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轻重是如何被定义的 

白建军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5O国刑法典 13121个独立罪刑关系的经验研究，发现各国刑法的严厉性程度以及 

价值取向与人口因素、民族异质性程度、人均资源占有量、城市化进程以及国民素质等多种非法律因素有关。 

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使得立法者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与本土犯罪问题相处，并沉淀出各 自行之有效的经 

验。当这些经验与人们共有的善恶良知以规范的形式融合到一起时，便形成了刑法 中各种犯罪的轻重刻度。 

承认经验对刑事立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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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认为，犯罪的轻重当然取决于犯罪本身，被判了重刑，自然因为犯了重罪。然而，何以见得重刑 
一 定是因为重罪，而不是因为重刑所以才重罪呢?鲁迅先生说过：“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 

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①其实，作为一种自 

然行为，没有哪种犯罪一开始就 自己带着刑罚而来。犯罪的轻重首先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没有这个被 

定义的过程，任何裸的犯罪行为本身都无所谓轻重。②但问题是，法律又是如何决定犯罪轻重的呢?或 

者说，法律根据什么对某种犯罪做出一定严厉程度的反应呢?如此提出问题已经意味着，除了犯罪本身 

以外，罪刑关系的制作过程和严厉程度很可能另有原因。其中，既可能有规范内的解释，也可能有规范 

外的原因；既可能与立法者的主观选择有关，还可能与立法者所处的客观社会背景条件有关；一个罪刑 

关系的确定，既可能是某个偶然因素的结果，也可能是某些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正因为这些只是 

可能，所以才需要着手探索。结果，刑法也许会把 自己一个鲜见的侧面展现出来。 

一

、样本与方法 

进入正式的观察与分析之前，需要对本研究的样本和方法进行以下说明：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是50个国家的刑法典。③这些国家的地理分布是，欧洲 21国，亚洲 l1国，美洲 

5国，大洋洲11国，非洲2国。其中，除美国文本为《量刑指南》以外，其余49个国家的刑法文本均为现 

行刑法典。样本范围的确定，取决于至今是否已有公开出版的刑法典中译本。只要有正式译本的，全部 

收入数据库。其实，从各国政府网站也能收到其刑法典的英文版，但考虑到中英文混用可能导致法律用 

语的口径不一，从而降低法条之间的可比性，所以一律采用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资助项目“刑法与犯罪控制实验室”的阶段性成果。其 中的数据采集整理得到陈浩、李岛、劳佳琦等 

同学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① 鲁迅：《鲁迅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5月版，第 134页。 

② 有学者认为，犯罪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不断塑造和再塑造的产物。参见[英]韦恩 ·莫里森：《理论犯罪学：从 

现代到后现代》，刘仁文、吴宗宪、徐雨衡、周振杰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 9月版，第298页。 

③ 这些国家是：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奥地利、澳大利亚、巴西、保加利亚、冰岛、波兰、朝鲜、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菲律宾、斐济、芬 

兰、古巴、韩国、荷兰、吉尔伯特、加拿大、喀麦隆、库克、罗马尼亚、马耳他、马绍尔、美国、蒙古、尼 日利亚、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 

士、萨摩亚、所罗门、泰国、汤加、图瓦卢、土耳其、瓦努阿图、西班牙、希腊、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意大利、印度、越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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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由罪名、罪状、法定刑构成的独立罪刑关系。从上述50部刑法分则中，我 

们共提取出13121个这个意义上的罪刑关系，并将其进一步归纳为 134个小类。例如，杀人犯罪的具体罪 

名有306个，非暴力性滥用的具体罪名有267个，见危不救犯罪的具体罪名有40个，债权债务犯罪的罪名 

有65个，等等。平均每部刑法有大约262个独立罪名，最多的为保加利亚刑法，有476个罪名，最少的是马 

绍尔刑法，只有63个罪名。应该说明，在许多国家，大量法定犯的罪名，如环境犯罪、违反银行法的犯罪等 

等，往往作为附属刑法规范规定在行政法及单行刑法中，而刑法典中出现的罪名主要是一些传统的自然犯 

罪，如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等。而我国已经不存在附属刑法，全部罪名都规定在刑法典中。从这一点 

看，我国刑法与其它有些国家的刑法之间的可比性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国刑法中不存在任何 

法定犯，而且，即使存在附属刑法，刑法典毕竟是一国刑法规范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样本。只要在明确中 

外刑法的这一区别的同时，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对各国刑法典进行结构性透视，其结果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第三，每个罪名法条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分为规范性信息和非规范性信息两类。前者包括特定罪名 

的犯罪类型学属性，如是否暴力犯罪以及法定刑；是否死罪，是否规定了终生监禁，有期徒刑的上下限等 

等。后者主要包含该条罪名所属国家的社会背景信息，主要包括：国家所处大洲、国土面积、人口总数、 

人口密度、所属气候带、性别比例、城乡人 口比例、民族数量、最主要民族所占人 口比例、人种、最主要宗 

教信徒所占人口比例、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国家结构、是否经历封建君主集权时代、最高法院系统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 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属法系，等等。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便可以将一定的罪刑关系 

放到它所处的社会背景结构中进行考察，使刑法规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某些关系得以显现。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发现有些罪刑关系之间的解释。各国社会背景信息主要有两个数据来源：一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列国志》编委会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各国卷本，二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的《世界知识年鉴》历年卷本。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各国刑法典不可能是同一天颁布施行的一样，各国 

背景信息也无法精确凝固到某个时点。由刑法典的稳定性所决定，只要各国刑法及其背景信息来自于 

同时代，就可以大体上在精确度允许范围内进行比较观察。 

最后，从方法论角度看，观察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应该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纵向视角是历 

史的动态观察，帮助人们洞察刑法的总体演变趋势。横向视角是相对静态的时段内世界各国数据的比 

较分析，帮助人们发现各国刑法的异同。注意两个视角的区分，学术讨论才是有益的。例如，有学者敏 

锐地发现，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国家都没有废除死刑。④这显然是一种横向的比较分析，如果我们据此 

得出结论说，死刑的废除和减少并非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趋势，就混淆了纵横两个视角。同理，尽管人类 

