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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泛在的社会风险、 剧增的社会治理难题以及复杂的失范行为等多重挑战全面地激发

了刑法的扩张性与严厉性, 使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愈发广泛和深刻, 造成了刑法的异化, 即刑
法的政治化、 工具化与技术化倾向。 欲从根本上解决刑法的异化问题, 必须在现代法治逻辑下再
度寻找刑法的根基和刑法的信仰。 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脉络梳理国家权力的演化历程可知, 国
家的刑罚权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转让, 其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 而保障公民权利依赖于作为法治国
之体现的罪刑法定主义。 因此, 刑法的根基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刑法的信仰是罪刑法定主义。
滥用刑罚会动摇刑法的根基和信仰。 一时意气之言, 虽随风而逝, 仍锐可当锋; 一时意气之刑,
虽陟罚臧否, 却刀可伤人。 学习刑法, 不能仅满足于获取知识与养成技艺, 还需维护刑法保障公
民自由权利之根基与恪守罪刑法定主义之信仰, 以此共同坚守现代刑事法治的内在纹理和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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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势变迁空前地激发了刑法的扩张性, 使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愈发广泛和深刻。

自 20 世纪初期开始, 刑法不断增加法定犯, 以顺应政府扩充行政职能和加强社会管制的需
求。 21 世纪以来, 刑法又增设了为数不少的预防性和象征性立法, 以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
业社会再到风险社会这一变迁中的安全保障需要。 因此, 伴随社会的发展变化, “ 日益增加
的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 是增设新罪的最重要理由” 。① 换言之, 刑法适度地推进犯罪化以扩
张规制范围, 整体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法益。 然而, 当刑法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安全等名
义频繁地推进犯罪化时, 其自身已陷入不确定和不安定之中。 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 在刑事
立法活性化、 司法适用活跃化、 理论问题多样化的时代, 刑法应当如何自处与他处, 才能在
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坚守罪刑法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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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法的异化: 三种表现
刑法既是法官的裁判准则, 又是公民的行动指南。 然而, 在社会风险广泛存在、 社会治
理难度加剧与失范行为纷繁复杂的多重挑战下, 当下刑法出现了种种异化现象, 突出表现为
刑法的政治化、 工具化、 技术化倾向。
( 一) 刑法的政治化倾向

任何社会都无法脱离政治, 讲政治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法治与政治从来都不是对立
的事物, 二者具有共通性,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深受政治逻辑影响,②
例如, 在反腐败领域, 通过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逻辑与建立常态稳定的反腐败机制的法治
思维③结合起来, 组建了反腐败专门机构, 制定了反腐败专门立法, 有效地减少了腐败存
量, 遏制了腐败增量, 从而实现了腐败治理的有序化。 再如, 在扫黑除恶领域, 将维护社会
稳定的政治逻辑与依法惩处违法犯罪的法治思维结合起来, 仅经过第 1 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 全国刑事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7. 7%, 八类严重暴力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3. 8%” 。④ 以上
事实表明, 法治与政治具有紧密的关联性, 中国法治建设不仅需要立法、 司法以及相关理论
的完善, 还有赖于本土政治建设的支撑。
然而, 不管是在过往的还是在当下的刑事法治发展过程中, 都存在着过度政治化倾向。
我国刑法过度政治化在早期的主要体现, 既有苏俄式的刑法理论, 尤其是社会危害性理论和
平面的犯罪构成理论, 也有以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直接干预司法判断和理论建构的作
法。⑤ 其后, 随着学界 “ 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 ⑥ 和刑法教义学化的共同努力, 早期刑法的
去政治化已基本完成。 然而, 早期刑法去政治化的成功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当下刑法的过度政
治化问题。 当下, 我国刑法过度政治化突出表现为, 将政治逻辑与刑事法治思维对立, 为了
实现政治目的而忽略刑事法治目标。
在地方执法实践中, 存在用运动式思维取代法治思维来惩治刑事犯罪以实现 “ 政治目的
最大化” 的作法, 这无疑曲解了政治与刑法的关系。 欲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就要坚决破除
“ 运动式造势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⑦ 运动式思维介入刑法的突出表现是将执法工作

指标化, 以最大化实现 ( 以指标形式呈现的) 政治目标为依归。 例如, 受过度政治化的运动
式思维影响, 扫黑除恶执法工作被 “ 指标化” 。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在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海南团小组会审议 “ 两高” 报告时指出: “ 我们在督查和调研中发现, 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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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于 ‘ 扫黑除恶’ 下指标了。 比如, 要求这个县公安局必须要办几个案子。” ⑧很显然,
扫黑除恶绝非使刑法政治化, 也不是将执法工作指标化。 此外, 在反邪教组织犯罪、⑨ 反腐
 禁毒 

等执法实践中, 也存在着运动式执法和执法指标化现象。 以运动式思维替代法

败、

治思维, 或以类似下达政治指标的方式要求下级机关完成犯罪治理任务等作法, 既不符合政
治逻辑, 也不符合法治思维, 更是对二者关系的根本性误解。
过度政治化会导致犯罪的打击规格升高, 这意味着犯罪认定标准的实际降级。 运动式执

法无论是一种 “ 不得已而为之” 的治理模式, 还是 “ 用着顺手” 的治理模式, 法学家都几
乎一致地对其持批评或质疑态度。 对运动式执法方式的反驳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即在制度
上对它进行批评和在效果上对它进行质疑。 法学家在制度上的批评主要是, 这种执法方式可
能对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法治建设造成破坏。 法学家在效果上的质疑主要是, 运动式执法仅
 高强度的运动式执法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具有短期效应, 且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的一种非制度性举措, 但不恰当的运用可能导致犯罪治理严重脱离法治轨道。
政治与法治固然存在相容性, 但二者相容的前提是各自独立。 根据耶林的看法, 科学性
 刑法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要有专门的刑法

是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标志。

理念、 刑法目的、 学术话语与治理模式, 必须关注法律规范与适用方法。 过度政治化曲解了
政治与刑法的关系, 弱化了刑法的科学性, 侵蚀了刑法的独立性, 也损害了刑事法治建设。
( 二) 刑法的工具化倾向

刑法的工具化倾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 在刑事立法方面, 增设新罪扩容老罪。 一方面, 刑法中的新罪名不断增加。 现行

《 刑法》 颁布之后, 我国先后通过了十一部刑法修正案和一部单行刑法。 2020 年 12 月 26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 刑法修正案 ( 十一) 》 ,
新增了 17 个罪名。 截至目前, 现行 《 刑法》 中的罪名数量由 1997 年的 414 个增至 486 个。
大量本不应被刑法收录的罪名由此产生, 如高空抛物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 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 代替考试罪、 资助非法聚集罪等等。 新罪的不断增加代表着刑法被当成工具, 以满足
打击犯罪的诉求。 另一方面, 刑法中的老罪名被不断扩容。 非法经营罪、 寻衅滋事罪、 聚众
斗殴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老罪名被
司法实践借助兜底条款的包容性或者借助扩大解释甚至类推解释无限扩容为口袋罪。 迄今为
止, 口袋罪的数量仍在增加,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等罪名均走上被口袋化之路。 口袋罪的数量增多表明刑法的工具性增强。
其二, 在刑法理念方面, 倡导 “ 打早打小”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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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足用好” 。 我国近年来的刑法理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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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早打小” , 它被运用于打击邪教犯罪、 恐怖犯罪、 网络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 并
同步体现在立法、 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三个层面。 “ 打早打小” 是指各级政法机关必须依
照法律规定对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大犯罪的行为及早处理, 绝不能让其形成大势, 要趁犯罪行
为尚处在低级形态或初步形态即展开刑事追责。 虽然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指出, 对犯罪的认

