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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
采取“告诉才处理”的追诉原则，
取证和起诉均由自诉人独自承担，
公权力
一般不得介入。但是，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
网络诽谤愈演愈烈，
而自诉人囿于举证能力之局限，
使得其在
摘

此类案件中取证陷入困境，
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告诉乃论”并非排斥国家追诉，
公权力的介入并不会
损害自诉制度之价值，
在自诉人取证能力不足的境遇下，
公安机关应承担起自诉权救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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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诽谤
一、诽谤罪的新形式—
( 一) 诽谤罪概述
1． 诽谤罪之价值及罪状。
诽谤罪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有其特有的存在价值。汉代《九章律 》中有为了维护统治者尊严而设
立的“欺谩”、“诬罔”的罪名； 《唐律 》对侮辱尊长者予以严厉制裁。 可见，在古代设立诽谤罪的目的往
往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当局的统治 、社会运转稳定。随着个人本位的权利观的形成，诽谤罪的价值现在则
是为了更多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和权利 ，英国的《诽谤法》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诽谤条例 》就对诽
谤行为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
关于诽谤罪的罪状，目前各国规定各不相同，如美国刑法中诽谤罪就是恶意公布损害他人名誉的材
料，其构成要件要求损害名誉、恶意、公布三者兼具。 日本刑法第 230 条规定，公然指摘事实、毁损他人
名誉的，不问有无该事实，均为毁损名誉罪（ 相当于诽谤罪 ） 。 俄罗斯刑法第 129 条规定，诽谤即散布明
知是虚假的破坏他人名誉和人格或损害其信誉的流言的 。 德国刑法第 187 条规定，诽谤罪是指明知为
不真实的事实而故意加以捏造或散布 ，因而使他人受到蔑视或贬低或有损其信誉的。 通观各国诽谤罪
立法，都在诽谤罪名的文字中内含了如下条件 ： 诽谤罪所保护的多为名誉权，一个传播诽谤内容的散布
行为，诽谤内容，故意。但在这几方面的具体内涵上则有所差异 。
2． 诽谤罪之亲告罪性质。
在诉讼机制发展的早期，受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初级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原始氏族社会解决纠纷
的传统方式的影响，对犯罪的追诉主要实行自诉的方式来进行 。 然而，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发达与壮
大，以公诉为表现形式的国家追诉制度便逐步得以确立并随之在刑事追诉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 。 这不
仅因为国家追诉相对于私人追诉而言更为有效 ，而且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本身所侵害的不仅仅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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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追诉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缺陷 ： 一方面对于轻微的法益侵害，尤其是私人间的矛盾，违背被
害人的意思强行追诉，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另一方面对所有案件事无巨细
地采取国家追诉主义，会增加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基于此，对一些主要是侵犯了受害人个人的利益而
对国家整体利益威胁不大的案件 ，尊重受害人自己的利益权衡选择，采取告诉乃论的立法例，以寻求追
［2］
诉犯罪之公共利益与尊重被害人之私人利益的平衡点是一种必然选择 。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犯诽谤罪“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的除外”。所谓“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
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而刑法之所以将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主要是因为诽谤多发生
在邻里、同事之间，多数场合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此外，被害人可能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受
［3］
诽谤的事实，如果违反被害人的意愿提起诉讼，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 我国台湾地区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的法律也基于这样的考虑，将诽谤罪纳入亲告罪的范畴。
( 二) 网络诽谤概述
近年我国网络发展速度极其迅猛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IC） 在京发布第 31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5． 6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2． 1% ［4］。网络给我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 ，也滋生了大量的网络侵权、诽谤案件，一些不法之徒利用
网络“便利”条件，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侵害他人权益 ，捏造事实诋毁他人名誉。 在网络盛行以前，由于
受到地域、传播速度等因素的影响，诽谤所造成的后果一般只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所以难以达到“严重
后果”的标准。而网络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和长久保存性等特点，给受害人带来的危害远
比传统诽谤罪所造成的影响恶劣、严重。近两年层出不穷的网络诽谤案件，如“曹县帖案”、“王帅案 ”、
“闫德利案”、“彭水诗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而被称之为“网络暴力”。
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
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网络诽谤则是借助网络等现代传播信息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
［5］
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2000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第四条
第一项规定： 利用互联网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网
络诽谤属于诽谤罪的一种新型犯罪形式 ，而非新罪名①。与传统的诽谤罪不同，该罪实施诽谤行为主要
是通过网络途径完成的。
二、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的取证困境
网络诽谤作为诽谤罪的一种新形式 ，其仍为亲告罪性质。而正由于亲告罪之性质使得自诉人在网
络诽谤案中陷入了取证困境，给网络诽谤入罪带来了问题。
( 一) 自诉人调查取证权立法模糊
自诉人在自诉案件中负证明责任，这是法学界的普遍观点。 刑事诉讼法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
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会遭到要求撤诉或者驳回起诉的举证风险 ，这是自诉人负证明责任的
法律依据。之所以区别于公诉案件的公权力机关举证模式 ，是因为大多数自诉案件的案情相对简单 ，通
常不需侦查，且自诉人对于案件事实了解得较为清楚 ，能够提供证据以支持自己的控诉，其客观上也具
备履行证明责任的能力。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曾指出，“证据为正义的基础，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
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的”。自诉人自行举证使得调查取证权成为自诉人诉讼权利的核心，是其
胜诉与否的关键所在。
对于自诉人调查取证权的问题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检法机关的调
查取证权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
