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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保护 、保证与保障
高壮华
（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本次立法修
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规定为主要任务之一。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法律用语的“保护”、“保证 ”与“保
摘

障”，其含义相对趋于特定化: 保护的对象一般是实体权利或利益; 保证一般是指通过履行职责行为过
程保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实现; 保障的对象一般是指易受职权行为侵害的权利和利益。
关键词： 刑事诉讼; 保证刑法实施; 保护人民; 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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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法律制度的进步和完善沁润着民族历史文化元素、蕴
涵着当代法治文明的成果、
彰显民主法治的时代特色。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延续至
今，
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我们的许多法律制度都能从历史文化当中找到渊源。但
是，长期的封建统治，
缺乏现代民主法治传统，我国当今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传统文明的惯性与现代文明冲
击的交织下展开的。新中国的成立，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我们中华民族振兴和法治现代化，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2012 年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针对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大的修改和完善。
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根本目的在于贯彻执行，
在于有效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为了迎接 2013 年新
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更好地完成刑事诉讼任务，
正确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刑事诉讼法中的“保护”、“保证”
与“保障”非常关键，
本文试图从中华文化的延续性、
当代人类文明的融合性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对刑事诉讼
“保证”与“保障”。
分析一下刑事诉讼法中的“保护”、
的重大影响的角度，
一、对“保护”、“保证”与“保障”词义的理解
( 一) 古汉语中的文义
“保护”、“保证”与“保障”三个词语皆有“保”，为此查阅工具书发现，在古汉语中“保”有十种含义：
其中作为佣工的、户籍编制单位的、姓氏的、占有的和作为通假字的“保 ”与讨论的议题相去甚远，可以
暂不考虑。另有五种含义是与论述主题相近的 ： 1． 保养； 养育。 如《国语 · 周语上》“事神保民 ”。 古时
称任保育之官。2． 安。《孟子·梁惠王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赵歧注： “保，安也 ”。3． 保护； 保
卫。如保健； 保家卫国。《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先保南里以待之”。4． 保持。如保暖； 保墒。韩愈《寒
食日出游》诗： “自然忧气损天和，安得康强保天性”。5． 担保； 保证。如： 交保； 保释。《周礼 · 地官 · 大
［1］
司徒》：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 。《大辞海 · 语词卷 》第一卷中对“保 ”的相关注释包含了： 保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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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保安、保护、保持、担保等。保养、保安、保护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独特的知识体
系，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是内圣外王 。内，精神修炼当圣人； 外，拿出行动，治国安邦。凭道德人格魅力，
统御群臣、天下子民。即所谓的“事神保民”、“保民而王”。担保、保持则含有保证、保障的含义。
保护、保证、保障词条分别解释如下。 保护： 尽力照顾，不使受损害。 如： 《三国志 · 蜀志 · 赵云
传》： “保护甘夫人，即保后主母也，皆得免难。”保证： 1． 担保； 担保做到。2． 确保。 如： 保证产品质量。
3． 作为担保的事物。白行简《李娃传》： “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保障： 1． 保护； 卫护。 昭梿
《啸亭杂录·宋金形势》： “河南淮右坚城数十，自相保障。”也指起保卫作用的事物。《左传 · 定公十二
［2］
年》：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 ”。2． 确保； 保证做到 。 通过分析以上词条会发现，保
护、保证、保障都含有“确保”的含义，保障也有保护的意思。 它们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有时会出现相互
替代或者混用的现象。多数情况下是在特定的情况或语境之下被赋予特定的含义 。
( 二) 从现代汉语及与英文对比的角度理解
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从中英文对比的角度对保 （ 动） ［protect］（ 解释为 ） ： 1． 使免受可能遇到
的伤害、破坏或有害影响（ 保家卫国 ） 。2． ［guarantee］： 保证某事物的存在、持久或性质。3． ［keep］： 使
持续地处在一定情况或条件下。
《语言大典》对保护、保证、保障词条分别解释如下： 保护： 1． ［protect］： 使 …… 免受可能遇到的伤
害、破坏或有害影响； 使免受损害、伤害毁 坏 或 使 免 遭 危 险。 常 指 防 备 攻 击、崩 溃 或 损 害。2． ［safeguard］： 为……提供对防止不良事物的保卫措施 。……4． ［cover］： 掩护（ 免受攻击） ； 保住（ 某人 ） 不承担
可能出现的损失或刑事的牵连。（ 他们感到面临不必要的冒险，于是他们开始保护自己免受牵连 ） 提出
不在现场这一事由来保护自己。5． ［save］： 小心地使用或管理。……7． ［conserve］： 使保持安全或完好
［3］
状态 。保证： 1． ［guarantee］对 …… 作担保或担保 （ 对另一人的债务拖欠或失败负责 ） 。……3． ［ensure］： 是有把握、肯定或安全，用于表示某一结果或事件作为一种后果或伴随物来说，是肯定发生或不
可避免的。4． ［insure］： 使有把握、肯定或保险，用来对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作出安排 。……
6． ［warrant］： 向某人担保可靠的产权和稳定享有 （ 如地产） ； 对……担保安全或豁免； 对危害损失或损害
给予保障； 担保，尤其是担保关于特定的质和量； 担保（ 如一件事或事实的陈述 ） 在目前或将来与所阐述
的一致。……9． ［engage for］： 承诺（ 他将准时到达，我能保证的仅此而已 ） 。10． ［avouch］： 坚持认为公