 然而,

定、 处理应 “ 打早打小” , 但依然要准确认定, 既不能 “ 降格” , 也不能 “ 拔高” 。

“ 打早打小” 仍不可避免地造成法益保护过早化、 抽象危险犯入刑化等问题。 同时, 在刑事

犯罪治理中, 司法实务愈发强调用足用好刑法。 最高司法机关要求严厉惩处各类违法犯罪,
充分用足刑罚制裁手段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最高司法机关期待能通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以
发挥刑法强大的震慑力, 使刑法真正成为 “ 有牙齿的老虎” 。 关于用足用好刑法的要求, 体
现在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会议纪要、 司法解释和实务办案要求之中。 譬如, 2020 年 2 月 6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发布的 《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规定: “ 用足用好法律规定, 依法及时、 从严

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 再如, 为了有效遏制高空抛物行为, “ 用足用好刑法现
有规定, 对于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 《 刑
 所谓用足, 意在把刑

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

法吃透用够, 对但凡涉及犯罪的行为一律定罪, 若没有用足, 就可能等于没有用好刑法。 用
足在前, 用好在后, 这意味着用足是前提, 用好是我们追求的效果。 然而, “ 用足用好” 理
念几乎将刑法导向了有罪必罚, 尤其是在用足的前提下能否用好刑法, 这值得怀疑。

其三, 在刑法理论方面, 客观解释远离原意。 比如, 根据 《 民法典》 第 127 条的规定,

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十二年前, 我国已出现第一例因盗窃虚拟财产而被适用 《 刑法》

 在该案例中, 法院所用的解释方法是客观解释, 其认为 “ 财

第 264 条 ( 盗窃罪) 的案例。

产” 概念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将虚拟财产纳入 “ 财产” 范畴。 至今, 游戏账号是
否为网络虚拟财产等问题进一步挑战着客观解释的边界。 换言之, 客观解释可以客观到什么
程度? 笔者认为, 游戏账号是游戏玩家用来登录游戏客户端的, 其本质是身份识别代码, 本
身不具有财产属性, 不宜将其作为虚拟财产进行保护。 当下, 立法原意较易探寻, 有立法意
见书、 立法草案、 立法说明等文件, 这些都是立法原意的所在之处。 立法原意是罪刑法定主
义所要求遵循的内容, 是法治主义对刑法解释的约束, 以免刑法解释离题万里, 变成纯粹的
六经注我。 远离立法原意可能会使客观解释者变成实际的立法者。

其四, 在司法实践方面, 刑法沦为 “ 在先的管理法” 。 刑法是所有部门法的保障法, 只

有当其他部门法无法解决问题时, 才能动用刑法, 它具有一定的事后性。 然而, 在刑事司法
实践中, 刑法常常被当作 “ 在先的管理法” , 比如, 在合力抗疫期间, 常常在适用民法、 行
政法等之前, 即适用刑法率先打击违法行为。 然而, 适用刑法的成本高昂, 不当适用所带来
的反作用还非常大, 若适用错误, 则可能实质挑战公众的正义观念, 并且挫伤全社会的法治










参见 《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 法 〔2015〕 291 号) 。
孙航: 《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 头顶上的安全” ———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就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答记者问》 , 《 人民法院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第 3 版。
参见吴允波: 《 “ 网络虚拟财产盗窃第一案” 审结 大学毕业生 “ 黑客” 获刑四年》 , 《 大众日报》 2009 年 11 月
9 日, 第 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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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比如, 2020 年 2 月 10 日, 成某通过微信从山东某公司以 19 万余元购入 1725 桶共约 9

吨的 75%乙醇纯度的桶装酒精, 之后通过微信在熟人之间销售, 被查获时已销售了 40 桶。
检察院认为, 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规定, 在未获得存储、 销售危化品资质的情况下
销售医用酒精,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检察院于 2 月 17 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后以成

 然而,

某涉嫌非法经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支持了检察院的公诉意见。

成某违反了何种 “ 国家规定” ? 从案件报道来看, 成某在未获得存储、 销售危化品或医用酒
精资质的情况下, 从事 75% 乙醇浓度的桶装酒精的购入、 存储与销售活动, 其行为触犯了
《 刑法》 第 225 条第 1 款之规定, 构成非法经营罪。 然而, 75% 乙醇浓度的酒精是否属于
“ 危化品” ? 根据国务院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修订的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和 2018 年 2
月颁布的 《 危险化学品目录》 之规定, 无水酒精才属于 “ 危化品” , 它的乙醇含量为 99. 5%

以上。 因此, 本案中的乙醇浓度为 75% 的酒精显然不在 “ 危化品” 之列, 不应认定成某违
反了非法经营罪的前置性国家规定。
( 三) 刑法的技术化倾向

当前, 刑法理论日益陷入技术化而不能自拔。 刑法是公法, 与哲学关系紧密; 刑法是处
罚人的法, 追问其正当性是不可或缺的功课。 然而, 在当下, 也许受高科技时代的影响, 刑
法日益丧失对正当性的追问而转向技术化。 这种技术化倾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刑法研究内容日益技术化。 比如, 非法、 不法、 合法、 违法、 主观违法、 客观违
法, 主观归责、 客观归责、 自我答责, 主体间性理论、 解释熵值理论、 累积犯理论, 等等,
这些术语使刑法内容看似日益丰富, 实则日益繁杂, 学者沉浸于国外刑法概念的引进不能自
拔。 然而, 遗憾的是, 这种繁杂化与实效性之间好像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 日益繁杂化的刑
法学似乎给他人传递了这样的印象: 刑法学者只对新的概念、 新的名词、 新的规则感兴趣,
刑法日益技术化, 甚至有些问题已经被技术化至超出了犯罪概念的涵盖范围, 比如, 自杀是
否构成犯罪、 强奸自己是否构成犯罪、 酒后驾车造成本人重伤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等问题。
本人自杀是否有违法性这一缺乏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被我国法理学者认为是 “ 依靠形式主


义甚至某种神秘主义来维护司法权威, 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

其二, 刑法研究方向日益科技化。 网络科技的大潮对刑法学研究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网

络犯罪日益呈现新样态。 研究网络犯罪无可置疑, 然而, 关于犯罪本身的研究也日益追随网
络科技的发展, 涉及爬虫、 人脸识别、 AI、 区块链等新型技术的犯罪问题大有成为刑法研究

新方向之势, 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放弃了对刑法理论的追寻与发展, 忽视了基础理论,
盲目追赶技术潮流以争创学术热点。 可以说, 刑法在网络科技的影响下日益技术化。
其三, 刑法研究主体日益工匠化。 刑法理论研究者日益脱离实际, 更像是工匠、 技匠。
学习法学需要工匠精神, 工匠也不是贬义词, 但是如果研究者匠气十足, 则会成为炫耀繁杂
技艺或者新型学科名词的炫技派。 连篇的德文、 日文文献, 繁琐的归责理论, 虽细致但可能
难以被适用的法益衡量原理, 以及种种看似精致又新奇的法教义学概念等, 都使得刑法研究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20) 沪 0115 刑初 870 号刑事判决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0) 沪
01 刑终 625 号刑事裁定书。
戴昕: 《 “ 教义学启发式” 思维的偏误与纠正———以法学中的 “ 自杀研究” 为例》 , 《 法商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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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日益高深, 实则可能早已偏离了它本来的航道。 连篇累牍的新奇概念堆砌了很多一般人
看不懂的学术文章, 学者的主体性日益丧失, 而匠气日益突显, 研究者的情怀慢慢退场,
“ 没有灵魂的红烧肉” 也越来越多。

刑法的技术化稀释了刑法的学术性, 易使人误以为刑法的创新就是技术的创新。 可以

说, 刑法学丢失了理论基础、 不再追问正当性如同放弃了刑法的信仰。 在风险社会时代、 科
技时代、 法定犯时代, 新的社会问题和违法犯罪方式方法层出不穷且迭代更新, 使得人们对
社会治理的需求爆炸式增长, 但刑法只有一个。 如此复杂的局面, 单凭刑法能否应对? 这正
是对刑法的根基与信仰的现代追问。