社会肉刑几乎绝迹、死刑逐渐减少已是不争事实，我们还是不能直接推论说，某国刑法仍有死刑或肉刑 

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纵向视角而言，已有许多极富说服力的研究，⑤而世界各国间较大规模横向的 

罪刑关系比较观察并不多见。为此，本文的切入点基本上确定为各国刑法的横向比较和法社会学考察， 

目的倒不限于完善立法、学习借鉴之类，⑥而是把刑法典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的样本，试图发现各国社会 

环境对刑法的影响。⑦作为正义的化身，如果刑法还与外部社会因素有关，至少我们心目中的正义将变 

得不那么抽象，也不那么绝对。当然，具体正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某种贬义，而意味着借助刑法文本表达 

自己时，正义还可能获得某种新的内涵。 

④ 参见于志刚：《死刑存废的国际现状与中国思路》，载《socia1 Sciences in China}Vo1．XXX，No．2，May 2009，178—190。 

⑤ 参见罗翔：《中华刑罚发达史——野蛮到文明的嬗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 8月版，第 17—19页；何勤华、夏菲：《西方刑法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12月版，第28—29页。 

⑥ 有学者发现，比较法研究的目的通常是提高对外国法律制度的认知、服务于法律改革和立法、为弥补自身制度缺陷寻找工具、服务于 

跨法域司法实践、促进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与和谐。而这些 目标要么太一般化、没有针对性，要么就是带有极度的实用色彩。参 

见[意]D·奈尔肯编：《比较法律文化论》，高鸿钧、沈明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0月版，第 136—137页。 

⑦ 如果拒绝接受一般科学理论的发展，法学是有缺失的。参见[德]阿图尔 ·考夫曼、温弗里德 ·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 

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 1月版，第 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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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绝对严厉性与相对严厉性 

死刑、终生监禁的有无与数量，以及有期徒刑的上下限，是比较各国刑法绝对严厉性的基本指标。 

所谓刑法的绝对严厉性是指，不同刑法相比，有死刑或终生监禁刑的刑法比没有死刑或终生监禁刑的刑 

法重，死刑或终生监禁刑多的刑法比死刑或终生监禁刑少的刑法重，有期徒刑上下限的平均水平较高的 

刑法比较低的刑法重。所谓刑法的相对严厉性是指，一部刑法内不同类型犯罪之间在刑罚轻重顺序上 

的结构性特征。同一类犯罪在不同刑法中安排在轻重不同的相对位置上，表明不同刑法在价值取向上 

的不同。 

从绝对严厉性角度对各国刑法进行比较观察的结果是，50个国家刑法中，有死刑的国家有 20个。 

按死刑罪名的多少排序为：中国68个、阿尔巴尼亚43个、泰国34个、越南27个、古巴20个、韩国15个、 

菲律宾13个、喀麦隆1O个、新加坡1O个、日本9个、朝鲜5个、尼日利亚5个、印度5个、俄罗斯4个、蒙 

古4个、斐济3个、库克2个、萨摩亚2个、汤加2个、美国1个。⑧上文已经说明，是否存在附属刑法，各 

国情况不一。所以，这里没有采用死刑或终生监禁刑在本国刑法罪名总数中的比例作为国家排序的根 

据。实际上，我们还计算了每部刑法有期徒刑上限的均值和下限的均值，为比较各国刑法的绝对严厉性 

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即使我们不采用赋权法对各国刑法严厉性进行综合排序，人们也可以通过上述数 

据直接进行观察比较了。 

通过绝对严厉性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哪个国家的刑法比较重；而通过相对严厉性的比较，我们可以 

进一步了解哪类犯罪比较重，进而发现国际上到底存在哪些主要的罪刑关系模式。为此，我们首先考察 

了犯罪与死刑的关系，结果发现，50部刑法中共有 282个具体罪名规定有死刑，按死刑罪名在上述 134 

类犯罪的分布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序是：有 13．8％的死刑(39个罪名)分配给了叛国犯罪，杀人犯罪占据 

了 10％的死刑资源(28个罪名)，以此类推，危害公共安全7％(20个罪名)，抢劫5％(14个罪名)，军职 

犯罪4％(11个罪名)，渎职犯罪 3％(9个罪名)，走私犯罪2．8％(8个罪名)，破坏公共设施 2．5％(7个 

罪名)，战争犯罪2％(6个罪名)，其它各类犯罪共计约50％。如果说从死刑与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只能 

看到哪些国家规定了较多的死刑的话，那么，从死刑与犯罪的关系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哪些犯 

罪有更大的机会被规定为死罪，哪些死罪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鲜见的特例。 

完成了这些简单比较以后 ，我们进一步将 13121个犯罪分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两类。然后，按 

照所侵害的客体分为破坏公共秩序的公权犯罪和侵犯个人利益的私权犯罪。⑨ 将这两种划分标准结合 

起来，便形成暴力公权犯罪、暴力私权犯罪、非暴力公权犯罪和非暴力私权犯罪四个犯罪类型。它们在 

50国刑法中的分布情况是：暴力公权犯罪2337个，占样本总数的 17．8％。暴力私权犯罪2068个，占样 

本总数的 15．8％。非暴力公权犯罪5747个，占样本总数的43．8％。非暴力私权犯罪 2969个，占样本 

总数的22．6％。罪名个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网的疏密，从这个意义上看，四类犯罪的从密 

到疏的顺序依次是：非暴力公权犯罪、非暴力私权犯罪、暴力公权犯罪、暴力私权犯罪。 

⑧ 尽管死刑和终生监禁刑的权重大小不同，但作为上述排序的一种佐证，我们还可以从终生监禁刑的数量排序角度，实现各国刑法绝 

对严厉性的综合观察。在5O部刑法中，有终生监禁刑的有44部。按终生监禁刑的多少排序为：中国 102个、泰国61个、印度48个、 

越南47个、斐济46个、所罗门46个、吉尔伯特45个、图瓦卢43个、保加利亚43个、澳大利亚42个、新加坡42个、美国35个、尼 日利 

亚 34个、加拿大34个、匈牙利28个、罗马尼亚27个、瑞典 27个、荷兰26个、土耳其26个、意大利 24个、韩国24个、德国21个、菲律 

宾21个、希腊2O个、法国l9个、喀麦隆18个、朝鲜18个、13本15个、马耳他l3个、奥地利1O个、波兰9个、丹麦9个、瓦努阿图8 

个、冰岛8个、芬兰 6个、汤加 5个、新西兰5个、俄罗斯 5个、瑞士5个、萨摩亚 4个、阿根廷3个、库克2个、古巴2个、马绍尔 1个。 

⑨ 需要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公权与私权的划分并不十分容易。例如，盗窃罪在许多刑法中被视为侵犯个人利益的犯罪，但公共财产也 

