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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与法律公平的实现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于 敏

　　编者按 :

对机动车造成的损害适用特殊的损害赔偿

责任原则 ,以及时救济受害人并促进机动车驾

驶人注意义务的履行。这一世界共通的责任原

则被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采纳。但有些人认

为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过分保护行人 ,对机动

车驾驶人有失公平。为此 ,本报特约长期致力

于机动车损害赔偿研究的于敏博士对这一责任

形式进行全面解读。他的观点是 :减少和防止

机动车事故是人类对交通事故的战争 ,而不是

人车大战 ,不能搞行人与司机的对立。要建设

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无论机动车驾驶人还是

步行者 ,都要履行自己在参与道路交通时的注

意义务 ,自觉遵守交通秩序 ,共同努力消灭交通

灾害。

为对应因机动车的使用带来的社会问题 ,

世界各国的法律 ,对机动车造成的损害 ,都无须

加害人主观上有过失 ,也不要求受害人对此举

证 ,只要加害人不能反证自己没有过失 ,就要承

担赔偿责任。对此 ,有学者称之为无过失责任 ,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失推定责任。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道路

建设与机动车的增长比率差距过大 ,道路交通

安全设施数量少、质量差 ,交通法规有待于进一

步完善 ,大众交通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秩序自

觉性的培养还需要时间等诸多因素 ,道路交通

事故成为当前我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准确

把握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 ,正确认识法律公平 ,

对良好道路交通秩序的形成和交通事故的预防

与减少具有重要意义。

一、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法律责任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法律责任包含这样

几层意思 :其一 ,民法设置侵权行为法制度的目

的 ,就是为了公平分担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作为一种侵权的法律责任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

任的负担 ,必须以法定义务为依据。没有法定

义务就不负法律责任。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虽

然是对过失责任原则作出修正的特殊侵权行为

责任 ,但它只是在责任成立要件和举证责任负

担上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并没有也不会

连责任依据都与法定义务无关。

其二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危险责任 ,机

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源于机动车这一危险物。机

动车宿命的弱点是交通事故 ,没有机动车就没

有交通事故。机动车的使用会给社会带来损

害 ,但它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水准下人类社

会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 ,并且为人类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条件。它是一种社会明知

它会带来危险 ,但只能允许它存在 ,甚至在某一

时期还要大力发展的所谓“被允许的危险”活

动。在这种被允许的危险活动中获得利益的

人 ,也必须填补这种活动造成的社会损害。这

就是危险负担原则和报偿主义理念。谁的危险

活动造成了损害 ,就由谁负责赔偿 ;谁在获利活

动中得到利益 ,谁就同时负该活动所发生损害

的赔偿责任。为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 ,保

障赔偿责任的财源 ,现代社会还为负有这种危

险责任的人们设置了责任保险制度。

其三 ,既然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来源于机

动车的保有和使用 ,那么 ,它的责任主体就当然

是能够控制机动车辆 ,并获得运行利益的机动

车所有者和使用者。因此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

任一般来说 ,是保有人责任。在保有与驾驶分

离的场合 ,保有人的责任又与其对驾驶人的选

任、教育、管理义务等情况相关 ,这样 ,机动车损

害赔偿责任就与使用人责任 (雇主责任、法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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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等)相关联。

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道路交通是最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场