二、 刑法的根基: 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刑法的政治化、 工具化与技术化倾向体现的是 20 世纪以来刑法的活跃化立场。 然而,

过于活跃的刑法在积极治理主义模式下, 也需要冷静思考刑法异化所带来的本源问题, 即刑
法为何频繁变动而难以维持其安定性? 欲回答这一问题, 必须寻找刑法的根基。
探究刑法的根基, 进而追问刑法的本质, 且基于这种刑法根基探寻刑法信仰, 对于当今

刑法学而言, 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曾指出: “ 把刑法学正确地置于自
己的人生观上, 并向人们讲明白, 希望人们理解这种针对立足于其他人生观的刑法学所作的


发芽, 至少也是一种理论, 应当说这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纵观刑法思潮的发展演变, 刑法的产生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紧密相联, 因此, 对刑

法根基的探寻必须与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国家的合法性等问题被置于同一层面进行分析。 在人
类历史上, 国家学说异彩纷呈。 为什么需要国家以及需要国家作什么? 简言之, 国家何以是
必需和必然的? 这成为哲学家、 思想家、 法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寻求国家合法性和正当
性的过程中, 刑法的根基随之扎下。 国家学说看似纷纭, 但是在国家权力与刑法的产生问题
上, 诸学说都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国家权力 ( 刑罚权) 的来源, 二是国家权力 ( 刑罚

权) 的目的, 三是国家权力 ( 刑罚权) 的边界。 换言之, 刑法从哪里来、 为什么需要刑法、
需要刑法作什么, 这些问题就是刑法的根基问题。
( 一)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的来源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从何而来? 这一问题与国家的起源问题密切相关。 在人类历史上,

这一问题的答案先后经历了以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国家观、 以奥古斯丁等为代表
的神权国家观、 以阿奎那等为代表的社会共同体国家观、 以启蒙和古典主义思想家 ( 格劳秀
斯、 霍布斯、 洛克、 贝卡里亚、 费尔巴哈、 康德等) 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国家观、 以边沁及
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国家观、 以赫伯特·斯宾塞和孔德为代表的社会有机体国家观、 以黑
格尔为代表的客观精神论国家观, 等等。 在众多的国家起源学说中, 中轴线无疑是社会契约
论。 它发轫于公元前 341 年至公元前 270 年欧洲大陆雅典的伊壁鸠鲁学派, 历经古希腊时期
政治权利理论的塑造, 正式成型并兴盛于启蒙主义时期, 及至后来, 被古典学派的法学理论
家付诸实践。 在穿越时间的长河之后, 社会契约论从欧洲大陆到达美洲大陆, 被自称康德门




[ 日] 西原春夫: 《 刑法的根基与哲学》 , 顾肖荣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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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罗尔斯改造为新社会契约论。 基于不同自然状态之前提而产生的社会契约论, 其从理论
 而刑法则

到现实政治的过程乃是一个法律化的过程。 法律就是社会契约的一般规范表达,

是这些一般规范表达中最为严肃的规范表达。 在论证国家起源及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
契约政治理论是贯通法治史上下两千多年的政治逻辑和解释工具。

格劳秀斯作为近代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倡导者, 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的契约 ( 而非上帝

的创造) , 国家是人们为了享受法律利益和谋求共同福利而组成的最完善的联盟, 其中, 刑


法的惩罚权并不是来自自然本身, 而是来自约定, 或者说来自人定法。

霍布斯从性恶论的自然状态出发, 以一个虚构的自然状态为起点, 提出了自然法、 自然
权利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以保护生命权为宗旨的社会契约论这一国家起源模式。 然而, 近代
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在人性论、 自然状态、 缔约原因、 缔约形式、 权利范围等方面的主张均
与霍布斯的主张有所不同。 在缔约原因方面, 洛克的观点与霍布斯的观点完全相反。 霍布斯
基于性恶论指出, 人类之所以愿意和国家签订契约, 是为了摆脱像豺狼一样的那种状态, 以
求自我保全; 而洛克则基于性善论指出, 自然状态固然美好, 但没有多少人能长期在这种状
态中共同生活, 因为自然状态存在三大缺陷, 即缺少确定的法律、 缺少公正的裁判者以及缺
 在国家起源与缔约形式方面, 洛克

少执行判决的权力, 因此, 人类很快就被迫加入社会。

的观点是双重契约论, 而霍布斯的观点是单一契约论。 洛克认为, 政治权力的形成过程是,


首先由社会成员放弃其自然权利, 把所有自己想向社会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
 这构成了洛克的双重契约论思想, 即人们通过一致

再由社会交给它所设置的统治者处理,

同意, 联合组成一个政治社会, 并将各自所放弃的惩罚权力交由其中被指定的人来专门行
 因此, 洛克认为, 人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加入社会, 当立法机关或君主在行动

使。
 简言之, 在洛克看来, 要

上背离人们的委托时, 人民就享有恢复自己原本的状态的权利。

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形成国家, 只有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或者决定才能办到。
与前人相比, 在缔约原因与国家起源的问题上, 卢梭断言, 国家起源于契约。 随着私有
制的出现, 人们越来越受到相互掠夺和残杀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被迫去寻找自由和
 在缔约形式上, 卢梭认为, 人民既是国家的

安全的新出路, 即要求订立社会或国家契约。
 这个社会契约一旦被破坏, 每个人就重新获得了为了约定的

成员, 又是主权者中的一员,
 在卢梭看来, 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利的转让。 他认为, 权利的

自由而放弃的天然的自由。
































参见谢晖: 《 论社会契约说从乌托邦到法律———制度修辞的一种证成根据》 , 《 法学论坛》 2018 年第 5 期, 第
32 页。
参见卢玮: 《 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国际思想的法律表达》 , 《 赤峰学院学报 (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年第 4 期, 第 54 页。
参见 [ 英] 洛克: 《 政府论》 ( 下篇) , 叶启芳、 瞿菊农译,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第 77-78 页。
参见 [ 英] 洛克: 《 政府论》 ( 下篇) , 叶启芳、 瞿菊农译,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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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法] 卢梭: 《 社会契约论》 ,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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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卢梭又

转让是毫无保留的, 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

提出, 既然每个人都是向社会全体奉献出自己, 那么, 这意味着每一个与全体结合的个人只


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 并且仍像以往一样自由。

贝卡里亚继承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他对社会契约论的基本主张包括: 第一, 关于国家
权力与刑罚权起源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 人类被战争迫害得筋疲力尽, 无力享受那朝不保夕
 第二, 国家权力与刑罚权是有限

的自由, 从而牺牲这一份自由以形成一个国家的君权。

的。 贝卡里亚首先在理论上采用社会契约论来证明国家的刑罚权是有限的。 他同当时的资产

阶级思想家一样, 竭力用 “ 原子论” 来解释社会的概念, 使用在逻辑上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个
人利益和需要来论证组建社会的必要性。 然而, 贝卡里亚对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主张
的社会契约论作了一个微妙的修正。 他指出, 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自由尽可能少
 为此, 刑罚应当不超过

些, 没有人会为了公共利益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自由捐赠出去。

 即只有为了维护对公共利益的集存以及防范对个人的践踏, 才有防卫的必要,

必要限度,
 刑罚应该严格恪守这一必要

“ 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 是杜撰而不是权利” 。

限度, 若超越了此限度, 它就会转变成对社会的新侵害或新威胁。 该如何掌握这一限度? 贝


卡里亚提出了一个简略的标准, 即 “ 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的幸福” 。

费尔巴哈继承了古典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并将刑法理论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理论