会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因此，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以中国刑法为例，我们将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危害国防利益、贪污贿赂、渎职、军人违反职责等犯罪归人公权犯罪，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等犯罪归人私权犯 

罪。而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大部分犯罪由其交易性质所决定，也归入私权犯罪，但货币犯罪、涉税犯罪、走私犯罪等内容则归入公权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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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划分，我们便心生三个好奇：第一，以这一万多个罪刑关系为总体，四类犯罪的轻重顺序是 

怎样的?第二，这四类犯罪的轻重顺序在各国刑法中也许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罪刑关系模式。那 

么，到底有几种、什么样的罪刑关系模式?哪种模式代表了当今各国刑法的主流?第三，我国刑法属于 

何种罪刑关系模式? 

首先，从宏观上看，死刑、终生监禁、有期徒刑的上下限，既是比较不同国家刑法轻重的基本指标，也 

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种类犯罪的轻重。因此，我们先对死刑在四类犯罪中的分布进行交互分析，结果是： 

暴力公权犯罪中的5．3％、暴力私权犯罪中的3．4％、非暴力公权犯罪中的 1．3％、非暴力私权犯罪中的 

0．4％规定了死刑。这个结果的P值为0．000，说明关系非常显著。⑩然后，我们又比较了终生监禁刑在 

4类犯罪中的分布，结果是：暴力公权犯罪中的17．6％、暴力私权犯罪中的 13．6％、非暴力公权犯罪中的 

5％、非暴力私权犯罪中的3．3％规定了死刑。这个结果的 P值为 0．000，说明关系也很显著。最后，为 

慎重起见，我们还比较了各类犯罪有期徒刑的上下限，结果是：四类犯罪按有期徒刑上限的均值由长到 

短的顺序为，暴力公权犯罪平均 93．6个月、暴力私权犯罪平均 87．8个月、非暴力公权犯罪平均61．2个 

月、非暴力私权犯罪平均55个月。四类犯罪按有期徒刑下限的均值由长到短的顺序为，暴力公权犯罪 

平均30个月、暴力私权犯罪平均26．2个月、非暴力私权犯罪平均 12．2个月、非暴力公权犯罪平均 1 1．6 

个月。综合这三个观察，除了有期徒刑下限的比较中，非暴力公权犯罪反而略低于非暴力私权犯罪0．6 

个月以外，其余所有排序结果都一致显示，5O国刑法中总体上暴力公权犯罪最重，暴力私权犯罪次重， 

非暴力公权犯罪较轻，非暴力私权犯罪最轻。正是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将暴力公权犯罪称为一级罪，暴 

力私权犯罪称为二级罪，非暴力公权犯罪称为三级罪，非暴力私权犯罪称为四级罪。 

然而，这个总体模式并不能代替每一部具体刑法的罪刑关系模式。于是，以上述四类犯罪的划分为 

分析框架，逐一分析50国刑法后，我们又发现了四种罪刑关系模式。其一是突出公权保护的公权刑法， 

结构特征是：暴力公权犯罪最重，非暴力公权犯罪次重，暴力私权犯罪较轻，非暴力私权犯罪最轻。其二 

是强调私权保护的私权刑法，结构特征是：暴力私权犯罪最重，非暴力私权犯罪次重，暴力公权犯罪较 

轻，非暴力公权犯罪最轻。其三是在突出公权保护的同时也兼顾私权保护的亚公权刑法，结构特征是： 

暴力公权犯罪最重，暴力私权犯罪次重，非暴力公权犯罪较轻，非暴力私权犯罪最轻。其四是以私权保 

护为主兼以公权保护为辅的亚私权刑法，结构特征是：暴力私权犯罪最重，暴力公权犯罪次重，非暴力私 

权犯罪较轻，非暴力公权犯罪最轻。 

问题是，在50国刑法中哪种模式最多呢?计量结果显示，属于公权刑法的有 3部，属于私权刑法的 

只有1部，属于亚公权刑法的有30部，属于亚私权刑法的有 16部。可见，真正的公权或私权刑法只占 

少数，多数刑法都是这两种极端形式的不典型。其中，亚公权刑法显然最多，占样本总数的60％。 

3部公权刑法分别是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和斐济三国刑法。例如，意大利刑法中没有死刑，暴力公 

权犯罪中有 13个终生监禁，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9个终生监禁，暴力私权犯罪中只有 2个终生监禁，非 

暴力私权犯罪中没有任何终生监禁。⑩样本中唯一的 1部私权刑法是马绍尔刑法，由于没有死刑，唯一 

一 个终生监禁出现在暴力私权犯罪中。第二重的是非暴力私权犯罪，有期徒刑上限为 50．8个月。第三 

重的是暴力公权犯罪，有期徒刑上限为36．6个月。最轻的是非暴力公权犯罪，有期徒刑上限仅为32个 

月。⑥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刑法不仅在相对严厉性排序中突出私权保护，而且在绝对严厉性排序中，几 

乎是样本国家中刑罚最轻的国家。亚私权刑法包括泰国、所罗门、尼日利亚、加拿大、菲律宾、法国、波 

兰、葡萄牙、瓦努阿图、瑞士、蒙古、挪威、巴西、美国、喀麦隆、奥地利等国刑法。例如，法国刑法中，暴力 

私权犯罪中有9个终生监禁，暴力公权犯罪中有 7个终生监禁，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 2个终生监禁，而 

⑩ 如不做特别说明，本文所报告的P值均指交互分析(Cmsstabs)的统计显著值。 

⑩ 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0月版。 

⑩ 于志刚、李洪磊译：《大洋洲十国刑法典(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年 2月版，第 651—6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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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私权犯罪中只有 1个终生监禁。@ 