的解释》（ 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 赋予诉讼代理人以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据此虽然有观点认为，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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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诉讼代理人享有调查取证权，则可推知自诉人当然享有，但是法律仍没有明确赋予被害人、自诉人等
调查取证权。而且司法实践中自诉人即使进行调查取证 ，由于没有法律明确授权，被调取证据的对象也
没有义务向其如实提供证据，因而往往徒劳无功，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缺憾。
( 二) 自诉案件的立案和庭前审查标准设置过高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在追诉方式上采取的是自诉机制 ，而自诉程序和公诉程序在立案和庭前审查的
规定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立案标准上，公诉案件对于公检机关主动发现的，只要达到“发现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嫌疑人”即可； 对于通过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而发现的案件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就应当立案。而对于自诉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方可立案： （ 1） 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 （ 2） 属
于该法院管辖； （ 3） 有被害人告诉； （ 4） 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
据。可见，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明显高于公诉案件 。而自诉人的举证能力显然不能与公诉案件中的公
安、检察机关相比，由于没有相应的特殊调查手段和专门的技术设备 ，其调查取证能力明显有限，但是法
律却设置了如此高的立案门槛，这就给案件的提起造成了前置性障碍 。在庭前审查上，对于公诉案件的
庭前审查，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做了大幅变动 ，由原来的实质审查变为了形式审查，仅限于查看起
诉书中是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 ，如果有，就应当进行开庭审判。 而对于自诉案件，根据我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案件只有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足够才能受理审判，如果缺乏罪证，自
诉人又无法补足证据的，法院则要说服其撤回自诉或者驳回起诉 。可见对自诉案件的审查仍坚持实质
审查原则，法官往往要对自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核 ，其审查条件实际上要比公诉案件严格得多 。
对于网络诽谤罪而言，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自诉人的举证负担 。一方面由于发帖人一般都是匿名的 ，
并且由于网络的传播性，找到“始作俑者 ”也是大海捞针，自诉人难以明确确定的被告人； 另一方面，对
于一些证据，如硬盘恢复、IP 地址的获取、网络点击量的调取等，都不是自诉人的调查取证权所能涵盖
的。正是因为自诉人的证据资源比较贫乏 ，这就使得很多网络诽谤无法进行立案 ，而在起诉时虽然可以
提供一部分证据却难以达到“足够”的程度，只能无奈撤案或者被法院驳回起诉 ，导致案件不了了之，自
诉人的合法权益陷入了真空地带 ，同时也助长了“网络暴力”的嚣张气焰。
( 三) 自诉人调查取证能力不足
1979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缺乏罪证自诉人又无法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取
证。这样的规定使得自诉人与人民法院在证明活动中的责任分工并不清楚 ，可以说界限模糊，这为法院
的主动调查取证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实践中往往是法院在接到起诉后，就派人赴发案现场调查走
访，收集证据，甚至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以保障案情的迅速查明 。而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取消
了“经人民法院调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第一百九十五条又规定，法院只有在受理自诉案件
后，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提供有关证据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
的，方可调取证据。这一规定弱化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 ，强化了自诉人的举证责任。 可以说，这对自诉
人的冲击是很大的，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几乎全部的证明责任 。自诉案件虽在刑法上是轻罪案件 ，但其搜
集证据的复杂程度往往比大多数公诉案件还要大 ，在当今的司法环境下，当事人和其代理人在普通的民
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取证就不易，而在自诉案件中更是难上加难。
传统的诽谤罪中 ，诽谤行为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构成主体单一 ，即仅为捏造 、散布谣言 、图片 、
文字 ，自诉人取证较为容易 。 而在网络诽谤案中 ，没有种种条件的限制 ，人们可以匿名尽情地在网上
编造谎言 ，诋毁他人名誉 ，主体开始变得多元 、复杂起来 。 由于网络上现在都是用网名发帖 ，发帖人
的身份无法确定 ，这就使得自诉人在确定被告人时陷入了尴尬 ，无奈之下只能将网络服务商告上法
庭 ，但网络服务商并非捏造者 ，其并不符合诽谤罪的主体要求 ，很可能被法院以被告不适格而被撤诉
或者驳回起诉 。 并且 ，诽谤罪还有情节上的要求 ，自诉人必须证明该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 ，这就需要
搜集相关的证据证明此诽谤行为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给自己造成的损害 ，而这些证据由于网
络的特点 ，取证相当之困难 。 当事人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获取相关证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诉人的
自诉权就难以得到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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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公安机关在自诉案件中的尴尬处境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属于自诉案件的一类 。 而在公检法三机关职能管辖的规
定中，则进一步明确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2012 年公安部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管辖中 ，明确排除了自诉案件的管辖，仅规定了
一种例外情形———对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因证据不足驳回起诉，人
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 ，公安机关应当受理①。 但诽谤罪显然是不属于这
种情形的。因为，此例外是针对自诉案件中的第二类案件而言的 ，只有在这类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才享
有管辖权，而亲告罪属于纯粹的自诉案件，公安机关绝无取证之权限。
由于没有法律的规定，如果公安机关随意介入网络诽谤案的侦查就将会面临“乱作为 ”和“不作为 ”
的尴尬处境，自然无法对自诉人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有效救济 。一方面，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
的“但书”规定，公安机关介入侦查的条件必须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 但到底何为“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法律并没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的界
定，不仅决定了案件是自诉还是公诉 ，而且还涉及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官员权力的制约与
［6］