正或真实，可用于由个人的了解或不可辩驳的引证而证实的声明中 ……13． ［word］： 履行诺言所包含的
［4］
信誉（ 他保证出席） 。14． ［plight］： 以誓约作出或给予 。 保障： 1． ［secure］： 庇护，使不受破坏或攻击。
2． ［guarantee］： 保证（ 某事物的） 存在、持久或性质； 保证去办（ 某事） 或获得（ 某物） ［5］。
从上述各词条的介绍，可以发现《语言大典》对保护、保证、保障的解释，要比《大辞海 》更丰富①，且
英文相对照也更接近现代汉语的用法 。但基本上都沿用了“不使受损害”的本意。就“保护 ”而言，其主
要含义是： “使免受可能遇到的伤害、破坏或有害影响”； “保证 ”的主要含义是： 对 …… 作担保、使有把
握、肯定或安全、履行诺言所包含的信誉； “保障”的基本含义是： “使不受破坏或攻击 ”。 它们之间的使
用上也存在意思关联和相互替代性 。
二、“保护”、“保证”与“保障”的法律意义
“保护”、“保证”与“保障”结合使用同时出现时，“保护 ”一般指抽象责任，“保证 ”一般指具体的职
责或责任，“保障”一般是在履行“保证”职责时所应承担的另一方面的具体义务 。
“保护”是“使免受可能遇到的伤害、破坏或有害影响 ”，来源于传统文化中“保民而王 ”的思想，保
护民众平安，方能维持统治秩序。作为现代国家，为了维持其所确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国家设立
相应的机关，承担起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责任，以避免因他们之间的或者其他的矛盾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由
① 笔者分别查阅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
夏征农主编的《辞海》中的相关词条解释，均未超出前述两种工具书所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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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不能得到及时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引发更大的矛盾 ，损害整体利益、危及统治秩序。 因此，这种保护
首先表现为抽象的、宏观的、概括的保护，是从整体的立场和态度上的宣示 ，是为了避免所保障的利益受
到可能的伤害、破坏或有害影响，是希望达到或产生的效果。当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未能避免损害或危害
时，这种保护才通过职责履行的保证 ，变为补救或挽回措施。
“保证”，一般包含完成某项具体的工作任务或具体的责任 。 在民事方面多为对某项事务作担保或
对某项债务拖欠负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保证保险合同对出现的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确定所承担
的赔偿责任。在社会行政管理方面履行法定职责所应达到的具体目标 ，如政府的职能部门向政府所作
的社会治安管理责任保证、环境保护保证、精神文明建设达标保证等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
务。在刑事法律关系方面，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保证依法履行职责 ，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
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保证包含具体的责任、具体的目标
任务、具体的行为及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等内容 。
“保障”，是“使不受破坏或攻击”。保障本身也有保护、保证的含义。 如前所述当保障与保证结合
使用时，常表示的是应承担的内容不同于保证的 （ 事项） 责任或义务。 保障与保证的两种事项之间可能
是并列关系、主次关系或者是有矛盾的竞争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经常难以平衡把握的多
半是保证与保障事项存在矛盾的竞争关系 。
三、刑事诉讼中的“保护”、“保证”与“保障”
语词涵义一般是由语词的组合结构、上下文 （ 语言环境 ） 、使用的领域及学术专业决定的。 在刑事
诉讼中“保护”、“保证”与“保障”是由法学领域诉讼法学专业决定的，有其特定的法律含义。 我国刑事
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维
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我国刑法的立法宗旨是：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 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
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① 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两者的
立法目的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两者的角度不同，刑法是规定将何种行为确定为犯罪的标准及处
罚的尺度； 刑事诉讼法是规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查明和认定犯罪 、以何种程序判定某人有罪并处以刑罚，
并在刑事诉讼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使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 从而实现两者“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的
目的。然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犯罪形式的多样性 ，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事实和行为并非一目了
然、黑白分明，而需要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评价和认定 ，对刑事法律进行解释，以使确认的案件事实符
合适用的法律条款规定的要件事实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刑事司法过程，它与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及各
项权利密切相关，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错案，导致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的目的背道而驰。 因此，刑
事诉讼法的任务首先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通过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来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诉讼职权所追求的目标或应达到的社会效
果和法律效果。概括起来讲，保护具有三重含义： 一是指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所期望达
到的目标，是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 ，是从整体上保护，具有抽象性、宏观性； 二是通过查明和确
认犯罪、打击犯罪，实现保护人民，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 三是将保护的范围扩大为包括