亚公权刑法包括印度、越南、吉尔伯特、图瓦卢、保加利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瑞 

典、荷兰、韩国、朝鲜、日本、马耳他、丹麦、芬兰、古巴、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希腊、西班牙、德国、冰岛、 

汤加、新西兰、萨摩亚、库克等国刑法。例如，俄罗斯刑法中，暴力公权犯罪中有 3个死刑，3个终生监 

禁，为最重。暴力私权犯罪中有 1个死刑、2个终生监禁，为次重。非暴力公权犯罪中只有有期徒刑，其 

上限为77个月，下限为7个月，为较轻。非暴力私权犯罪中也只有有期徒刑，上限为 54个月，下限为 3 

个月。⑩与此相似，德国刑法虽无死刑，但暴力公权犯罪中有 l3个终生监禁，为最重。暴力私权犯罪中 

有 6个终生监禁 ，为次重。略有不同的是，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 1个终生监禁，占该类犯罪的l％，有期 

徒刑上限为57个月。而非暴力私权犯罪中也有 1个终生监禁 ，占该类犯罪的 2％，有期徒刑上限为 67 

个月。⑥这说明，德国刑法在亚公权刑法中相对更偏向私权的保护。 

与私权或亚私权刑法相比，公权或亚公权刑法是不是更偏好于酷刑重罚?数据显示，每部公权或亚 

公权刑法平均有大约6个死刑和24个终生监禁刑，而每部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平均有大约4个死刑和 18 

个终生监禁。尽管有所不同，但该关系的T检验结果显示，两种刑法在这方面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 

著。就是说，尚无足够证据证明，公权亚公权刑法比私权或亚私权刑法更严厉。 

在上述分析框架和纵向排序中审视我国刑法就会发现，一方面，和多数国家一样，截止到刑法修正 

案(七)，我国选择了亚公权刑法的罪刑关系模式。证据是 ：第一，我国刑法中的暴力公权犯罪中有 25 

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32％，有28个无期徒刑 ，占该类犯罪的36％，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 14．7—121． 

5个月，综合评定最重。第二，暴力私权犯罪中有7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25％，有8个无期徒刑，占该 

类犯罪的29％，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 12—117个月，综合评定次重。第三，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28个 

死罪，占该类犯罪的12．4％，有48个无期徒刑，占该类犯罪的21％，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4．9—115 

个月，综合评定较轻。第四，非暴力私权犯罪中有8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7．2％，有 18个无期徒刑，占 

该类犯罪的16％，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2．1—100．5个月，综合评定最轻。另一方面，从上文数据排序 

结果可见，目前我国刑法中的死刑最多，无期徒刑也最多。因此，在亚公权刑法国家中，我国刑法属较重 

的刑法。总之，我国刑法属较重的亚公权刑法。 

综上，通过绝对严厉性和相对严厉性的比较不难发现，各国刑法不仅轻重不等，而且，在价值取向上 

也不尽相同。轻其容忍之罪，重其难容之罪，犯罪本身从来都无法单独解释刑法的轻重。在很大程度 

上，要看谁根据何种价值理念来决定犯罪的轻重。 

三、严厉性的客观解释 

为了寻求各国刑法差异的解释，我们将上述 4种罪刑关系模式简约为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类是公权 

或亚公权刑法，另一类是私权或亚私权刑法。显然，这个差异意味着不同立法者对刑法的不同理解，也 

反映出各国刑法背后所隐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到底是突出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这对刑法来说是一 

个问题。这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条进路：一条是比较孰优孰劣，论证应该突出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 

应当承认，我们习惯于这种思路，但这是一条并不明智的思路。因为从宏观上看，刑事立法中的价值取 

向不大可能是一种无缘无故的选择。一个国家立法者偏好某种罪刑关系模式，很可能与该国社会环境 

的影响有关。⑩如果各国的选择纯属偶然，就没有必要进行比较观察。比较的意义就在于发现大量事 

⑩ 罗结珍译：《法国新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年 12月版。 

⑩ 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9月版。 

⑩ 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版。 

⑩ 在《法律主义》一书中，朱迪斯 ·斯卡拉通过研究马克斯 ·韦伯对东西方法律传统的比较，得出结论说 ，韦伯对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 

的比较，目的并不在于分析非欧洲世界，而是通过与非欧洲比较，去发现西方的独特文化特征。他提出的问题不是“他们像什么”，而 

是“他们为什么与我们不同?”“是什么使西方成为西方?”参见前引⑥，[意]D·奈尔肯编：《比较法律文化论》，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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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背后的必然，进而深化对刑法现象的理解。因此，完成了上述各国间刑法严厉性的比较，我们试图从 

另一条进路通向问题所在：哪些因素与刑法严厉性有关?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定义犯罪的轻重时选择了 

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有的国家更倾向于刑法的私权保护功能? 

1．历史因素 

一 般认为，法律是一定历史传统影响之下的法律。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考察了法系与死刑的关系。 

结果发现，50部刑法中，有 28部属大陆法系刑法，只有7部规定有死刑，占大陆法系刑法的25％。而 17 

部英美法系刑法中，就有 8部规定了死刑，占英美法系刑法的47％。另有 5部刑法属其它法系，全部规 

定了死刑。这个关系的P值为0．005，说明统计显著。就是说，在样本范围内，与其它法系相比，死刑有 

相对较小的机会出现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接着，我们还考察了法系与刑法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 

现，28部大陆法系刑法中，有 20部可以归人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占大陆刑法的71％。而 l7部英美法系 

刑法中，也有 11部可以归人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占英美法系刑法的64％，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没有任 

何意义。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何种法系影响下，更容易导致刑法的公权保护取向或私权保护偏好。 

除了法系的影响以外，人们还会想到，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是否经历过封建君主集权时代，国家对生 

命的珍重程度可能不同。因而，刑法中规定死刑的机会也可能不同。但是，观察的结果是，除一个国家 

这方面记录缺失以外，在经历过封建君主王朝的27个国家中，有 10个国家刑法中规定有死刑，占37％。 

而没有经历过封建君主王朝的22个国家中，也有 9个国家的刑法中规定了死刑，占41％。两者几乎不 

存在统计上的差异，说明至少在样本范围内，有没有死刑与封建不封建无关。换个角度看，经历过封建 

君主集权时代的27个国家的刑法中，有 18部属于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没有经历过封建君主集权时 