相联系。 他认为, 除民事契约外, 还需要国家权力来保障公民自由和其他权利, 只有公民自
 正因为如此, 服从契约便与统治原则达

愿地服从于国家, 国家权力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


成一致, 关于公众意志的解说便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康德接受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 并将此作为国家刑罚权的来源, 但康德的
社会契约论又与之前的社会契约论不一样, 在他看来, 真实契约的道德力量借助于两个不同
的理念: 自律和互惠。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拱心石, 康德坚信人生来就有自由。 社会契约
不是一个历史事实, 而是出于理性原则。 契约的根据是自由原则, 契约制定者是遵守平等法
则的国家公民。 康德认为, 所谓契约, 就是 “ 人民中所有的个别私人意志结合而成为一个共
 人们组织起来以保障每个人的普遍权利, 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

同的和公共的意志” 。

社会。 一个正义的社会以权利为基础, 大家通过协商制定一个保护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契
 然而, 康德又认为, 这个国家一旦成立, 公民就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国家也享有绝

约。

对的支配公民的最高权力, 公民本身没有对抗、 推翻现存政权的权利, 哪怕国家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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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190 页。
参见 [ 德] 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190-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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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康德的契约理论是

公民也必须服从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律, 即使这个法律是恶法。
理性主义而非自然主义的, 但毋庸置疑, 它仍属于契约政治理论的范畴, 只不过该契约理论


的根据是理性原则, 是 “ 立足于人民是自我立法的理性存在者” 。
我国学者谢晖指出, 把 “ 政治—法律” 统治视同契约, 这一思想不仅存在于近现代的西


方国家中, 而且也存在于其它文明体中, 比如, 在中国, 荀子早就形象地以水和舟为喻,
把庶人安政与君子安位的道理置于一种类似于契约理念的理念之下, 在此意义上, 社会契约
 订立契约的前提在于, 人们要摆脱不受保护的自然状态。 所有支持

观念明显具有普世性。
契约论的学者都有一个关于国家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的设想, 但无论是何种自然或原初状
态, 所有哲学家都从中推导出众人愿意缔约建立国家这一结论。 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的生活
虽自然但并不美好, 所以人们才要将自然的力量转让给共同体, 这样就形成了国家的主权。
根据契约政治理论, 国家以及国家的权力包括刑罚权都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 为了摆脱自
然状态, 人民通过订立契约寻求公共权力, 建立国家。
总之, 契约政治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 正义原则来自人民的同意, 选择公正原则的理据
在于契约。 作为个体的人, 在社会中具有自由、 平等、 自在的本质, 因而个人权利先于国家
权力, 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来源。 契约本质是自由的人们为了更好地享受自己的自由
而缔结的协议。 契约论与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思想相适应, 它既充分说明了国家权力来
源的正当性, 也蕴含了国家权力分化制衡与制约的内在理念, 因而它成为现代政治体制和公
法制度的基础理论。 当代国家与权力理论的根依然深扎在十七、 十八世纪的社会契约论之
中, 而且社会契约论仍然是现代政治理论乃至公法理论中的权力分析的唯一图式。 同时, 无
论后世如何评价社会契约论, 毋庸置疑, 在国家的起源与刑罚权的正当性根据上, 它都是核
心与基础的理论。 一言以蔽之, 国家与刑罚权的起源及正当性都来自人民权利的转让。
( 二)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的目的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为何而生? 基于契约政治理论产生的国家以及包括刑罚权在内的
国家权力, 其目的是什么? 笔者以为, 个人权利的有效维护是国家以及国家权力 ( 包括刑罚
权) 之正当性的唯一依凭。
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公民幸福地生活, 此乃成立国家之最广泛的善业,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
至善国家目的论奠定了后世国家目的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国家观主张, 假如仅
仅为了生存, 那么野兽也可以组成城邦了, 拥有道德观念正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
 他认为, 国家的价值并不高于个人的价值, 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某种 “ 善业” , 即全城

征。

















参见李秋零主编: 《 康德著作全集 ( 第 6 卷) :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道德形而上学》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 第 329-331 页。
李秋零主编: 《 康德著作全集 ( 第 6 卷) :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道德形而上学》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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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晖: 《 论社会契约说从乌托邦到法律———制度修辞的一种证成根据》 , 《 法学论坛》 2018 年第 5 期, 第
32 页。
参见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颜一、 秦典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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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至善目的论虽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但为后

邦的人可以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

世的保护公民权利之国家目的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比如, 阿奎那尤其强调国家目的的


伦理性, 他提出国家的目的就是谋求人的 “ 公共幸福” , 就是追求一种 “ 有德性的生活” 。

思想家在探讨国家起源问题的同时发现, 犯罪是人们绝对自由意志选择的后果。 由于每

个人都有自由意志, 所以奥古斯丁认为恶行的缘由在于意志的自由选择, 如果我们缺少自由


选择, 就不会犯罪, 我们既可以将自由意志用于追求正当的生活, 也可以将之用于犯罪。
 这种绝对的自由意志

他还指出: “ 如果我们行事不靠意志, 那就无所谓罪恶或善事了。” 

( 权利) 观构成了近代以来的民主和文明国家的基础, 即尊重和维护个人基于自由意志而生
 阿奎那则明确指出, 虽然国家享有了人民让渡的权利, 但是作为这

活和行为的自由权利。

种权利让渡的结晶, 国家权力不是绝对自主的, 它不能设置任何障碍来妨碍人民的精神生


活, 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人民的最终精神目的能得到考虑。

契约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目的论是更为明显的权利保障论。 基于天赋人权论, 契约政治理
论家们认为, 人们经过明示或默示, 同意订立契约以建立足以保障人民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
府。 天赋人权论还推导出国家存在的目的: 遵守自然法, 保护公民的生命、 财产和自由。 虽
然在不同自然法学家看来, 权利保障论的重点内容不同, 但其实最终殊途同归。
霍布斯认为, 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 所以在此状态中, 生命
 因此, 在霍布斯看来, 对公民

权无疑是所有权利中的第一位权利, 是人求生的本能属性。

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 就是保障公民享有按照本人愿意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天性的自由, 即


以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去做任何事的自由。

洛克作为自由主义的鼻祖, 认为人们联合组成国家并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目的是保护
 然而, 这并不表明保护财产权是唯一的目的。 洛克认为, 人生来就完全享有与世界

财产。

上的其他人相等的自由权利, 享受自然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也就是说, 人自然地享
 洛克继承了格劳秀斯的自

有一种权利, 即他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不受其他人侵害和侵犯。

然法思想中的保护财产权观念。 格劳秀斯认为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 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受到
 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 最基本的人权是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

惩罚。

因而对自己的劳动具有所有权。 劳动创造出来的财产当然归劳动者所得, 顺次推演,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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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具有了人权的色彩, 它和生命权、 自由权一样, 成为天赋人权中的一种。 因此, 洛克用
“ 生命、 自由和财产” 来界定财产, 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权利是一
种自然权利, 即天赋人权, 其中, 自由权利是第一位权利, 是其他自然权利的基础。 在洛克
看来, 法律其实是自由的同义语。 只有人们放弃处罚他人的自然权利, 把所有他可以向社会
 换言之, 国

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 才能使得政治社会拥有保护所有权的权力。

家在取得了公民所让渡的权利之后, 它的目的则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
孟德斯鸠在展开其权力制衡理论时, 充分论述了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

“ 保障自由” 是孟德斯鸠刑法思想的写照。 关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孟德斯鸠认为, 在一个
有法律的社会里, 自由是做他应做的事, 倘若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那就没有
 在此, 孟德斯鸠将公民的自由归结为, 不

自由可言了, 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
 同时, 这种自由应

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 而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当是安全的。 接着, 孟德斯鸠又提到, 对于安全的威胁, 没有什么比在接受公或私的控告时


所遭受到的威胁更大了, 所以说, 公民的自由主要依赖于优良的刑法。

卢梭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观点。 基于契约理论, 他认为国家的主权实质上是全体人民的共
 卢梭指出, 国家秩序是为了个体实现,

同意志, 而国家与刑罚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
 在契约社会中, 他

是为了借由联合体的整体力量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人身和财产提供保护。

将自由权视为首要权利。 卢梭的权利保障目的观是从其公意论中展开的, 同样, 基于意志自
由, 卢梭认为守法即自由, 因为法律是一种公意, 它包括了守法人自己的意志, 所以服从法
 根本不存在没有法律规定的自由。