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保护的时间节点覆盖追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和结果
当中。
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第二
① 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 “为了惩罚犯罪，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
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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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是完成某项任务或承担责任的担保 。刑事诉讼中的保证，是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
诉讼职权所做出的郑重承诺或履行职责所必须达到的目标指向 ，更突出体现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行使诉讼职权的过程中对职权行为约束和责任目标的界定 。通过揭露和查明犯罪、证实和确认犯罪、
裁判和惩罚犯罪，实现保护人民的承诺。
保障，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诉讼职权行为对所涉及的相关人员权利和
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对相关人员的权利及行使给予尊重并提供便利 ； 保障从法律依据、主体、对象和内容
等方面都有具体所指。从主体角度保障的义务主体是行使刑事诉讼职权的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他们在参与刑事诉讼办理具体刑事案件中 ，有责任和义务保障诉讼相对人为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各
种权利和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通过对诉讼相对人的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来实现对其他权利的保
障； 作为刑事诉讼中被保障的权利主体是公安司法机关职务行为的相对人 ，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尊重和保护 。 而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追究的不利地位 ，其所享有的正当权利非常容易被漠视而遭受侵
害，这对他们又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刑事诉讼中的冤假错案，多数是由于没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合法权利而导致的。因此，首先，必须强调在刑事诉讼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
利，是公安司法机关刑事司法活动必须履行的义务 ； 其次，需要保障的对象是公安司法机关刑事司法活
动所涉及的相对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但重点是诉讼权利非常容易被漠视
而遭受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再次，要保障的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这
些人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因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而被非法剥夺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经常涉及不同性质的
权利或权力之间的冲突，公安司法机关刑事司法职权的行使非常容易漠视或侵害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
合法权利，所以，法律特别提出要给予保障。
四、对刑事诉讼中保护、保证与保障关系的理解
如前所述，语词涵义是由语词的组合结构、使用的领域及学术专业决定的。 保护、保证与保障在刑
事诉讼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
( 一) 表示并列的、没有主次的、相互促进关系的理解
责任主体同时需要履行不同的多项承诺或义务时 ，会分别使用保护、保证或保障，目的只是区别所
承担的多项事务，避免语言使用的单调和重复。如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
立法依据：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
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作为实现刑事诉讼多重目的的“保证”、“保护”、“保障 ”就有一种
并列关系的含义。
( 二) 包含主次关系的理解
表示主次关系。保证与保障并非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作为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中有主次关系责任 。
如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
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里的字面含
义和传统理解“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 ”是主要任务，如果主要任务完成不好，等
于没有完成任务，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则是在完成主要任务过程中，应注意防止和避免出
现的情况。这里面凸显了不同任务的主次关系 。再如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的
辩护人的会见通信权中：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
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 48 小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本
条的规定主要是突出辩护人的会见通信权 ，其主旨是规范和保证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保证 ”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涉及上述三种特殊形式的犯罪时，为了“保障 ”刑事诉讼的
顺利进行，“保障”国家秘密不致泄漏，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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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表述体现了在保证解决主要问题的同时 ，关照次要问题，是保证与保障之间的主次关系的用法 。
( 三) 此消彼长的矛盾竞争关系的理解
保证与保障之间是此消彼长的矛盾竞争关系的理解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
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顺利进行。”从表面理解，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任务都得到很好地实现 ，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
