行政机

关，从而避免各部门“执法分治”下的重复

工作和权责冲突。由此，在管理科学的理论

指引下，改变原先“以条为主”的多头管理

模式，向“以块为主”的综合治理模式转

变，依靠工作机制重组和人员重组，以最少

的人员力量，发挥最大的效能。交通执法领

域的模块化运行改革要求从制度层面构建

“大交通”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改善现

行执法体系中存在的执法重叠、乱罚乱收、

各自为政等现象。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

深入推进的攻坚阶段。面对防控疫情、保障

应急运输的艰巨任务，一线执法队伍面临更

大的困难与压力，故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能力显得十分紧迫而必要[8]。自2013年十八

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综合行政执法后，运

用管理学理论研究综合执法的文献数量激

增，但近3年又有和缓之势。2020年交通法

学学者对“大交通”执法模式构建的相关文

献数量猛增，这与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交通运

输能力的需求密不可分(见图1)。

11..22 交通法学视域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交通法学视域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

具体运用具体运用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

问题的边缘学科，运用微观经济学及其他实

证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

过程、效果、效率、创新及未来发展[9]。在

法经济学语境下，效率价值是公平价值的基

础，公平价值是效率价值实现的必要手

段[10]。在交通领域中，效率是交通事业发展

的根本任务，而公平则通过保障交通参与主

体平等享有并行使交通权益为交通建设管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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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保驾护航。因此，法经济学对效率