 为了保障自由的实现, 必

律就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须实行法治, 只要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 那就意味着其他人都可以不遵守法律。

贝卡里亚基于洛克、 卢梭等人的契约理论指出, 只有 “ 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

 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公民自由。 “ 公民们通过这种方式 ( 通过社

的政治才是 “ 道德的政治” ,

会契约论成立国家) 获得自己人身与财产的安全。 这种方式是正当的, 因为它是人们结成社
会的目的; 这种方式是有用的, 因为它能使人们准确地衡量每一罪行所带来的不便。 通过这
种方式, 人们也将获得一种独立的精神, 然而, 它已不表现为摆脱法律和无视最高司法官
员。 不过, 如果有人胆敢把屈服于他的专断强横的软弱称为美德的话, 那么, 这种独立精神
 换言之, 签订契约的形式使得公民明白, 是自己让渡的权利换来

对他倒是桀骜不驯的。” 

了国家对自己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保障, 转让的权利与获得的权利保障二者之间形成了付出利
益与获得利益的对价关系。 国家及其权力的目的正是确保公民人身与财产的安全, 确保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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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 刑罚权的目的同样如此, “ 一切合理的社会都把保卫私人安全作为首要的宗旨, 所
以, 对于侵犯每个公民所获得的安全权利的行为, 不能不根据法律处以某种最引人注目的刑
 可见, 在贝卡里亚看来, 刑罚并不是少数人的工具, 而是基于保护公民权利之要求

罚” 。

的必然存在。

费尔巴哈十分重视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形成的权利和效力, 他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一项公共
 国

事业的前提和条件, 国家的任务在于保障社会权利, 并依据民意贯彻和实现国家目的。
 同样地, 康德向来

家的最高目的是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 保障公民能够充分地行使权利。

主张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自由是其道德哲学的基石, 他对自由的定义尤为严格。 他认为,
若我们像动物一样追求享乐、 满足欲望、 回避痛苦, 那么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反而成为
 康德进一步指出,

了这些欲望和冲动的奴隶, 真正的自由在于服从纯粹理性的行动准则。

正是这种自由行动的能力赋予了人类独有的尊严, 尊重人类的尊严意味着人绝不能仅仅作为
 这就是我们要尊重他人的尊

手段被用于满足他者的意图, 成为被混同于物的法权的对象。

严, 维护他人的权利的原因。 犯罪就是一种严重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 同时在主观上也表现
为行为人在内心违反了道德规律的要求, 若行为人基于自由意志实施犯罪行为, 就必须对该
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 在康德看来, 国家以及刑罚权的目的都是维护公民的自由。

总之,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的目的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是基于契约的对价而给予公民

交出自己部分权利的补偿。 如果当权者总是把刑法看作是便于统治的工具, 那么根本不需要
 因为没有刑法或者说没有法律的约束反而更便于统治国家。 有效维护个人权利

制定刑法,

是国家权力包括刑罚权正当性的唯一依据。
( 三)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的边界

国家权力 ( 刑罚权) 应该如何实施? 国家权力的行使并非绝对, 在契约的约束下, 它具

有边界。 那么, 国家权力包括刑罚权的边界何在? 笔者认为, 国家权力的边界在于 “ 法律限
度” 。

国家刑罚权能否超越法律限度? 国家权力包括刑罚权是否应该受到法律限制? 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从不受限制到限制的发展过程。

早期, 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国家目的论直接引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法治思想。 “ 最好的城

 他主张公民有权利要求实现城邦

邦的目的是让人民有美好的德行, 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

( 国家) 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平衡。 同时, 他将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 前者关注的
是在社会成员之间配置权利、 义务时所需要遵循的比例原则, 后者通常是指一方遭受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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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久生: 《 费尔巴哈的刑法思想———费氏眼中的刑法与社会》 , 《 北方法学》 2013 年第 5 期, 第 92 页。
参见徐久生: 《 费尔巴哈的刑法思想———费氏眼中的刑法与社会》 , 《 北方法学》 2013 年第 5 期, 第 92 页。
参见李秋零主编: 《 康德著作全集 ( 第 6 卷) :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道德形而上学》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 第 220 页。
参见李秋零主编: 《 康德著作全集 ( 第 6 卷) :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道德形而上学》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 第 343 页。
参见王剑: 《 保障自由———孟德斯鸠刑法思想述评》 , 《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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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时需要通过法律的矫正而使双方恢复到受侵害之前的或应有的状态。 通过论述这两种正
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过程, 他提出了均衡正义原则, 亦即 “ 公正是一种适度” , 是过多与
 一方面, 若根据每个人的良莠情况来不平等地分配

过少之间的适度, 是达到比例的平等。
 为了避免

官职, 则错误是一目了然的; 另一方面, 对于特殊的任务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

一人拥有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的权力, 法治更为可取, 即使由个人统治更好, 也应该使其成
 为此,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立法和行政应该相互制约的权力理

为法律的捍卫者和监护者。

论, 希望能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的同时保护公民的各种利益。 他在 《 政治学》 一书中提
出了一个关乎法治的著名论断: 优良法治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订的法
 他的法治观, 即限制国家

律, 另一层含义是公民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优良得体的法律。
权力以保障公民最幸福地生活, 成为国家权力包括刑罚权之边界的重要学说。

其后, 霍布斯由人性恶论出发, 将国家作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造巨人利维坦进行研
究, 国家的权力无限, 不受约束。 人们通过在彼此之间订立信约, 将代表全体人格的权利授
予个人或集体, 国家就按约成立了。 由于主权者所拥有的权力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信约所授予


的, 所以主权者不受契约本身的约束, 其得到的权力是至高无上、 不可动摇的。

从洛克之后, 关于国家权力应该受到公民所转让的权利约束之观点成为了主流。 洛克主

 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中, 应当区分社会的解体与政

张立法权、 司法权、 外交权相互制衡。

府的解体。 如果社会解体了, 那么政府必然不能继续存在, 但人民还可以自由地建立一个新
的立法机关。 当立法机关或者君主在行动上违背人民的委托时, 人民则享有恢复原本的状态
 因此, 洛克认为, 国家权力受委托目的的限制, 当委托目的显然被忽略或者遭受

的权利。


践踏时, 委托必然被取消, 权力又回到当初的授权者手中。

孟德斯鸠则从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以及国家刑罚权的程度论述了国家刑罚权的实质和形式

 这体现了他的国家刑罚权边界思

边界。 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应受法律限制,

想。 孟德斯鸠是罪刑法定主义学说的首倡者, 他主张根据法律来定罪量刑, 国家不得随意发
 具体而言, 什么是犯罪、 什么罪处什么刑, 都应

动刑罚权, 法官只能严格根据法律行事。

由法律事前明文规定, 法官只能严格地根据法律决定罪之性质和刑之轻重, 而且还必须依照
法定的程序适用法律。 法官是 “ 法律的代言人” , 只能严格依法办事, 裁判 “ 只能是法律条

文的解释” , 惩罚犯罪只能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孟德斯鸠认为: “ 在宽和的政体下, 即便是
最卑微的公民, 他的生命也是最宝贵的, 不经过仔细的审查, 绝不能剥夺他的荣宠和财产。
除非受到国家的控诉, 谁也不能剥夺他的生命, 而国家对他提起控诉时, 必须赋予他一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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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主张, 国家刑罚的程度应该与罪行相适应, 这是其国家刑罚权

能的辩护手段。” 

边界思想之体现。
卢梭的刑法思想比较特殊, 他不主张罪刑法定, 也不主张对国家权力予以限制, 而主张
如自然赋予每个人支配自身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 社会公约也赋予政治体支配其成员的绝对
权力。 对于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作的任何服务, 一经主权者要求, 该公民就必须立即去
 任何人若拒不服从公意, 全体就要强迫其服从公意。