代的22个国家的刑法中，也有 15部属于公权或亚公权刑法。从比例上看均为三分之二，没有差异。可 

见，是否经历过封建集权时代，也无法解释刑法的价值取向更重于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 

2．空间因素 

除历史因素外，法还是一定地理空间中的法。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考察了死刑在世界各大洲的分 

布。结果是，除美洲和非洲的样本过少忽略不计外，亚洲11个样本刑法中有 10部刑法都规定了死刑， 

欧洲21个样本中只有2部刑法中有死刑，大洋洲 11个样本中有 4部刑法中有死刑。这与上述法系传 

统的观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说明欧陆国家刑法对死刑的态度相对审慎。进一步看，有死刑的 

20个国家国土面积平均为2207518．4平方公里，而没有死刑的其余30个国家国土面积平均为1141383 

平方公里。尽管前者几乎相当于后者的两倍，但对该关系进行的T检验结果的P值大于 0．05，说明我 

们还不能肯定，死刑国家都是国土面积意义上的大国。 

3．人口因素 

法律控制说到底是对人的控制，因此，人口因素也可能影响刑法的罪刑关系模式选择。在这方面我 

们的发现是：第一，2O个死刑国家的平均人 口为 178498150人，而非死刑国家的平均人15为 26620150 

人，前者是后者的约6．7倍。但要注意，该关系的T检验结果P值为0．08，略高于须小于等于0．05的要 

求。因此，我们只能有条件地说，死刑国家基本上是人15大国。为慎重起见，我们又测量了有死刑国家 

的人口总数与刑法中死罪个数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是，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46，P值 =0．04，说 

明人口总数的多少不仅与死刑的有无有关，还与死刑数的多少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人15越多不仅越可能 

有死刑，⑥死罪的数量还越多。第二，样本中死刑国家的人15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1人，而非死刑国家的 

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 150人。但T检验结果显示，这个差异并不显著。所以，当我们说死刑国家的 

人15密度较大时，也要注意到这个事实。第三，除14个国家的数据缺失以外，在29个城市人15多于农 

村人15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规定了死刑。而在7个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国家中，就有 4个国家规 

定了死刑。可见，死刑现象还有可能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关。第四，除 13个国家的数据缺失以 

⑥ 证实了前引④于志剐关于死刑与人口关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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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 29个人 口老龄化社会中，有 7个国家规定了死刑。而在8个非老龄化社会中，也有6个国家规定 

了死刑。这个关系的 P值为0．02，这说明，刑法的严厉性程度与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之间很可能有关，其 

中的原因很值得做深入研究。第五，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人口总数均值为 104631934人，而私权或 

亚私权刑法国家的人口总数均值仅为58454438人。进一步看，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人口密度为每 

平方公里 389人，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02人。尽管这两个差异的T检 

验结果显示P值都大于0．05，但我们仍有理由注意到这些差异。就是说，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很可 

能人口多，密度大。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更可能人口相对少，密度小。总之，很难阻止人们相信人 

口因素对刑法绝对严厉性和相对严厉性的显著影响。 

4．民族因素 

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刑法还可能与民族问题有关。数据显示，第一，有数据的 l8个死刑国家中， 

民族的数量平均为54个，而有数据的29个非死刑国家中，民族的数量平均仅为 17个。⑩该关系的T检 

验 P值为 0．08，略高于统计学要求。所以，我们有一定理由说，死刑国家的民族异质性程度很可能大于 

非死刑国家。第二，有数据的 16个死刑国家中，最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 78．7％，而有 

数据的26个非死刑国家中，最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90％，有的甚至是单一民族国家。 

其T检验的P值为0．07，略高于统计学要求。这个结果为上述民族数量的观察提供了某种佐证，同样 

引起我们关于刑法严厉性程度与民族结构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第三，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民族数 

量平均为 13个，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民族的数量平均为62个。这个差异的T检验结果十分显著， 

P值小于0．05。此外，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中，最主要民族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88％，而私权或亚 

私权刑法国家中，最主要民族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79％，但其 T检验结果不够显著。这些事实意味 

着，民族异质性越强的国家，刑法越可能规定死刑，同时也越可能选择私权保护的价值倾向。相反，民族 

同质性越强的国家，刑法规定死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同时选择公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机会也较大。 

5．经济因素 

我们已经发现，犯罪率高低乃至刑事司法的宽严都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尚无证据表明刑事立 

法是否与经济发展有关。于是，我们对死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测量，结果是：一方面，有数据 

的19个死刑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平均约为14772亿美元，而有数据的29个非死刑国家的GDP平 

均约为6062亿美元，但T检验结果不够显著。死刑数与GDP总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也较低，且不 

显著。另一方面，有数据的19个死刑国家的人均GDP平均约为9468美元，而有数据的26个非死刑国 

家的人均 GDP平均为29776美元，经 T检验，P值为0．000。前后两方面数据结合起来意味着，刑法严 

厉性水平与经济总量基本无关，但与人均资源占有量关系密切：人均物质资源占有量越高的国家，刑法 

中出现死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人们实际上享受的物质资源越是稀缺，国家就越可能加大刑罚资源的 

供给。反过来说就是，刑法严厉性的控制，关键不在国强，而在民富。民富则自然少刑、去刑，乃至无刑。 

除绝对严厉性以外 ，我们还考察了经济因素对刑法价值取向的影响，数据显示，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 

的 GDP均值约为7430亿美元，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GDP均值约为13301亿美元。但是，这个差 

距不仅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要求，而且，两者的人均GDP均值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这说明，经济因素 

对刑法绝对严厉性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无法用来直接解释刑法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6．文化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刑法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我们还观察了社会制度、政党制度、宗教、教 

育等因素与刑法之间的关系。结果是：第一，样本中只有4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全部选择公权或亚公 

@ 各国民族数据除了上文提到的数据来源外，还来 自[美]戴维 ·莱文森编：《世界各国的族群》，葛公尚、于红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⑩ 白建军：《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第 144—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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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刑法。而其余 46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中，也有 29部属于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且，这个差异在统 