与公平双重价值的追求与交通建设与管理的

发展理念极度契合，故随着规范法学闭合回

环解决现实难题能力的衰微，法经济学的理

论活力与解释能力逐渐彰显。

11..22..11 城市交通资源分配法律制度的经城市交通资源分配法律制度的经

济学分析济学分析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一直是交通制度设

计的难题。例如，有学者依托埃莉诺·奥斯

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进行法经济学视

角的分析，认为城市交通资源即为“公共池

塘资源”，此时额外增加的汽车将占据道路

空间、增加拥堵程度，从而带来负外部性，

最终会因每个个体的过度使用而走向“公地

悲剧”[11]。法律应以可预测的、公平的规则

构建城市交通资源分配制度体系，在更好地

保障人们出行安全与便利的同时，通过对新

增车辆、出行车辆的限制，兼顾可持续发展

战略。

在具体规则制定层面，近 5~10 年，各

地纷纷出台了诸如《上海市非营业性客车额

度拍卖管理规定》《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

暂行规定》《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

定》《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

《天津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杭州市

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暂行规定》等地方规范

性文件，摇号、拍卖等方式层出不穷。学者

们通过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各种调控手段进

行了分析研究，普遍认为限制新增车辆数量

的既有规范性文件有效率低下、资源配置扭

曲的风险。故近年来，学者逐渐将目光转向

车辆的使用阶段，希冀通过法经济学理论对

小汽车的使用量进行合理限制。

11..22..22 运用交通需求管理策略控制小汽运用交通需求管理策略控制小汽

车使用量车使用量：：价格杠杆的理论支撑价格杠杆的理论支撑

交通需求管理策略最早由新加坡运用于

交通拥堵治理。它结合了政府调控、市场调

节和社会制约的功效，将三者有机结合，从

而减少不必要的城市交通量②。交通需求管

理策略将需求管理理论运用于交通规划中，

最大限度减少交通需求，尤其是私人小汽车

在交通量中的比例。

学者们在对交通需求理论的研究过程

中，逐渐认识到在道路空间面积恒定且有限

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各种交通工具的需求

进行调节，倡导优先发展节省资源和道路面

积的交通工具，才能影响道路交通的占有

率。基于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交通需求理论

从源头抑制消耗成本的交通工具使用，科学

管理、控制并引导交通的总需求，诱导人们

改变交通方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保证城

市公共交通的畅通运行。基于经济学的理论

支持，拥堵费、停车费等需求管理策略虽具

有高效性、合理性，但仍需法律强制力的背

书与保障，才能获得实效。于是，通过对通

行权、路权的权利属性进行基本权利视角的

解构与建构，对税费制度进行法律保留原

则、税收法定原则的衡量与再造，学术界运

用法经济学研究方法，通过交通需求管理策

略，为车辆使用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丰富的路

径构建归依。

11..22..33 交通事故的法经济学分析交通事故的法经济学分析：：博弈博弈

论下的风险分散与责任承担论下的风险分散与责任承担

在交通事故发生、责任判断、认定及承

担的整个流程中，交通事故肇事者作为受情

感与利益驱动的复杂体，在法学体系内的规

范研究无法贴近现实中肇事者的决策驱动因

素。随着交通事故的频发，事故责任认定、

归责与赔偿标准的定性定量需求，皆呼唤法

经济学视角的切入与研究。

从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法律规制程序观

之，首先要解决责任由谁承担以及为何由某

一主体承担的问题。法经济学研究者从全社

会的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侵

权责任原则的目标应能使交通事故的预防成

本、事故成本和行政成本降低到最低的限

度，进而得出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作为法定预

防标准确立原则的结论[12]。在博弈论的结构

体系下，“局中人”会根据自己既定的策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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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交通”“综合执法”为主题，筛选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运用管理学知识进行
道路交通综合执法研究的文献。

图1 自《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以来历年道路综合执法文献数量

Fig.1 Annual number of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documents since

the enactment of the Road Traffic Safet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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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理性选择。法经济学学者通过边际成本

与边际收益的相对预防水平关系，界分严格

责任规则、无责任规则、过失责任规则对局

中人的决策影响，进而对《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六条由无过错责任向过错推定责

任转变的立法变化提供了诸多理论支撑。

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

通事故”为立足与目标的交通制度体系建

构，没有局限于事故后的被动归责进路来规

制交通违法，学者们对事故前的预防研究亦

有诸多涉猎。机动车硬件的更新换代也是作

为受利益影响的“理性人”分析成本收益的

结果，在强制性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 (GB 7258—2017)安全标准不断提高的

同时，虽然新生产车辆的安全性能相对更

高，但对之前出厂的机动车施以增加年检频

率的举措无法回应交通现实。故有学者运用

汉德公式论证升级车辆制动系统的成本收益

关系 [13]，提出在认定是否承担侵权责任时，

在过失这一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中，应将

制动系统与反应能力结合考量，以倒逼机动

车所有人更新换代制动系统。一言以概之，

在对近 20年的涉及交通事故法经济学研究

相关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从事故预防至最

后的责任承担的整个制度环节，均有法经济

学的理论支撑(见图2)。

22 吸纳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吸纳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交通的出现与发展并非法学等社会科学