 社会约定是为了保全缔约者,

作。

若依靠别人来自我保全, 在必要时也就应当为了保全别人而奉献生命, 为了保护自己, 人们
 为非作歹的人由于犯有罪行, 所以就不

才同意 “ 假如自己做了凶手的话, 自己也得死” 。

再是国家的成员, 应将其当作公约的破坏者而流放出境, 或者是将其当作公敌而处以死
 由此可见, 卢梭对犯罪的评价采取的是实质性标准, 即一个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犯

刑。

罪, 是因为它对社会共同体具有危害性, 是 “ 在向国家开战” 。 受此观念影响, 人们通常很


难认为在卢梭的思想中存在罪刑法定这一表明刑法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原则。

贝卡里亚对刑罚权能否超越法律限度这一问题同时从质和量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因而他
对国家刑罚权的边界问题有着最深刻的认识。 贝卡里亚关于刑罚权边界的综合观点是, 国家
 他主

权力以及作为权力一部分的刑罚权应当只限于维持市民生活安全的最小必要限度。
 对

张, 关于什么是犯罪以及对犯罪处以什么样的处罚, 都应由法律事先作出明确的规定,

罪犯的处罚只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而不能因身份不同而量刑有异。 在质亦即处
 而且法律必须

罚范围方面, 贝卡里亚认为, 刑罚要与犯罪情节相对称是由法律所规定的,

是非含混的和公开的, 这是因为, 如果法律由人们无法明确的语言所写成, 那么人民则无法
 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而发动刑罚权就是不正义的。 从司法上说, 任何司

掌握自己的自由。
 此外, 贝卡里亚强调了立法权与

法官员都不得以公共福利为名, 对犯罪人增加既定刑罚。

司法权的区别, 认为君主只能制定法律, 不能判决某个人是否违反社会公约, 而需要一个法
 在这里, 司法官员必须依据 “ 社会契约” 作出独

官来对具体事实作出单纯的肯定或否定。

立判决。 在量亦即处罚程度方面, 贝卡里亚指出, 我们要有一种精确的、 普通的犯罪与刑罚
 刑罚既要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又不应对犯罪

之阶梯, 用以衡量自由和暴政之程度。

人造成多余的损害, 一旦超过这个必要的限制, 刑罚就是多余的, 就是对社会的新侵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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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 不对犯罪处以合适的刑罚, 不仅难以取得制止犯罪的效果, 而且容易诱使人们去实
施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 如果对社会侵害程度不同的两种犯罪处以相同的刑罚, 那么人们就


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那些能带来更多好处的犯罪。

费尔巴哈则主张用市民社会的形式条件来限定国家刑罚权的发动。 他指出, 有关刑法的
最高原则在于, 刑罚的目的是保护外在的权利, 通过惩罚给予犯罪者心理强制的、 恶的法律



后果。 基于该最高原则, 费尔巴哈提出了 “ 无法无罪” “ 无法无刑” “ 有罪必罚” 的观点,

这既是反映市民社会刑罚权合法性的结果, 也是用市民社会的形式条件限制国家政权的结
果。 同时, “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的思想很早就在贝卡里亚的著作中有相应的表述, 较早


便为大家所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 限制国家发动刑罚权与刑法处罚恶行之间并不矛盾。 刑罚的本质就是

“ 罚罪酬善” , 这是一条绝对的正义原则, “ 我们相信法律, 因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 即理解
 “ 法律允许一个旅行者出于自卫而杀死强盗, 或允许任何


法律对这事的惩罚是不是公正” 。
 因此, 惩罚犯罪乃是公义。 如果坚持它, 就不


男人或女人, 为了抗暴而杀死性侵犯者。” 

会出现刑法无力化的现象。

综上所述, 刑法的根基是保障公民的自由。 “ 个人自由是每一项公共事业的前提和条

 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自


件” , “ 个人自由权的行使是法秩序的最高准则” 。

然的力量迫使人们如此行动, 即通过自愿联合形成国家这一共同体及国家主权, 刑罚权来源
于公民权利的转让。 刑罚权的目的是保障公民人身、 财产与自由, 以确保实现公民的幸福生
活。 刑罚权的实施必须在法律的必要限度以内。 以上三点正是对刑法从哪里来、 为什么需要
刑法以及需要刑法作什么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也是对刑法根基的静态回答。 从个体到国家再
到个体, 从转让权利到形成权力再到保护权利, 这便是刑法根基的动态过程。 法治的根本目
的必须是保障公民权利, 法治归根结底必须落脚至有效保障公民权利, 以更好地实现人
 刑法根源于公民的保障自由权利之诉求,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 即刑法的根基是保障自


权。

由, 它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当近代刑法开始提出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权
亦即后来我们所说的法益时, 刑法的根基已定, 法益论或规范论、 报应论或预防论不过是以
“ 限制国家权力” 作为根基的刑法 “ 大树” 所长出的 “ 枝丫” 。

三、 刑法的信仰: 罪刑法定主义
当前, 我国正在全力推行全面依法治国, 公民法治信仰的程度决定着法治中国的建设进
程。 公民的法治信仰在作为部门法的刑法中的体现是罪刑法定主义。 国家刑罚权来源于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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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转让亦即人民的意志, 国家刑罚权的目的是保障公民自由, 对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是
行使国家权力包括刑罚权唯一的正当性依据。 国家刑罚权的边界是不超越法律的限度, 保障
公民自由的规则、 国家权力的唯一根据以及国家刑罚权的边界, 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
( 一) 罪刑法定对刑法信仰的承载

贯穿于国家与刑法起源及权力根基中的契约政治理论, 以自然法学为依托, 以人本主义
为起点, 以理性主义为核心, 以自然状态、 自然权利、 自然法为理论依据, 以实现法治为目
 根植于契约政治理论的刑法信


的, 以法律中所展现的普遍和永恒的精神理想为基本信念。

仰就是从无到有、 从学说到理论、 从理论到原则的罪刑法定主义, 它是近代文明法治国家的
象征, 是刑法学的精神支柱。 通过它, “ 古典自然法学家对法律所调整的某些要素和原则进



行了详尽的阐释, 而这些原则和要素则是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先决条件” 。

贝卡里亚指出: “ 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 除了承担其行为本身

所造成的后果外, 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 这是一条政治信条, 它本应得到人民的信任,
本应得到廉正地守护法律的、 高尚的司法官员们的宣扬; 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 舍此就不会
 公民的行为是被禁止的还是被许可的, 有赖于刑法的明文规定。 刑


有一个正当的社会。” 

法的规定成为个人的行动指南, 同时也构成了国家干预个人行为之边界, 公民对刑法的信赖
源于其创设了合法的自由行动空间。

刑法具有两面性, 它既设立国家刑罚权, 又限制国家刑罚权。 “ 刑法的目的不仅是要设

立国家在刑罚上的权力, 而且还要限制国家在刑法上的权力, 它不仅是可罚性的渊源, 而且
 通过观察人类的发展史可以发现, 刑法的发展过程体现为, 从以犯


还是可罚性的限度。” 

罪人为规制对象转向以国家为规制对象。 在近代法治建立之后, 基于契约政治理论, 国家及
其权力包括刑罚权之正当性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转让, 国家刑罚权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自
由, 刑罚权的行使应该被限定在法律最小必要限度以内。 因此, 刑法规制的对象不是公民而
是国家, 对于人们的自由而言, 最大的危险并非来源于犯罪, 而是来自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因此, 为了塑造公众的


正因为如此, 罪刑法定主义才成为近代以来的刑法的最主要基石。

刑法信仰, 除了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宣示行为之合法与非法边界之外, 更应当限制国家的刑罚
权, 以在立法和司法上为公民行使自由权利预留必要的合法空间, 这正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核
心要义。
洛克、 孟德斯鸠、 贝卡里亚、 费尔巴哈等人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 经由现代刑法理论的
发展逐渐形成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 而刑法的信仰深深根植于罪刑法定主
义的这两个侧面之中。