事实、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人权也得到了充分地尊重和保障 ，那将是
非常完美的。然而，司法实践却要复杂得多，很多事情往往不是事随心愿的。 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
实、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竞争关系的，真正把握好两者的平衡关系，圆满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
( 四) 目的与手段关系的理解
“保护”、“保证”与“保障”是目的与手段关系。如上述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
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的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
实施，惩罚犯罪”是手段，而“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则是目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划分出直接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民 ”。
“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是为了实现“保护人民”的最终目的。
普通用语的“保护”、“保证”与“保障 ”，都有“保 ”的意思，且可以相互替代。 而在刑事诉讼中作为
法律用语的“保护”、“保证”与“保障”，其含义相对趋于特定化： 保护的对象一般是实体权利或利益； 保
证一般是指通过履行职责行为过程保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实现 ； 保障的对象一般是指易受职权行
为侵害的权利和利益。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奋战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第一线 ，为
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断进行着打击各类犯罪的“战
役”或统一行动，在强化“保证”目标任务的同时，“保障”的责任和义务强调不够、落实不到位。 不时被
媒体披露出一些侵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人权的事件。因此，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就特别将尊重和保
障人权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予以强调 。
五、正确处理刑事诉讼中“保护”、“保证”与“保障”的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强调“保障”的人权已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权，而是特指在刑事诉讼中易受公权力侵害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它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人权，只是“人权 ”概念和内容的组成部分。
直白一点说，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内容已是不完整的 ，是仅留下的不容再克减的权利，否则是极容易出现
冤假错案的①，是一条保障人权的“警戒线”。
( 一) 不能简单理解刑事诉讼中保护和保障的关系
按照传统的理解和司法实践的个别做法 ，对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理解和执行是存在偏差的 。比如，
认为刑事诉讼的任务主要是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 ，只要犯罪被查明并受到应有的追究，公民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权利就得到了保护，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实现了。而且，查明和追究犯罪本身
就是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权利。导致在刑事诉讼中不重视对人权的
保障，尤其不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其实，这种思想观念受到旧的先入为主传统观念
的影响： 涉嫌犯罪就是罪犯，犯罪嫌疑人就变成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查明和追究他们的犯罪行为，就是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这种将面对的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在司法实
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像近几年揭露出来的云南的杜培武案 、河南的赵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等，还有
前段不时传出的“躲猫猫”、“喝开水”、“做梦死”、“呼吸死”案件，多数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这
河南的赵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等，还有前些时传出的“躲猫猫”、“喝开水”、“做梦
① 像近几年揭露出来的云南的杜培武案、
死”、“呼吸死”案件，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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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忽视了对一些问题的认真思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犯罪是单独的个人反对社会统治的行为。
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企图制造民族分裂的恐怖犯罪等严重的犯罪
外，大多数是个别人的犯罪行为。在现今，国家及其所控制的资源和力量已经达到个人无法抗拒的程
度。就是曾为公安干警的杜培武、佘祥林，也照样在人权得不到保障 （ 残酷肉刑 ） 的情况下，在对其审讯
警察面前承认自己实施了“杀人”犯罪，造成冤案①。这是需要认真反省的。
( 二) 理解刑事诉讼中保护、保证和保障的关系需考虑的因素
1． 从现实来讲，国家机器为了保证其有效地履行职责 ，已经发展到足够地强大，使任何一个人面对
它时，几乎像蝼蚁一样渺小，除了求助于法律以外，几乎没有防御或抵抗能力。2． 从理论上讲，生活在国
家管理之下的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卷入刑事诉讼程序 ，如果涉案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
有效保障，就很可能出现第二个杜培武或佘祥林 ，也可能出现不是“躲猫猫”、“喝开水”、“做梦死”、“呼
2012 年 6 月 21 日云南一个看守所传出了“看球死 ”） 。3． 从案件事
吸死”的其他种死法（ 还真被说中，
实的时序性来讲，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实 ，人们无法通过时间隧道，回溯既往，通过真实再
现来了解案件事实的真实原貌是不可能的 。只能通过查到的证据来进行分析判断和推测 。指望这种分