人为建构的结果，交通设施、交通方式原本

就建立在自然科学的研发与进步之上，交通

与自然科学的联结自“交通”这一语词或概

念出现便是实然层面的事实。然而，基于交

通法学的独立学科意识及对其在法学项下的

学科地位认知，交通法学学者们早期试图以

法学规范的周延性排斥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介

入，故而缺乏对自然科学的融贯理解，只是

被迫摘取技术片段以回应立法需求。

但是，随着自然科学作为方法论和知识

范式入驻法学领地时代的到来，交通法学学

者们认识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所依托的理论知识，无法仅仅由法学的价值

分析、逻辑推演或是社会学观察总结的研究

方法供给。片段化的技术摘取欠缺融贯考

量，无法作为良善立法的指引。故学者们进

行反思，开始对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予

以关注，并将自然科学范式与知识进行创造

性转换，从而为系统的法学理论添砖加瓦，

增强法学判断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自此，自

然科学的智力供给从碎片化的非体系性摘

取，完成了以研究方法为导向迁入法学体系

的“招安”过程。自然科学方法的注入扩展

了交通法学的研究路径，也使得交通法律法

规、行业标准的制定更具科学性与可行性。

22..11 智能交通技术的运用提高法律实效智能交通技术的运用提高法律实效

大数据为整体的交通管理决策、法律法

规制定、管理措施确定、行动方案制定等提

供准确而有规律的数据支撑。不管是静态管

理信息(例如车辆管理、驾驶人管理、交通

事故管理、交通违法行为管理)，还是动态

管理信息(例如缉查布控系统、城市交通信

号控制系统所产生的数据等)[14]，在大数据平

台极强的搜集、处理与分析下，法律法规的

实际效力得到极大增强，效能范围得以延展。

大数据技术不仅为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

科学理性支撑，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法律法规

的实效。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依托于

大数据技术，开发了公路交通安全防控平

台，通过平台更及时、准确、有效地采集和

传输路面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和数据，并进行

基于NS模型规则的
元胞自动机(CA)模型

汉德公式、
成本收益分析

离散变量分析
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
的相对预防水平关系

风险池理论、
效率提升理论

法经济学理论

具体问题
多风险因素叠加
作用下的交通事
故风险量化方法

制动系统的
更新换代

引入刑事惩罚变
量以避免“二次
碾压”的“理性

人”选择

由无过错责任转
向过错推定责任
的归责原则

建立强制责任
险为基础、商
业责任险为补
充的理赔结构

指导

事故预防阶段 事故归责阶段

图2 交通事故预防规制的全流程法经济学研究概览

Fig.2 Overview of the whole process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on traffic accident preven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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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和挖掘，对驾驶人进行有效提醒和信息

发布，使得法律规制手段实时产生作用，极

大地提高了法律的实效。由此可见，数据能

力是交通执法的命脉与基础，为法律实施提

供数据支持。

同时，大数据也为建立案件协作机制提

供技术助力。借由大数据技术强大的信息更

新同步能力，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各类行

政管理、执法信息资源可以在各部门间共

享，提升执法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互相监

督的作用。大数据技术处理带来的“全过程

留痕”更好地保障了交通领域中行政相对人

的权利，使得行政执法中“案卷排他制度”

得以实现。

22..22 医学专业判断解决法学价值评判难题医学专业判断解决法学价值评判难题

在重大交通事故中，往往出现伤亡人数

较多而医疗资源无法及时充分满足的情形。

此时，救治的先后顺序对于每个伤者都至关

重要，对于尽可能减少事故伤亡结果举足轻

重。当涉及生命价值问题时，法学也积极地

通过价值分析、价值判断试图为人们的行为

提供符合“人的尊严”的选择，为不得已的

放弃提供良心支持。功利主义等学派因此生

发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论断，但

饱受争议[15]。若封闭于法学的价值分析，认

为所有生命一律平等，禁止为了挽救更多生

命而放弃可能花费更多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危

重病人，则会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使

本可能被挽救的生命消逝。但是，事故不会

因为法学无法回应而不再发生，医疗资源的

有限性与医疗工作者的良心自由呼唤着一套

可供执行的标准。

临床医学理论为法的价值分析无法解决

的难题提供了实然层面的解决方法。在医学

上，将伤员按出现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分为四

类：用绿色标记“轻症”，以黄色标记“非

重症但需要急救”，以红色标记“涉及生命

的重症且救可能”，以黑色标记“死亡或救

命不可”[16]，每一类之下还有许多具体医疗

判断标准。判断伤病情的同时，先到场的医

疗工作者用国际通用的“四类伤情分类卡”

进行标记，从伤亡严重程度由高至低排序为

黑色、红色、黄色、绿色，之后到现场的医

疗工作者则必须按照红色、黄色、绿色、黑

色的顺序予以救治。

对于法学体系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同为

“古老学科”的医学用临床的数据标准提供

了一个出路，法学自身体系无法回应，并不

代表着法学的无能与无力，而是一种必要的

回避。毕竟，法学连接着人的尊严、人的价

值等基于人性的终极价值思考，在无法给出

应然理性与实然可行性兼具的解决方法时，

借由医学知识解决现实难题是对法学精神的

理性保护。

22..33 电子车牌技术落实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电子车牌技术落实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中国行政法学界已有诸多学者提出，传