计学上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倾向于公权刑法。其实，3个最典型的公权 

刑法中，没有一个来 自社会主义国家。另外，我们还将样本国家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无党制等 

几种情况，结果十分类似。这说明，从证据本身看不出突出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与社会制度、政党制 

度有什么关系。第二，样本中34个基督教国家中，仅有 7个国家(约 20％)刑法中有死刑，显著(P= 

0．000)低于其它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有数据的14个死刑国家中，最主要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所占 

比例平均为64．4％，而有数据的 27个非死刑国家中，最主要宗教信徒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 

75．8％，但 T检验的P值并不显著。可见，宗教与人的行为控制以及刑法的严厉性程度的关系比较复 

杂。第三，有数据的14个死刑国家中，每个国家平均拥有高等院校 319所，而有数据的28个非死刑国 

家中，每个国家平均拥有高等院校7952所。进一步看，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高等院校拥有量平均 

每个国家 623所，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高等院校拥有量平均每个国家有 14021所。至少从直观 

上看，非死刑国家以及私权、亚私权刑法国家的国民素质有可能高于死刑国家以及公权、亚公权刑法国 

家。或者说，国民素质越低，刑法越可能较为严厉，并相对突出公权保护。相反，国民素质越高，刑法越 

可能较为轻缓，并相对更加看重私权保护。 

以上经验观察的结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以为可能成立但没得到数据支持的关系，或者说是消 

极证否的结果。例如，封建传统与死刑及公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刑法价值取向与社会制度、政党制度的 

关系等等。另一类是原以为不存在或没意识到其存在但得到了数据支持的关系，或者说是积极证实的 

结果。印象较深的主要有：人口因素不仅与死刑的有无、死刑数的多少相关，还影响到刑法的价值取向； 

民族异质性程度也明显影响着刑法的绝对严厉性程度和价值取向；刑法的绝对严厉性水平在一定程度 

上与经济因素尤其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密切相关；国民素质的高低对刑法绝对严厉性及价值取向的影响， 

等等。当然，证实与证否之间的分界可能是相对的、模糊的。而且，数据支持某个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 

理论上能说清楚因果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得不到数据支持的关系也不等于肯定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关 

联。然而，我们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把想象留给科学以外的领域。如果明天发现了某些今天没看到或 

自身发生变化的事实或证据，修改今天的理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罪刑关系的理论思考 

回到最初的问题，犯罪的轻重是如何被定义的?往返于上述所有证据事实之后，我认为，法律用刑 

罚尺度把犯罪分配到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最基本善恶良知的适度体现，还与传统、经济、人口、民 

族、宗教、国民素质乃至地理环境等犯罪及法律以外的因素有关。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使得立法者不 

得不以各自的方式与本土犯罪问题相处，并沉淀出各自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为策略性选择，当这些经验 

与人们关于犯罪的普适性看法以规范的形式融合到一起时，便形成了刑法中各种犯罪的轻重刻度。这 

个基本看法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先验的德性之知 

立法者首先根据内省、自觉、体悟，对犯罪的轻重做出判断。这种判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人们的 

后天经验之外，存在着一种先验的善恶良知，即“德性之知”。我们不非得成为法学博士才知道杀人、强 

奸、抢劫有罪，没读过刑法典更不会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根据。至少，对独立于犯罪加害与被害双方以 

外的第三方而言，何谓正义，何谓邪恶，应该是一目了然，人同此心，不会有太大的分歧。这种“德性之 

知”不仅普适天下，即使在犯罪人与其他人之间也无根本不同。一次，明代哲学家王守仁认为：“至善之 

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④在西方哲学中，康 

德是“先验论”的主要代表。在认识论上，康德认为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是导源于感觉或知觉，而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1月版 ，第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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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理性、在知性中有其渊源。③在伦理学上，康德认为道德规律或绝对命令是普遍和必然的规律，是 

先验的，是理性本身所固有的。它存在于最普遍的人的心 目中。② 实际上，犯罪学史上加罗法洛的“自 

然犯罪”理论、法理学中的自然法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先验论相通。加罗法洛认为，犯罪实际上“是 
一 种伤害某种被某个聚居体共同承认的道德情感的行为”。②这种所谓共同承认的道德情感就是怜悯、 

正直这两种利他情感。同理，自然法理论认为，有一个对各种社会美德的正确安排。各种各类共同体不 

是通过法律获得生命的，尽管它们生存于法律之中。它们是通过与其存在相对应的特定的美德而生存 

的⋯⋯自然法能够通过法律的合道德性给予国家以真正的伦理基础。④在这些学说看来，无需借助经 

验观察，只要依靠人类 自身的理性力量，就可以发现人性中固有的罪刑关系。 

那么，这种先验的德性之知真的可以用来解释实然的罪刑关系吗?我们的检验逻辑是，如果先验的 

德性之知可以用来定义罪刑关系，那么，犯罪在各国刑法中的轻重安排就应该大体上是一样的。因为， 

既然先验之知的载体是人类理性，而人类理性又不因肤色、财富、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不同，那 

么，先验之知就一定是普适的、超时空的。观察上述 5O国刑法中的 13121对罪刑关系的数据可以证实， 

不论是公权刑法还是私权刑法，被排在第一重的犯罪都是暴力犯罪。而且，尽管价值偏好不同，占样本 

总数60％的亚公权刑法中以及占样本总数32％的亚私权刑法中，被认为最重的前两类犯罪不是暴力公 

权犯罪和暴力私权犯罪，就是暴力私权犯罪和暴力公权犯罪。可见，不管时空条件有何不同，也不论意 

识形态有何分歧，如何评价暴力与非暴力犯罪，各国刑法不约而同做出了一致性选择。这种一致性其实 

就是人类本性中厌恶暴力的一种表达，是德性之知的最好证据。 

2．后验的见闻之知 

德性之知可以帮助立法者对罪刑关系做出最基本的安排，但道德内省和冥想不可能解决立法者不 

得不面对的所有复杂问题。刑法有多严厉，不仅不是纯伦理学问题，甚至不是个纯法律问题。一定的传 

统、经济、人口、民族、国民素质等社会条件通过人们与之相处的过程和实践经验，形成对罪刑关系制作 

过程的影响。罪刑关系不完全是道德内省的规范性表达，还是立法者与一定社会环境相处经验的反映。 

这个意义上的罪刑关系制作过程，离不开反映性的、经验性的见闻之知。 

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争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条主线。首先，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经验主义认为 