所 ,无论是机动车 ,还是行人 ,都要同样地遵守

同一个交通秩序。这里 ,人的所有差别 :性别、

职业、地位等等都被抽象掉了 ,只有以何种方式

参与道路交通这一点 ,具有意义。人的道路交

通参与方式决定其参与道路交通之际所负注意

义务的种类和程度 ,并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他

所负注意义务的履行情况就成为其应承担责任

的认定基准。这是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中 ,

惟一对任何人都公平的基准。

具体而言 ,一个人 ,当他步行在道路上时 ,

他负普通人的注意义务 ;当他驾驶机动车行驶

在道路上时 ,法律就把他作为高速交通工具操

纵者对待 ,被要求履行机动车驾驶业务上的安

全注意义务。在道路交通中 ,每个道路交通参

与者的角色并非固定不变 ,机动车驾驶人肯定

也有走路的时候 ,步行者中也有具备机动车驾

驶资格的人。因此 ,在道路交通中 ,只能以交通

工具决定参与者应负的注意义务。

在道路交通中 ,机动车驾驶人不仅要遵守

道路交通法中的机动车通行规定 (行驶规则) ,

而且还要遵守法律中有关机动车驾驶的各项规

定 (驾驶规则) ,这就是因为他驾驶机动车而应

比行人多承担的注意义务。这一义务中包含妥

当处理所遇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 (不仅行人 ,机

动车亦同) 违反道路交通法规情况的要求。作

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 ,应当认真履行自己业务

上的注意义务 ,不应为法律除了要你遵守行驶

规则外 ,还要你遵守驾驶规则而不满。驾驶着

机动车 ,又不让法律要求你履行在从事驾驶活

动时必须履行的注意义务 ,而要求法律免去你

原本应履行义务的一半 ,去和步行者讲“平等”,

这显然是不公平 ,不会被法律允许的。

三、法律责任的认定依据

从事法律上“被允许的危险”活动 ,必须接

受与该活动相符的必要训练 ,必须获得从事该

危险活动的资格。危险活动的程度越高 ,接受

的训练就越复杂 ,资格的取得也越难。接受了

训练 ,获得了相应的资格 ,从事“被允许的危险”

活动 ,就必须履行从事该活动时被要求的业务

上的注意义务。从事机动车驾驶活动 ,就必须

遵守驾驶规则 ,履行机动车驾驶人业务上的安

全注意义务。这是不待法律明言的机动车驾驶

人的固有义务。这种固有义务 ,毫无疑问 ,当然

是法定义务。不履行自己业务上的注意义务 ,

造成损害就必须负赔偿责任。这就是机动车损

害赔偿责任负担的法律依据 ,而且 ,是与道路交

通法中的交通规则同样的法律责任认定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机动车

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

定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里的

“操作规范”等 ,就是指作为道路交通法规不可

能详细规定的 ,作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履

行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述

机动车驾驶人注意义务的概括性要求。这条规

定将机动车驾驶人的法定义务以现行法的形式

作出规定 ,更加有利于义务人明确自己的法定

义务。

对机动车驾驶人 ,仅从其在机动车行驶规

定方面有无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 ,还不能

完全判定其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失 ,是否应

当负担赔偿责任 ;还要看他在机动车驾驶规定

方面有无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 ,才能准确

判定其有无过失 ,从而认定其赔偿责任的有无

和程度。驾驶机动车 ,又不看驾驶机动车时驾

驶方面的注意义务履行情况 ,只根据行驶方面

没有法规违反行为 ,就判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交

通事故中没有过失 ,可以不负赔偿责任。这是

背离民事责任认定原则的 ,也是不妥当、不公平

的。

媒体上 ,一些人先给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

加冕“人性关怀”、“以人为本”、“弱者保护”等华

丽“桂冠”,然后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批判它的

“有失公平”。这是缺乏法学常识和没有法治观

念的表现。法官应以妥当的判决引导大众形成

正确认识 ,以充分的判决理由向大众传播准确

的法律知识。

四、注意义务的遵守是机动车驾驶人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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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