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对行政相对人非常不

利。在交通领域中，行政主体怠于履行职责

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笔者家乡一年前就有

非常惨痛的教训，2019年 10月 10日无锡市

锡山区 312 国道上海方向 K135 处、锡港路

上跨桥出现桥面侧翻，事故共造成 3 人死

亡，2人受伤，事故主要原因是货车严重超

载，货车经过多个省份却没有被截停，交通

管理部门存在严重的怠于履职现象。

在此，可以引入民事诉讼法学中的举证

责任倒置原则，即由怠于履职的行政主体举

证以证明其和损害结果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

的因果联系存在。在交通领域中，可以借助

电子车牌技术规范行政主体的举证制度。通

过在道路交叉口布置扫描电子车牌的卡口，

实时记录是否被交通管理部门检测以及检测

结果的相关数据[17]，发送信息给终端系统并

且留档，在之后的诉讼纠纷中，由路桥管理

部门拿出这些证据予以举证。以电子数据的

“全过程留痕”倒逼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也

为法官裁判案件认定行政责任时提供了更好

的证据依据。

此外，电子车牌的推广和实施对实现城

市交通的精细化管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减少交通拥堵都有着重要意义。微电子学、

5G通信技术、边缘计算技术的自然科学研

究为电子车牌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方

面增强既有法律的实施效果，更好地查处交

通违法，减少交通事故，另一方面也对适应

新系统新技术的新立法提出新要求。

33 彰显交叉学科研究优势彰显交叉学科研究优势

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等交叉学科愈发受

到重视、改革开放后比较法研究方法的勃兴

以及女性主义法学等新型研究进路的萌发，

交通法学者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对自然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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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还积极借

鉴、引入新理论与新流派的智力因素，交通

法学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得到全面彰显。

33..11 心理学分析方法的运用范例心理学分析方法的运用范例

“人”“车”“路”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的三个重要因素，“人”是“车”与“路”

发挥作用的关键，也是一切交通产品与交通

系统的归依。因此，规范“人”的行为是维

护交通安全、便利、快捷的重中之重。在宏

观层面上，有学者通过对超速行驶心理、明

知车况不佳而行驶的心理、酒后违法行车心

理背后的诸如小概率容错思想等心理学成因

进行分析，提出法律惩处与道德培育相结合

的解决方法[18]。

在中观层面上，有学者对《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心理威慑效应进行了基于心电信

号、皮肤电导信号、呼吸信号、肌电信号等

生理数据的研究，识别法律的威慑力对驾驶

人情绪产生的影响，检测驾驶人对不同执法

手段和策略的客观实时反应[19]。从学界整体

研究情况来看，研究法律对违法行为的影响

最经典的心理学理论是威慑理论，即法律在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以产生一种心理威慑效