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培根认为，在认识上人的心智受感觉影响，感觉因物质事物而起。@ 洛克也否认 

知识来源上的天赋观念，并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③孔德也认为，想像服从观察，观念服从事实。④其 

次，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上，培根虽然十分看重感觉、经验、实验等直接的知识来源，但没有把 

理性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培根把只相信感性能力的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只会收集简单、零碎的经验 

资料，把只相信理性能力的唯理主义者比作蜘蛛，只会从自身中创造、编织。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当 

像蜜蜂一样，不仅收集资料，而且加工、消化采集来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从个别事物上升到一般原理， 

得到真正的知识。再次，在知识的内容和对象问题上，经验主义者大都持非本质主义的态度。最后，在 

社会现象的认识上，经验主义者往往表现出还原论倾向。洛克曾经指出，快乐和痛苦是道德的教师。④ 

每一个人都因遵守这些道德法规而得到好处，从而使道德得到了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利他是利己的 

结果，道德是 自然的产物。 

③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 1995年7月版，第 437页。 

④ 前引③，第 464页。 

@ [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2页。 

@ [德]海因里希 -~l'-J：《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 ，第 223页。 

@ 前引③，第294页。 

④ 前引③，第346页。 

⑤ 欧力同：《孑L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3月版，第4_4—46页。 

@ 前引③，第 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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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高度反观刑法学、犯罪学，也许需要重新审视古典学派与实证学派的关系。以往，我们更多 

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其实，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经验主义血统。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亲缘关系 

为众所周知，而贝卡里亚的许多论述几乎都可以从经验主义哲学中找到原型。洛克说，“人的本性就是 

追求个人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伏尔泰说：“我能做我希望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自由的；但是， 

我必然希望我所希望的。”④如出一辙，贝卡里亚也不厌其烦地告诫立法者，要把法律制定得罪刑相适 

应，要使刑罚坚定、确定、及时，使犯罪的人丧失既得利益。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⑤因为贝卡里 

亚也相信：“道德行为同物理运动一样，也有它有限的活动范围。它也同一切 自然运动一样，分别受着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之，在思想史的大视野内，刑法学和犯罪学中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实证学派，其 

实都是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后裔。 

那么，到底该怎样理解经验与犯罪轻重分配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犯罪是犯罪原因的结果，而各国在人口、民族、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地方性差异，必然使 

犯罪问题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为了解决各自的犯罪问题，各国立法者又不得不尝试各种控制 

手段，对犯罪问题做出最适合本土国情的回应。这种寻找最佳控制效果的地方性实践，其实就是经验影 

响法律的过程。正如德国学者考夫曼等人指出：“常常不是法律规范，而是事实上有效的社会规范调整 

和控制着人的行为。经验的法社会学的任务是，用经验的社会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去考察法的实效，诸如 
⋯ ⋯ 社会实验、文献分析、内容分析和数据分析”。@例如，上文数据显示，人口越多，密度越大，刑法中 

出现死刑的机会就越大。现在看来，这个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多，人命的价值自然贬值，所以死刑 

较多，而应看到，正是因为人口多、密度大，人际冲突并激化为犯罪的机会就越大，对更严厉控制手段的 

需求随之提高。可见，国情环境不同，面对的问题不同，立法者所做出的选择也将不同。 

其次，德性之知超越经验而普适存在，不等于可以独立于环境、对象而悬在空中表达自己。只有面 

对一个具体的善恶判断问题时，德性之知才可能获得彰显，而这些具体问题只存在于现实经验世界。例 

如，西班牙刑法第 159条规定有“严重过失改变基因罪”，许多国家规定有“堕胎罪”，有的国家刑法中强 

奸罪的被害人包括男性，我国刑法曾经有“投机倒把罪”。这些规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或单一 

性，就是因为在其它许多时空条件下，尚未出现类似问题，或者不认为这是问题。从不是问题到成为问 

题，或者从是问题到失去了问题的意义，都与国情、司法经验的积累、归纳过程有关。进一步看，根据上 

文报告的数据，之所以民族异质性越强、人均资源占有量越低的国家，刑法越可能规定死刑，原因之一就 

是规范在更大程度上以利益分配与争夺为基础。于是，刑法中犯罪的轻重，既反映了罪行本身违背普遍 

人性的恶害性程度，还可以还原为行为与某些地方性社会规范相冲突的激烈程度。违背普遍人性的恶 

害性程度越大，并且与地方性社会规范的冲突无法调和的可能性越大，越可能成为刑法上最重的犯罪。 

既不违背普遍人性，又与地方性社会规范不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即使成立犯罪，也是刑法上较轻的犯 

罪。多数犯罪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相对位置上，组成轻重不等的罪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 

强调德性之知与实践经验的对立，不如承认二者的相互依存。 

第三，所谓经验，既包括个体经验，也包括集体经验，既包括感官作用于现象的直接经验，也包括概 

括总结后的间接经验。事实上，经验参与罪刑关系的判断，更多地表现为集体经验、间接经验对立法活 

动的影响。笔者曾经对来自全国21个省区77家法院的20353个盗窃案件判决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盗窃数额较大组的裸刑均值(没有任何法定情节案件的刑期均值)为9．4个月有期徒刑，而相应法定刑 

幅度的中线为21个月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组的裸刑均值为51．6个月有期徒刑，而相应法定刑幅度的中 

@ 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279页。 

④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下)》，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50页。 

⑨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6月版，第42页。 

④ 前引⑨，第71页。 

@ 前引⑦，[德]阿图尔 ·考夫曼、温弗里德 ·哈斯默尔主编书，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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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为78个月有期徒刑。这就意味着，法官群体实然的平均选择大大低于法律规定的刑罚中值。而法官 