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构成了产生刑法信仰的客观基础。 伯尔曼指出: “ 法律必须被






















参见龚培: 《 古典自然法学的信仰之维》 , 《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6 期, 第 89-90 页。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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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 第 74 页。
[ 意] 贝卡里亚: 《 论犯罪与刑罚》 , 黄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3 页。
[ 德] 拉德布鲁赫: 《 法学导论》 , 米健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141 页。
参见赵国勇: 《 理想国中的压制性法———从卢梭的刑法思想谈起》 , 《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2 期,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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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信仰法律并不等于恶法亦法, 对于公众而言, 法律必


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须值得被信仰才具有意义。 那么, 什么样的法律才值得被信仰? 简言之, 法律必须能够实现
正义。 具体言之, 值得被信仰的刑法必须具备三项品质。 一是明确性, 它要求刑法必须明确
传达什么是犯罪、 犯罪应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等, 以向公众明示禁止与非禁止行为的边界,
不被法律确定的刑罚将归于无效。 二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 它要求刑法应设定合理的处
罚范围。 刑法以构成要件描述犯罪行为, 为刑罚提供依据。 在现代刑法中, 构成要件除了具

有形式意义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还具备 “ 甄别需要被处罚的侵害法益的行为” 之新机能, 即
“ 作为被立法者选定的犯罪类型, 它是那些在立法者看来侵害法益达到了处罚的必要性和合
 因此, 确定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范围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 有利益的地


理性程度的行为” 。

方就有法律, 但并非所有利益都应由刑法保护, 刑法只保护其中重要的利益。 当然, 利益的
重要程度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过去重要的利益可能在当下被认为不重要。 例如, 过去许多国
家都将堕胎视为对胎儿的犯罪, 而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堕胎是妇女的私人权利, 并将堕
胎合法化。 过去不重要的利益也可能在当下上升为刑法保护的法益。 例如, 在网络不发达的
年代, 人们不太关心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甚至通过递名片、 发电子邮件等方式传递个人信息
以促进商业交往; 然而, 随着网络的发展, 人们对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挖掘得愈加深刻, 相
关的违法犯罪不断增多, 《 刑法》 增设第 253 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将个人信息作为
独立的法益加以保护。 这意味着, 甄别需要被处罚的侵害法益的行为是立法合理性的重要前
置保障。 三是禁止不均衡的刑罚。 传统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在现代刑事法治中依然发挥着双重
作用: 一方面, 它通过配置与犯罪情节相适应的刑罚, 向公众传递朴素的正义观, 以获取公
众信任; 另一方面, 它划定了刑罚的界限, 避免对行为人施加过重的刑罚。 以上三项要求构
成了罪刑法定主义对立法权的限制, 要求立法必须保障刑法的良善性, 反对恶法亦法。 通过
嵌入罪刑法定主义实质侧面的三项要求, 立法者所制定的刑法即具备了值得公众信仰的 “ 良
法” 品质。

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旨在限制司法权, 以此推动 “ 善治” 。 在议会至上被确立为现

代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之后, 如何适用议会制定的刑法, 成为了新问题。 历史表明, 人们对司
法的不信任主要源于司法的恣意性, 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则主要源于刑法的确定性和公正性。
因此, 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有四项基本要求。 一是成文法主义, 即犯罪与刑罚只能由刑
法进行规定, 行政规范不能设定刑事罚则, 判例和习惯也不是刑法的渊源。 成文法主义源于
对司法权的不信任。 贝卡里亚指出: “ 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 不能与解释法律所
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 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 力求准
 因此, 制定成文


确, 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 而这正是擅断和拘私的源泉。” 

法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因自由裁量而生的恣意裁判。 二是禁止事后法, 即犯罪与刑罚必须由刑
法事先规定, 因为要求人们遵守事先根本不存在的法, 不仅是荒唐的, 而且会增加公众对刑
法的不信任感。 三是禁止类推解释, 特别是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因为类推解释在













[ 美] 伯尔曼: 《 法律与宗教》 , 梁治平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8 页。
刘艳红: 《 实质刑法观》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36 页。
[ 意] 贝卡里亚: 《 论犯罪与刑罚》 , 黄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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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与罪刑法定主义背道而驰, 其本质属于罪刑擅断。 四是禁止绝对的不确定刑, 即刑罚
的种类和幅度应当具有相对确定性。 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确立了刑法的司法适用规则,
以减少司法过程的恣意性与司法结果的不确定性, 将 “ 良法” 导向 “ 善治” , “ 只要法院严
 由此, 公众对刑法的信仰在司法过程


格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 人们的自由就有了保障” 。

中得以强化。

综上所述, “ 现代法治追求的是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制度化治理, 它以法治的人民性为

 罪刑法定具有承载刑法信


本质要求、 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为根本价值取向” 。

仰的重要功能, 或者说罪刑法定本身就是对刑法信仰的凝聚和表达。 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
面通过限制立法权确立了刑事立法所应当具备的三项品质或要求, 奠定了刑法的 “ 良法”

基础; 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通过限制司法权保障了刑法的妥善适用, 最终逐步实现 “ 善

治” 目标。 在 “ 良法善治” 的实现过程中, 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民的自由权利都得到保障,
公众的刑法信仰得以确立、 巩固和发展。
( 二) 通过罪刑法定巩固刑法根基

当代刑法将罪刑法定的刑法信仰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刑法根基有机结合, 从而将实现
罪刑法定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统一起来, 以罪刑法定巩固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刑法根基。 罪

刑法定主义通过实质侧面保证了 “ 良法” 的生成, 通过形式侧面保障了 “ 善治” 的实现,
统筹二者, 使公民自由权利在 “ 良法善治” 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保障。

然而, 立法上总存在着一股扩张的力量, 使得刑法过于早期化、 宽泛化地参与社会治

理, 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形成柔性冲突。 1997 年 《 刑法》 颁布至今仅 20 余年, 立法
机关就已经通过了十一部刑法修正案, 高度活跃的刑事立法积极推进犯罪化, “ 立” “ 改”

成为立法趋势, “ 立” 主要是创设新罪, “ 改” 则主要是扩容老罪。 其中, 有的新罪名欠缺
设置的必要性, 例如, 《 刑法》 第 287 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属于网络犯罪的帮助
行为正犯化, 此类行为原本可通过共同犯罪理论而得到有效规制。 再如, 《 刑法》 第 286 条
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此罪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与其他罪名发生竞合而极少
得到适用, 几乎成为象征性立法。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近年来增加的法定犯以及预防性、 象征
性立法导致刑法的规制范围扩展得过于宽泛, 限缩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范围。
同样, 在司法解释、 司法实践、 刑法理论方面也处处充满着突破罪刑法定的诱惑与冲
动。 例如, 在某案例中, 某县公安局局长陆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处理矿群纠纷、 炸药审
批等事项上给予某煤矿公司关照和帮助, 隐瞒该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 并收受贿赂人民币

10 万元。 就此事实,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陆某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 应数
 然而, 根据 《 刑法》 第 399 条第 4 款的规定,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 且有徇私


罪并罚。

枉法行为, 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理论一般
认为, 司法工作人员因受贿而徇私枉法的属于牵连犯, 应从一重处断。 尽管理论上对牵连犯

的概念存在较大争议, 但即使不适用牵连犯理论, 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直接适用 《 刑法》 第













张明楷: 《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7 页。
周佑勇: 《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 , 《 法商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第 3 页。
参见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7) 黔 23 刑初 10 号刑事判决书、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 (2017) 黔刑终 363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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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条第 4 款的规定, 也能够得出从一重处断而非数罪并罚的结论。 上述司法裁判在认定陆
某同时符合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之后, 绕过 《 刑法》 第 399 条第 4 款的规定, 直
接对陆某进行数罪并罚, 这种作法固然有助于严惩此类犯罪行为, 但从根本上与罪刑法定主
义相抵牾。 再如, 根据 《 刑法》 第 253 条之一第 1 款的规定, “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是成立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条件。 何为 “ 国家规定” ? 《 刑法》 第 96 条作出了明确定义, 即