应，其效果受到惩罚的确定性、严厉性和即

时性的影响。尽管国内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

制定了很多法律，但有效地执行法律才能提

高惩罚的确定性，保障法律的威慑效应。由

此，在确定惩罚幅度的立法过程以及实施具

体惩罚的执法过程中，均有心理学关于威慑

效力的理论研究用武之地。

在某一具体法律制度或条文的微观层面

上，心理学研究的亮点也得到充分展现。有

学者通过解析机动车绿灯倒计时信号对驾驶

人心理与驾驶行为的影响机理，认为机动车

绿灯倒计时不利于交叉口交通安全且会降低

通行效率，得出应谨慎使用机动车绿灯倒计

时的结论；同时还站在立法论角度，建议修

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黄灯的含义，并在

闯红灯抓拍系统中增设闯黄灯超速自动抓拍

功能，以减少信号过渡期间超速抢灯现象的

发生，保障交叉口的交通安全[20]。

33..22 对比较法研究的理性借鉴对比较法研究的理性借鉴

“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

一无所知”[21]。德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克茨引

用歌德这句名言意在强调，唯有研究外国法

律，才能悟解本国法律的特征和品格[22]。比

较法研究旨在通过不同法律体系、法律文化

和法律制度的比较与借鉴，进而反思本国法

律。中国作为曾经的交通后发国家，到如今

成为拥有世界第一公路里程(519.81 万 km，

截至 2020年底)的交通强国，比较法学研究

的持续供给功不可没。

为解决愈发严峻的交通拥堵难题，交通

法学学者积极探索域外交通拥堵治理经验，

包括新加坡购车上牌费用、伦敦交通拥堵费

制度、东京停车收费制度[23]等。早在20世纪

末，就有学者极具洞见地指出：“我国在借

鉴和移植国外的法律时，应认真地研究移植

来源国家或地区以及本国的各种社会或自然

条件。”[24]换言之，各国的成功经验都是建

立在不同国情现状之上的，予以借鉴的前提

是对其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的充分认识以及

对中国国情的清晰思考。

对此，中国交通法学学者并未一味地援

引照搬比较法学上的经验与做法，而是将域

外的成功范例作为参考，将有益经验结合中

国国情予以内化，理性论证其科学性、合理

性与可行性。例如，有学者提出，虽然日本

的高价停车费制度成效巨大，但是，在中国

法律体系下，停车费不能任意提高。对于停

车缺口不算大的城市，应通过逐步加建停车

场，制定停车位配建标准，保证新建项目配

备足够车位等规划和措施满足停车刚需，而

对于停车缺口过大的城市，可适当通过提高

拥堵路段停车费来减少汽车使用量。

33..33 女性主义法学的注入女性主义法学的注入：：由自由主义由自由主义

向差别主义的范式转变向差别主义的范式转变

近年来，女性驾驶人群体数量不断增

加，而“女司机”却悄悄演变成意涵“马路

杀手”的歧视性词汇，社会对于女性开车引

发交通事故的忧虑感不断上涨。对此，交通

法学学者结合实证研究、数据分析、生理心

理科学研究理论，对女性驾驶人发生交通事

故的原因与关联因素进行多角度分析，并提

出关注女性差别并保障女性驾车平等权利的

对策[25]。

10年前，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逐渐意识

到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公民平等的法律主体

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足以真正实现

女性在社会上的平等待遇。有学者进而提出

了发人深省的设问：“为什么充分体现了性

别平等的法律，并不足以给女性在社会层面

带来真正的平等？”[26]由此，差别女性主义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9
N

o.3
M

ay
2021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一一
年年

第第
十十
九九
卷卷

第第
三三
期期

专题

法学逐渐进入中国法学界研究视野。差别女

性主义法学认为，自由主义法律方法和推理

过程本身是男性化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形

式平等的法治理想是虚幻的，既有建立在男

性主导下的规范虽然用中性语言表述，但仍

有可能偏向男性利益，形式平等掩盖了法律

规范本身的偏私性。

而交通法学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的关注重心也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法学”到“差别女性主义法学”的范式转