任何一个国家的交通事故发生率的减低 ,

就道路交通参与者方面而言 ,都是通过进行机

动车驾驶人业务上安全注意义务教育的途径实

现的。这是因为 ,机动车驾驶人控制着机动车

辆 ,教育他们 ,令其履行驾驶上的安全注意义务

是能够以最低社会成本达到克服机动车宿命的

弱点 ,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之目的的最佳

途径。

当前 ,就机动车驾驶人的注意义务需要特

别提及的是 ,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 ,绝不

是机动车驾驶人放弃履行其业务上注意义务的

理由 ,恰恰相反 ,这正是他应该更加提高警惕 ,

防止事故发生的关键时刻 ,也就是应该更加严

格地履行自己业务上注意义务的时刻。举个极

端的例子进行分析 ,假设有行人故意挡在路上

与机动车作对 ,这就是异常事件 ,你需要停车向

110 报警 ,但也不能用车碰他。机动车驾驶人

没有对违法者执行制裁的职权 ,更没有对他“行

刑”的权力。机动车驾驶人对违反道路交通法

规的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 (包括步行者、机动车

等) ,也要采取回避损害的措施 ,这是机动车驾

驶人业务上注意义务的要求。如果事故本来能

够回避却因不注意而没能回避 ,该机动车驾驶

人就是有过失的 ;如果明明能够回避 ,却故意碰

撞 ,那该机动车驾驶人就是故意犯罪。这一点

是决不能含糊的。

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与行人

负有不同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 ,这是机动车驾

驶人最起码的素质要求。如果他认为这一点是

对他的“苛求”,是“不公平”,那他就没有资格驾

驶机动车。如果国家让这种“道路杀手”驾驶机

动车上路 ,那就真的“可能诱发更多的违章违法

事件 ,造成恶性循环 ,导致更多的伤亡”。

在道路交通中 ,禁止带有情绪者驾车进入

道路交通 ,是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系数的重要途

径。这是交通工程学的原则之一。每一位机动

车驾驶人在接受驾驶培训时都应该接受过这种

教育 :在情绪不稳定时 ,不开车 ;在身体状态欠

佳的情况下 ,不开车等等。如果机动车驾驶人

在驾驶培训时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 ,国家就必

须让他补课。

五、以最低成本消灭交通灾害

侵权行为法制度要求机动车驾驶人依照自

己业务上的注意义务 ,心平气和地对待步行者

和其他机动车辆 ,努力回避可能回避的损害 ,从

而避免损害赔偿责任的负担 ;要求步行者也自

觉履行与自己参与道路交通的方式相应的注意

义务 ,以回避自身损害的发生 ,更不能为图一时

方便而实施那种翻越隔离带等严重违反道路交

通法规的行为 ,如果因他实施这种重过失行为

发生损害 ,就要减少赔偿金额 ,特别是在禁止行

人进入的机动车专用道路上 ,这种过失相抵的

比率会相当高。

依据道路交通参与方式决定参与者的注意

义务 ,会使道路交通参与者时时注意自己的“角

色”,按照法律对该“角色”的注意义务要求行

动 ,而无法攀比他人。因为在注意义务的遵守

上 ,法律对不同对象有不同要求 ,只有自己不断

提高注意义务的程度才能回避损害的发生 ,从

而回避自己的责任负担。这样一来 ,提高安全

注意水准就成为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努力

目标 ,就会形成全国上下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

序的良好局面。这就是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机

动车损害赔偿责任 ,在及时妥当地救济受害人 ,

抑制损害发生方面的作用。民事法律实现公平

的手段和过程就是这样对社会行为发挥导向作

用的。

六、损害赔偿是国家司法制度

损害赔偿责任是裁判性规范 ,只能由国家

的民事基本法决定 ,并由法官具体操作。法律

责任的认定是实现法律公平的复杂过程 ,没有

经过特殊训练 ,把握相当程度法学理论的法官

的创造性劳动 ,法律公平常常无法实现。交通

警察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解 ,也必须遵

守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原则 ,并且 ,最终裁判权在

法官。损害赔偿责任法 ,从制定到适用 ,都不允

许由社会舆论的好恶 ,或部分国民的情感来决

定 ,行政法规也不得违背它。这是一个不可动

摇的法治原则。而且 ,损害赔偿责任原则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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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扩大 ,

国民在境外遭受意外伤害的情况会不断增多。

如果我们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不与国际接轨 ,

我国公民在境外遭受损害时的合法权益就不能

顺利地得到保障。另一方面 ,外国公民在我国

遭遇意外伤害时的法律对处 ,也会发生问题。

当然 ,为适应道路的变化及相关社会各方

面的发展 ,发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作用 ,道路

交通安全法以后会进一步完善 ,能够在执行和

适用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 ,正是一部法律的生

命力之所在。但无论怎么改 ,民事上的机动车

损害赔偿责任原则是断不允许改变的 ,因为它

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成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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