析判断结果不出现误差或错误那是天真的 。4． 从认识论角度来讲，所谓事实，是对客观存在事物的某种
性质或者与其他事物存在某种联系的一种判断 。 按彭漪涟的观点： 事实是为主体用概念所接受了 （ 或
［6］

安排了） 的感性呈现

。这种所谓的事实，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对事物有某种性质或事物之间有

某种关系的命题或判断。对其真实性存在争议时是需要进行证明的 。 而且要根据所证明内容的性质，
确定证明所要达到的具体标准，达不到相应的证明标准，相关事实就不能被认定。 在刑事诉讼中，就不
能确定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5． 从人权的自由平等角度讲，法律面前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应受
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每个人都是无罪的，要在法律上确定某人有罪，必须由控告方向依法成立的独立的
裁判方举证证明并达到认定犯罪的证明标准方可 ，否则任何人所享有的正当权利不应被非法剥夺。 同
时，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是已决犯，也应当给予人道待遇。6． 从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来
讲，常有乱世用重典的说法，那是由于社会动乱或由乱到治的初期 ，迅速稳定秩序是社会的突出问题 ，惩
罚和打击犯罪时方法相对粗泛； 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 60 多年的发展完善，社会的承受能力和
容忍度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又处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时期 ，人权观念和人权意识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体现在侦破案件、证明犯罪时，技术水平更高、分辨更细致、标准更精确。 也就更应该注重人
权的保护和保障。7． 以上述几点为基础，我们会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这其中的确有一个价值的判断和
选择问题。那就是在现有的程序制度下，犯罪嫌疑人或涉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既不能证明 ，也不能否定
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取舍？ 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是既不能判，也不能放，因
为判可能会冤枉，而放可能导致放纵犯罪，剩下来的办法就是既不判也不放 ，只有拖。其实，拖也是造成
冤案的一种形式。台湾学者熊秉元提出一个观点很有借鉴意义 。他认为，从法律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
如果将疑罪判有罪，可能犯两个错误： 一是冤枉了好人，二是放纵了真正的罪犯； 如果将疑罪宣判无罪，
很大可能是正确，而最多不过是犯一个错误，即放纵了罪犯。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法经济学角度，疑罪
从无社会危害相对较小②。因此，对社会发展的承受力容忍度来讲 ，疑罪从无是一种优化选择。
( 三) 正确理解刑事诉讼中保护、保证和保障的关系必须转变观念
基于上述七个角度的分析，结合第一部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 ，笔者认为应
当从观念和制度的落实上下功夫 。首先，在观念上要改变过去那种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 ，就是保护公民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查明和追究犯罪本身就是保障人权的片面思想观念 。 不是说通过查
明和追究犯罪，来保护人权，而是在查明和证明过程中，就应当将尊重和保护人权放在重要位置 ，尤其重
①

面对这些现象引起的认真思考，并不能说明现在的执法环境恶化，应当看到，其实这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代价和契机，是我们的研

究更深入、标准更精确、方法更细致、要求更高了。
阐述了上述看法。笔者认同他
② 2012 年 4 月 18 日台湾学者熊秉元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一次题为《法律与经济学分析》的讲座，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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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侵犯非常容易导致冤假错
案，违背刑事诉讼的目的，犯下前述的两个错误 （ 一是冤枉了好人，二是放纵了真正的罪犯 ） 。 其次，刑
事诉讼中的人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权（ 所谓最低限度的人权 ） ，它只是人权内容的组成部分，
是不完整的人权，是不能够再克减的人权的警戒线 。否则，会引发很多问题的出现。我们的公安司法机
关必须在观念上明确这一点。再次，根据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权利义务关系 ，公检法机关要在思想上树
立有义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的观念，这种义务是不能推诿塞责的。 而且推而广之，这是对
所有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其实也包括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工作人员 ，因为从逻辑上讲，他们也存
在成为被追究对象的可能性。所以，刑事诉讼法保证和保障两大职能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是不存
在谁先谁后的。必须坚持在刑事诉讼中保证和保障两大功能同时并举 ，而不能有所偏废，通过坚持保证
和保障两大功能，实现保护人民，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等权利的最终目的。
六、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保障”人权的规则与程序
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大面积的实质性的进步 ，从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担、排除非法证据、
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刑事辩护以及刑事诉讼中的救济等方面强化保护人权的规则与程序 。
( 一)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担体现人权保护思想
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自诉案件
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有自诉人承担 。”该条是对举证证明责任的明确界定。 这里明确贯彻“谁主
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法原理。举证责任的分配预示着承担举证责任一方，在诉讼终结时，不能证明
己方的主张并达到相应的标准，将承担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败诉责任 。这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人权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这充分体现人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