变，从主张在现存法律制度内为女性争取平

等权利，到真正关注女性的特点，试图为女

性基于生理差别、认识方式的特点改变现有

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的法律规范。基

于女性生理特点而主张完善交通事故赔偿制

度的研究是差别女性主义在交通法学的运用

典型。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既有交通事故赔偿

制度对女性受害人身体及相关赔偿的不合理

之处，提出建立和完善女性损害专门赔偿制

度、加大对母体受孕损害的精神赔偿、将孕

妇营养补贴纳入补偿范围等建议[27]。

44 交通法学研究方法流变与评价交通法学研究方法流变与评价

交通法学经历了从学科独立意识萌发后

囿于规范法学体系的封闭思维，到与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渗透融合，

再到与心理学、比较法学、女性主义法学等

新型研究视角的积极回应三个阶段，彰显出

交叉学科的独特研究优势。总体而言，交通

法学完成了从规范导向的“部门法”到以问

题导向的“综合法”的研究进路转变，突破

规范法学研究方法的封闭回环，走向多学科

交叉研究范式，在历史往复中逐渐认识到坚

持以法学为统揽的研究原则才是构建法治交

通的重要抓手，完成了多元研究方法的有机

整合。

44..11 从规范导向的从规范导向的““部门法部门法””到问题导到问题导

向的向的““综合法综合法””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致，技术向精细化

纵深发展，学术场域中单一学者的研究范围

日益限缩，学科分化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刻

化和精细化，却创造了人类认知的一种盲

区，因为社会问题不会按某单一学科的逻辑

和意图呈现自己[28]。而随着交通技术的快速

发展与交通需求的暴增，局限于规范法学框

架内的法学知识不足以回应纷繁复杂的交通

现实需求，难以提供兼具科学性与可行性的

解决方案。

《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后的 5年，也

是交通法学学者学科意识觉醒的时期。交通

法学学者从对相关立法的被动关注，以规范

分析建构交通法学体系，到结合现实反馈思

考现有立法的修法论范式，再到试图通过纯

粹逻辑推演的释法论路径回应交通现实难

题，发现过度追求学科独立性导致了以法学

知识为唯一归依的闭门造车，即便在立法、

释法过程中被迫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也仅是缺失融贯考量的知识碎片化堆砌。

伴随着 2006 年“十一五”规划提出

“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如火如荼的交通建

设成为交通法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引擎。自

此，交通法学学者突破法学二级学科限制，

通过对民法、行政法、刑法多部门法研究方

法的融合，分析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

事责任一体规制交通违法路径的合理性，打

破了以行政法为核心甚或边界的传统部门法

界分。与此同时，现实交通问题的复杂性、

技术性使得学者开始反思以法学这一一级学

科“设界”的局限性，旨在消除学科壁垒、

整合学科知识体系和促进学科融合的一体化

研究逐渐勃兴。

“随着我们知识的不断增进，我们必须

努力去构成一种综合法学。”[29]近 10年，交

通法学逐渐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

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的

“综合法”转变，构建融多种研究范式于一

体的新型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

系。这不仅仅是一种问题意识的萌发带来的

思路变型，也是一种从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

研究的范式转型。在交通法学研究范式骤变

的同时期，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也已基本形

成，以功能设计与规范建构为路径的立法论

研究范式所隐含的学术缺陷日益彰显，向

“体系后研究范式”转型以满足交通现实需

求具有其历史必然性[30]。

44..22 从规范法学研究方法的闭环走向多从规范法学研究方法的闭环走向多

学科交叉研究进路学科交叉研究进路

当价值分析、规范分析、社会分析走到

尽头时，法学综合研究的方法也就闪亮登场

了。较之于其他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方法更

加侧重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对法律制定、

执行和适用的影响[29]。伴随着以问题导向的

“综合法”思路勃兴，交通法学研究范式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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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提醒我们应当注重法律与其他学科、其他

领域的关系，而不应把法律看成一个封闭体

系，故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

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近些年不断注入交通法学

研究场域。

首先，社会分析方法的注入使得社会协

同治理、大交通执法模式得以构建，解决了

交通领域执法难问题。与价值分析、规范分

析的方法不同，社会分析方法着重分析的是

法律的实然性问题，尤其是集中于法律的动

态过程中的实然性问题，即考察法的实际运

行、实际效力、实际作用和实际效果[31]。从

法的规范分析、价值分析主导的立法论、修

法论、释法论的逻辑回环，到关注法之实效

的社会分析方法的注入，交通法学的现实回

应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其次，引入经济分析方法的法经济学研

究契合市场经济下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式转

变，符合由全能政府向服务政府的功能转

化。解决交通拥堵与减少交通事故一直都是

交通法学的鸟之两翼。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用

更具效率的方式调节交通需求，配置交通资

源，解决交通拥堵难题，同时引入博弈论下

的风险成本分析模型，以“理性人”视角减

少交通事故后续伤亡、平衡受害者与肇事者

之间的利益需求。

20年来，交通法学还完成了对自然科学

研究方法的态度转型，从对自然科学智力供

给的碎片化非体系性摘取，走向以研究方法

为核心的全面进驻阶段。此外，心理学、女

性主义立场、比较法等多视角的研究范式也

为交通法学的不断壮大提供了丰富营养。

44..33 从从““法律工具化法律工具化””走向走向““法律主导性法律主导性””

随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研究方法与

理论的入驻，交通领域中的法学研究方法也

经历了变迁。在 20年前，交通法学研究初

露头角，学者亟须证明交通法学具有独立研

究价值，故倾向于通过法学规范体系建构与

纯粹逻辑推演彰显学科独立性，对其他学科

借鉴不足，彼时的“法律”位居交通法学研

究的核心。随着交通法学的逐渐蓬勃，社会

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兴

未艾，“法律”的核心地位有动摇之虞，甚

至沦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

背书。颇多研究似乎是以法社会学、法经济

学、法心理学为研究进路，但充其量只是在

结论阶段用“法律”这一规范形式将其他学

科的研究成果予以制度化。“法律”逐渐丧

失核心地位，似有沦为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之

“固化”工具的险境。

对“法律”本身研究的停滞与缺失，使

得交通领域一些符合社会理性、经济理性的

对策手段经不起法学学科本身的推敲，甚至

有违背合宪性、合法性之风险。部分学者对

此有所反思。例如上文提到的全民协同交警

治理交通违法的“随手拍”制度，虽经由社

会学研究，被认为是社会协同交通治理之良

方，但由于民众并非合法执法主体，而极易

引发法律争讼。因此，应重新认识交通法学

中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用证据线索获取

制度将“随手拍”的交通治理尝试合法化，

运用法律逻辑、法律技术将社会治理方法纳

入法学轨道。

不宁唯是，诸如限牌、限行、交通税费

等经由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论证，极具高

效性、合理性、可行性的改革方案，也应当

借由规范法学进行合法化再造，以规避比例

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审查

违法可能。正所谓重大改革应于法有据，交

通法学由“法律工具化”向“法律主导性”