群体的这种集体经验，迟早会对刑事立法构成影响，使法定刑中线向实践的平均水平靠近。可见，即使 

是基于道德内省的罪刑关系判断，也需要来自集体实践经验的修正。这个修正过程，证实了德国刑法学 

家萨维尼的一个论断：刑法学应理解成一个可检验的价值假设系统。@ 

第四，通常我们习惯于把美国学者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放到英美判 

例法的背景下理解。其实，如果仔细品读霍姆斯的原文就会发现，霍姆斯对经验的强调，绝不限于法律 

渊源的范畴。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理论 

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及其同胞所共有的偏 

见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确定支配人们所应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法律所体现的乃 

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因此不能认为它只包括数学教科书中的规则和定理”。⑤就是 

说，注意到法律是一种积累、归纳，比强调判例法与制定法的区别更深刻。霍姆斯并没有说积累、归纳的 

结果只能是司法先例。因此，对包括制定法在内的所有“支配人们所应依据的规则”而言，其确定、修 

改、完善都离不开经验。 

最后，从操作层面来看，先验的道德判断主要是在定序意义上为立法者定义犯罪的轻重提供依据。 

杀人与杀猪、④强奸与通奸、⑤分裂国家与遗弃家庭成员、惯犯和初犯，如何安排各 自的轻重顺序，的确是 
一 个“轻重厚薄，随感随应”的自然过程。但是，几个非法经营罪等于一个杀人罪这种定距意义上的换 

算，还需借助经验研究的计量方法。 

3．如果也是经验 

既然先验良知和特定经验都出现在犯罪轻重的分配过程中，规范也是经验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 

由此推出几个过渡性判断：首先，如果犯罪轻重的分配中含有经验的成分，那么，法定刑的轻重就不完全 

代表行为罪恶的大小或与普适人性相悖的程度，正义并非刑法中罪刑关系的全部价值内涵。杀人重于 

杀猪，不光意味着人命优于猪命，还可能反映出私屠滥宰行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利益关系。第 

二，如果在定量意义上分配犯罪轻重时可能掺入经验成分，那么，在定性意义上，将何种行为定义为犯罪 

的过程，同样可能受经验因素的影响，同样不是先验良知的一言堂。甚至可以说，入罪门槛的高低，很可 

能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地方性色彩，在更大范围内受特定时空文化的影响。一个行为是否被犯罪化，首先 

是因为特定的定义者认为它是犯罪，需要它是犯罪，希望它成为犯罪。刘邦正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约 

法三章，将大部分犯罪挤出犯罪圈。第三，如果犯罪定义是先验良知和特定经验的共同结果，又如果这 

个意义上的犯罪定义既包括轻重分配又包括人罪与否，那么，犯罪至少在观念上可以被还原为两类：一 

是基于先验良知定义的犯罪，即违背普适人性的自然犯罪，也即典型意义上的犯罪。二是基于特定经验 

定义的犯罪，即违反特定地方性准则的法定犯罪，也即非典型意义上的犯罪。根据这几个过渡性判断， 

我们可以继续推出如下结论： 

首先，从定性上看，既然是否犯罪都不完全代表行为本身罪恶的大小有无，还部分地反映了特定立 

法者的集体经验，既然犯罪可以被还原为典型犯罪和非典型犯罪，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性地讨论刑法应 

该着重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还是被告人的权益，就显得不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刑法适用中，人们经常会遭 

遇“往里解释还是往外解释”的问题。往里解释就是人罪或罪重解释，不利被告；往外解释就是出罪或 

罪轻解释，不利被害。其实，更前提性的问题是要看何种犯罪：对典型的自然犯罪而言，往外解释时要十 

分慎重，否则风险是冷落了人类良知；对非典型的法定犯罪而言，往里解释时要十分慎重，否则风险是把 

@ 前引⑦ ，[德]阿图尔 ·考夫曼、温弗里德 ·哈斯默尔主编书，第451—452页。 

⑤ 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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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版，第160页。 

@ 未经许可私屠滥宰的经营性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第22．5条的规定，可构成非法经营罪。 

⑤ 巴西刑法第240条、菲律宾刑法第 333条、喀麦隆刑法第 361条都明确规定有“通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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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人类良知的意义强加给法定犯罪，因而是滥用人类良知。换句话说就是，刑事立法在越大程度上受 

地方性经验因素的影响，法定犯罪的比例越大，坚持法的形式理性谨慎入罪就越安全。 

其次，定量上看，既然刑法中某个犯罪的法定刑不完全代表该罪行与普适人性相悖的程度，既然犯 

罪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那么，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讨论所有犯罪的轻刑化或重刑化，也多少忽略了某 

些复杂性的存在。因为，对违背人类普适良知的典型犯罪而言，刑事反应无论苛厉还是宽宥，其原因和 

效果都不同于非典型的法定犯罪。人们不会蠢到通过教育感化少年性罪错的政策，希望潜在的职务犯 

罪者或者环境犯罪人放弃犯罪的打算。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人憎恶的典型犯罪而言，轻刑 

化所传达的信息是社会对犯罪的理解和宽容。而对其它犯罪而言，重刑化并不能收到彰显人类良知的 

效果，相反，倒可能流露出特定经验世界中立法者的局限与无奈。所以，与其一般地议论轻刑化与重刑 

化，不如从法定犯罪的轻刑化开始。④ 

最后，既然刑法不光映射出普适人性还是一定经验世界中的法，那么，外国刑法的学习借鉴就应该 

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尽可能吸收外国刑法中反映人类理性先验良知的部分，另一方面，注重本土立法 

和司法实践理性的归纳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刑法的与国际接轨，既是指各国刑法都尽可能地彰 

显人类最基本的善恶良知，又不排除各国对本土经验的珍重和积累。这两者中少了一个，所谓的学习借 

鉴都可能是盲目的。 

Abstract：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13，121 independent pairs of crime and penalty in the criminal 

laws of 50 countries，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stringency and values of the criminal law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 

number of non—legal factors such as demography，ethnic heterogeneity，resources per capita，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quality of nationals．Because these factors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the legislators have to 

find their own ways to deal with the local criminal problems and gain valuable and effective experience in that 

process．This experience，when combined with people’S conscience and common sense of good and evil，forms 

the scale of severity for crimes in the criminal law．Acknowledgement of the impact of experience on criminal 

legislation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values． 

(责任编辑：白岫云) 

@ 我国现行刑法中，共有51个规定了生命刑的非生命犯罪，占所有死罪的75％，死刑的减少必将从这些罪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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