得被剥夺的基本原则。它坚决反对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错误观点，再加上公诉方必须坚守的 “不得强
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 ） 的法律底线，就从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角度强化了人
权保障的有效性。同时，这并不妨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对己有利的证据，但是，这种提供证据的行
为，并非是承担证明责任，它的目的或作用仅是引起对控方主张的质疑 、动摇其证明力，以起到防御攻击
作用。这其中反映公诉机关的两方面职责 ： 一是全力将案件事实证明达到证明标准 ； 二是负有保障被控
方人权的义务方，必须保障被控方享有的人权在诉讼中真正实现。 使刑事司法既成为“犯罪人的大宪
［7］
章”，也成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 。使无罪者免受刑事追究，使有罪者免受法律规定以外的不正当处
罚。

( 二) 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对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规定了不同的
处理方法： 对言词证据应当排除； 对收集到的实物证据，只有在其违反合法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否则予以排除。这是根据我国现有的侦查技术状况作出的现实性
选择。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侦查、起诉、审判各机关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和义务 。这在法律上进一
步强化刑事诉讼人权法律关系义务主体的责任 ，侦查、起诉、审判各机关必须履行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
根据第五十七条、五十八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对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存在争议的 ，由公诉机关对证
据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当证据不能排除为非法取得时，法院将对有关证据予以排除。 它明确了几个
界限： 一是证据是否为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 ； 二是公诉机关证明达到的标准是排除了非
法取证，证明取证程序合法； 否则法院将依法排除相关证据。而检察机关对排除非法证据负有法律监督
职责。这些内容的确立，显示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
( 三) 严格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拘留、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细化和人性化
的修改。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予以逮捕。 这其中具体细化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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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条件，提高了可操作性，将学理上总结的逮捕三个条件，即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必要性条件有机
［7］
地结为一体。其中，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是前提，必要性条件是关键，是前两个条件的制约条件 。 本
次修改采取列举方式强化细化了逮捕的制约性条件 。对于刑事拘留，为了防止刑讯逼供发生和人们对
秘密逮捕的疑虑，强调拘留后应当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 ，同时规定至迟不得超过 24 小时； 对拘留后除无
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
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这突出了人道主义考虑，并且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
留人家属。在逮捕拘留程序中强化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 ，增加询问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
见的内容，对防止错捕起到有效遏制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
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情况 ，考虑人性化措施，可以采取监视居住等等。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的情况，也规定了严格的约束条件： 一是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 二是规定的指定居所不得在羁押场所和
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三是规定了通知家属、律师会见等救济措施； 四是明确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
折抵刑期等等。
( 四) 强化律师刑事辩护功能，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人权
强化和完善律师刑事辩护职能，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进步与完善的重要标志 ，也是有效维护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环节。新刑诉法在律师辩护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 ： 1． 规定在侦查阶段可
以委托律师作辩护人，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辩护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
律帮助，充分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地位 。2． 完善辩护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除涉及国
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应经侦查机关批准外 ，辩护律师凭
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无需侦查机关批准，就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3． 完善律师的阅卷权。 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
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