的转变不仅是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

政府一体建设的响应，也是交通法学的本质

特征。这并非意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

科研究方法重要性的沦丧，而是构建一个在

“法治”轨道下统领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

究，在“法治”立足点上更好地融合各学科

智力成果的交通法学研究体系。

44..44 交通技术极速发展下交通技术极速发展下““人之尊严人之尊严””

的保障的保障

交通法学之建立是出于解决交通难题、

减少交通事故的实践需求，与传统法学形成

路径不同。交通法学建立之初便缺少哲学角

度对于人本的关怀与探究。伴随自动驾驶、

AI技术的研究热潮，技术的扩张性与非理性

有导致“人”之主体性丧失之虞，故亟须法

学通过“人性尊严”这一价值律令予以规范

或规制。

随着 2016 年一辆美国特斯拉公司生产

的S型电动轿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发生了交

通撞车事故导致驾驶人身亡事件的发生 [32]，

交通法学界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以及发生

交通事故后责任的承担和救济等方面均展开

了诸多讨论。交通法学学者的讨论集中于制

定针对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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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确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

主体与归属、更新现有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等立法建议。但自动驾驶最难解决的问题并

不在于此，而是遇险后避让抉择的程序设定

问题。

涉及生命抉择的程序设定不应由开发者

一力决定，法学必须为“电车难题”提供符

合价值律令的规范指引，这也是法律必须回

应的问题[33]。当算法遇到不能两全的交通事

故时，是优先保护车内人员安全，还是交由

系统随机选择？可否设定以最小伤亡结果为

标准的事故应急算法程序？这些问题的回答

并不是用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等知识理论

可以解决的，法学规范的制定必然求诸于形

而上的哲学判断。

目前交通法学在此方面的研究乏善可

陈。个别学者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提出选

择较少伤亡的程序设定由于增加了每个人的

安全预期而具有道德合理性的论断[34]，是用

法哲学思想回应价值判断难题的有益尝试。

但是，这显然与以“人之尊严”为归依的自

然法学价值律令相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幸福”存在将人客体化、物化的风险，生命

之间无法衡量重要性，似乎将结果交由系统

自己随机决定，更能体现人之生命不可量化

的价值守则。技术蓬勃发展带来的法学价值

判断难题恰恰是法哲学研究方法大展身手的

现实沃壤，交通法学可借由新兴技术带来的

法学难题解决方略，实现与保障“人之尊

严”等基础价值之宪法的呼应与回归。

55 结语结语

20年来，面对日益复杂的交通现象以及

愈发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法学接连突破了

行政法二级学科与法学一级学科的界限，将

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进行融贯考

量，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方

法与智力成果引入，并不断进行方法论层面

的反思与更新，形成兼具法的规范分析、法

的社会分析、法的经济分析、法的性别分

析、法的心理学分析、法的价值分析的综合

学科研究体系。交通法学经历了由法学单一

研究方法，到多学科冲击下“法律工具化”

的矫枉过正阶段，再到多元研究方法为法律

制度提供社会逻辑、经济逻辑、心理逻辑的

范式转变。2020年 12月 23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

书，提出到 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的愿

景。随着中国交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交通法学也面

临新的挑战，面对技术的非理性扩张风险，

对“人之尊严”予以思考的法哲学研究方法

或为交通法学的下一研究方向。

注释：

Notes:

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正式文件

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

② 交通需求管理策略虽然是一种基于供求关

系的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但同样

也综合了社会学特征，不能将社会学研究

方法割裂开来。由此可见，整合各种学科

理论形成的问题导向型研究方法，在交通

问题的实际解决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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