应当限于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规定的行政措施、 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 然而, 2017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第 1 条将

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视为 “ 违反国家规定” , 这显然与 《 刑法》 第 96 条的规定形成了冲突,
由此导致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标准降低, 犯罪圈随之扩张。 司法的眼光 “ 首先要盯
 将应当判为一


着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 而不是首先盯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 ‘ 犯罪’ ” 。

罪的行为数罪并罚、 将原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犯罪化等作法, 都属于司法上的犯罪化。 此种
犯罪化要么无成文法依据, 要么直接与成文法相背离, 若真如此, 即使有 “ 良法” , 也难以
实现 “ 善治” , 更遑论在公众心中留下对刑法公平正义的信仰。

罪刑法定的刑法信仰要求现代刑法不能过于政治化和工具化, 它提倡刑事惩罚的合理性

与适当性。 现代刑法不能为了仅满足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需求而将自己变成政治维稳措施,
因为刑法的过度政治化会使刑法的适用欠缺足够的缓冲空间。 同时, 过度政治化弱化了刑事
法治的内在逻辑, 使刑法仅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刑法工具化的教训也不容被忽视, 德
国近代以来的预防性立法及象征性立法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伤害历历在目, 刑法介入的早期
化、 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和精神化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 刑法是最严厉的法, “ 惩罚作为一
 而非作为一种社会常态存在。 在国家治理层面, 将刑法的惩罚作为一种特殊


种特殊情况” 

情况是正常的, 若它成为一种常规情况, 反而是不正常的, 因为那将意味着国家和社会治理
的失范。 刑事惩罚受到侵害法益的严重程度、 刑罚的必要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不适当的
惩罚, 即根本不应当实施的惩罚, 或者超过了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惩罚, 是对刑法的一种伤



害。

罪刑法定的刑法信仰也要求现代刑法不能过于技术化, 不能为了应对技术化风险就推进
犯罪化。 在创新刑法理论的要求下丰富和发展各种刑法解释论不等于刑法的技术化。 在技术
化的过程中, 要时时回望刑法的根基。 如果沉浸于技术化的规则创新而忽视了适用刑法的基
本立场, 忘却了刑法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之根基, 那么, 很可能导致南辕北辙, 在错误的道路
上做得越多, 就错得越远。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犯罪形态日新月异, 犯罪数量不断攀升,
犯罪分子日益狡猾, 锁定犯罪证据也日益困难, 种种情况都可能成为动摇刑法根基的影响因
素。 1999 年至今, 先后通过的十一部刑法修正案不断推进犯罪化立法, 先后制定的数量繁
多的司法解释通过无数的司法判决推进犯罪化司法, 立法和司法的犯罪化作法颇受当下风险













张明楷: 《 刑法格言的展开》 ,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41 页。
[ 美] 杰弗里·布兰德: 《 法治的界限: 越法裁判的伦理》 , 娄曲亢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26
页。
参见 [ 丹] 努德·哈孔森: 《 立法者的科学: 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 , 赵立岩译, 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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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青睐, 导致公民自由权利空间萎缩。 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中也存在, 比如, 在行政法
领域, 规则技术主义也日益严重, 以至于有学者指出: “ 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
义, 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 化解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 ‘ 滥用’

 公法的治理有着共通的原理, 即限制国家权力以扩大公民权


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利, 遵循罪刑法定主义或者比例原则, 这些是公法的共同信仰。 无论现实社会的风险有多
大, 都应当坚守刑法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本性。 其实, 越是处于风险社会, 就越应强调罪刑
法定, 以限制国家刑罚权。 若能如此, 则现代文明国家的法治根基可固, 公民的自由权利可
彰, 人类社会即便受到风险的冲击, 也不至于因失守底线而丢失尊严。 在持续推进犯罪化的
时代背景下, 只有坚守罪刑法定主义, 才能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巩固刑法之根基。
总之, 信仰可以牢根固基, 罪刑法定主义为保障公民自由权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罪刑
法定的刑法信仰确立了刑法适用的底线, 信仰罪刑法定, 就是信仰刑事法治。 以保障公民自
由权利这一刑法根基为基础而衍生的罪刑法定主义这一刑法信仰, 它既具有自然事物的一
面, 经过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法治实践确认能够为经验所证明, 又具有超自然事物的一面,
因为经由亚里士多德、 洛克、 孟德斯鸠、 贝卡里亚、 费尔巴哈、 康德等各个时代的哲学家、
法学家的思想沉淀, 它具有先验的合理性。 赋予罪刑法定主义以刑法信仰之地位, 是为了发
挥其作为信仰的张力作用, 从而通过刑法信仰塑造公民的守法信仰, 最终保障好公民的自由
权利。

结

语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美国和英国用新惩罚主义政策代替新社会防卫论, 导致刑法扩

张化与刑罚严厉化, 大陆法系国家乃至我国的刑法都步其后尘, 刑法日益偏离保障自由权利
之根基。 德国更意图直接以风险刑法或安全刑法取代传统刑法, 日本刑法也一直深陷立法活

性化、 处罚扩大化的 “ 泥沼” 之中, 刑法的根基受到动摇。 刑法本应是部门法的保障法, 但
如今, 为了满足预防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等需要, 出现政治化、 工具化、 技术化倾向, 随之
刑法只会更加无力化。 因此, 刑法应该回望出发点, 面对各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不冒进、 不
扩张、 不情绪化。 “ 无物该被渴望, 除非它领我们走向至善; 无物可被恐惧, 除非它带我们
 允许剥夺人们自由的唯一理由是, 剥夺一项自由可以带来更多的自由, 任何


远离至善。” 

法律限制都必须具有正当性理由, 唯一的正当理由只能是这种限制会带来更多自由。 刑法若
要继续保持它是所有部门法的保障法之地位, 就必须寻根固本, 发挥其限制国家权力以有效
保障公民权利的机能, 继续成为公民用以保护自己权利的盾牌, 而不是成为悬在公民头上的
利剑。 一时意气之言, 虽随风而逝, 仍锐可当锋; 一时意气之刑, 虽陟罚臧否, 却刀可伤
人。 刑法应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为根基, 以罪刑法定主义为信仰。 学习刑法, 不能仅仅满足
于获取知识与养成技艺, 还需要形成正确的刑法理念, 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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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的根基与信仰的探寻, 是一场有关刑法理念或观念的讨论, 理念或观念的力量是

无穷的。 世界之变不过是观念之变幻而已。 正如 20 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 英国哲

学家以赛亚·伯林在 《 观念的力量》 一书中所表达的, 观念是一种望远镜, 使我们得以观看



思想和社会的来时路, 观念也是一种显微镜, 使我们得以解剖细察内在的纹理和血脉。

Abstract: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ubiquitous social risks, increasing social govern-

ance problems and complex anomie behaviors, have fully stimulated the expansion and severity of

criminal law, which have also made the criminal law mor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 social life, and
caused the alienation of criminal law, that is, the politicization, instrumentalization and technicaliza-

tion of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of criminal law, we
must seek the foundation of criminal law again under the logic of modern rule of law and establish the

belief of criminal law. By comb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tate pow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cial compact theory, the state power of punishment comes from the transfer of civil rights, and its
purpose is to protect civil right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depends on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rule of law. Therefore, the foundation of criminal law is freedom
protection, and the belief of criminal law is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Abusing punish-

ment will shake the foundation and belief of criminal law. Learning criminal law should not only be
satisfied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s, but also abide by the founda-

tion of protecting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belief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so as to stick to the inherent
texture and blood of modern criminal law.

Key Words: Alienation of Criminal Law; Social Compact Theory; Power of Punishment; Right

Protection; Nulla Poena Sine 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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