4． 增加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5． 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
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还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
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这对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内容都是
［9］
巨大的进步 。
( 五) 强化刑事诉讼中救济的职责和程序

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对刑事诉讼中的违法及错误行为的申诉 、控告程序，当事人和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违法违纪行为 ，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受理申诉或
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
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处理。 这里，首先明确了有权
提起救济的主体是当事人和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申请救济的权利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
内容。对于这种申诉或者控告，受理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处理不服 ，可
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设置检察机关对侦查措施违法的监督程序 ，一方面是一味单凭侦查机关
的“自律”是不够的，还要在一定条件下启动法律监督程序； 另一方面也是由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
关的地位决定的。对申诉、控告及处理程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使申诉、控告权利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宣
示，而且在实践中获得切实的尊重和贯彻实施 。这无疑是在全力保障和救济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和
突破，是对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的程序保障和制度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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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mainly to guarantee the correct implementation of criminal law，punish
criminals and protect people． This modification of legislation regulates human-right respect and guarantee as
one of main targets． In criminal procedure，the meanings of legal terms “protection”，“pledge”and “guarantee”tend to be specialized． The object of“protection”is usually substantive right or interest； “pledge”usually
means assuring the embodiment of substantive right and procedure right through execution of duty； obj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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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theory of “expropriation-transfer separation”and “comparison with expropriation-transfer integration”and from the level of system innovation and function positioning，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expropriation-transfer separation”to breakthrough of system rigidity，completion
of changed business mode of modern agriculture，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and farmland maintenance． Then，the author questioned the rationality of system and brought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By
questioning “expropriation”，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added-value monopolization of land caused by misplacement of government role and 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 should be avoided； by distinguishing the concept of
expropriation and procurement，and confined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the author determined the valu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n each area． Through questioning “transfer”，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en the market-entry path of collective land，solely establish non-public-interest farmland transfer procedure，refer to the operation mode of land bank and summarize the limitation of expropriation scope． Through questioning“separation”，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justice
and equality，rebuild political trust and embody the sharing of added-value of land．
Key words： expropriation-transfer separation； collective land； system innovation； farmland transfer； lan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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