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理性公共空间的构建等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 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山东曹

［7］

县帖案” 一经披露，公安机关就被淹没在“乱作为”的指责声中。段磊的辩护律师就认为，本案没有侵
害到社会、国家利益不应当公诉。同时，众多网友也认为，公安机关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行使侦查权 ，已明
显违法。最后此案以公安机关的撤案不了了之 。2009 年陕西韩兴昌网络诽谤案，则由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未依照自诉程序进行诉讼，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 而在人们对公安机关“乱作为 ”的指责声还未过
的同时，“艾滋女闫德利案”却又让公安机关陷入了“不作为 ”的指责声中，该案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
立案，但最终以侮辱罪和诽谤罪对被告人杨勇定罪。2010 年 8 月，作家谢朝平自费出版的纪实文学作
品《大迁徙》记录了渭南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后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后检察院未予批捕。2010 年 9 月，业余作家袁磊因发表涉及东莞桑拿业的批判小说《在东莞 》，而被东
［8］

莞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刑事拘留 ，后被释放

。 公安机关正是囿于诽谤罪自诉案件之性质，要

么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为由走公诉程序，要么在案件明显不属于诽谤罪但书所规定的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为避免自己在诽谤案中的尴尬处境而以其他罪名进行立案侦查。
这不禁招来了诸多非议，导致公安机关在网络诽谤案中处境非常尴尬。 而对于那些未达到“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网络诽谤案，自诉人如果无法借助公安机关的侦查，便无法获得相关证据，其
自诉权也无法得到实现。因此，对于此类亲告罪的网络诽谤案，即使自诉人能够借助公安机关获取证
据，但由于并非属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限 ，也无法要求其进行帮助取证。否则就是承认了公安机关在自
诉案件中的侦查权，这明显是违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
三、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取证困境之出路
( 一) 亲告罪之自诉权与国家追诉权之调和
1． 告诉乃论之再界定。
刑事诉讼的启动模式可以分为私人追诉模式和国家追诉模式 。现在各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国家追
诉为主，私人追诉为辅”的并存诉讼模式。所谓国家追诉是指国家机关本于其职权而进行的追诉 ，具体
而言是指检警机关主动发动侦查 、提起公诉的启动模式，不受私人之请求之限制，即使被害人不提起告
诉，只要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即应启动追诉。而私人追诉则是由私人启动追诉，包括被害人追诉模
［9］

式和公众追诉模式，而公众追诉模式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经极少采行
①

。

虽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了对于自诉案件如果被害人主动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但是

这种情形并不是案件性质转为了公诉案件，而是考虑到被害人可能对自诉和公诉案件的范围不了解，控告机关发生错误，从而受理后再
移转至法院。这与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起诉的自诉案件处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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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只能由被害人以自诉人身份向法院起诉 ，由被害人
个人承担追诉职能。因此，在我国告诉才处理是国家追诉的例外 。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告乃论的案件并
非国家追诉的例外，而只是对国家追诉的限制。告诉乃论的犯罪发生后，国家机关仍应进行侦查，甚至
对嫌疑人进行逮捕或羁押被告，只是无被害人追诉请求不能提起公诉或实体审判而已，若“国家机关 ”
［10］
必须等到提出告诉时才能采取行动 ，被告或者证据可能早已逃逸或者灭失 。 因此，告乃论的案件中，
并非排斥国家追诉，只是“告诉”应作为启动国家追诉的条件，即只要被害人提起了告诉，国家即应本于

其职权追诉犯罪。所以，在告乃论的案件中，国家仍承担着对被害人诉权进行保护的义务，并非对国家
追诉的排斥。而在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程序运作中 ，追诉完全演变为被害人的个人行为 ，国家追诉机
关被排斥于诉讼程序之外。
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中，被害人自诉权与国家追诉权的运行面临着双重困境 。一方面，由于被害人
追诉能力所限而又无法得到国家追诉机关的辅助 ，使被害人的诉权实现缺少现实保障。 在很多告诉才
处理的案件中，被害人即使有追诉的愿望，在取证方面也力不从心。虽然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的实际侵
害，但按照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的要求 ，被害人必须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确实充分的证据，才能实现
对被告人的追诉，而被害人既没有国家侦查机关的技术手段 ，也无权对被告人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这
无疑是被害人实现诉权的重大现实障碍 。然而，对此类案件侦查机关不但没有立案侦查的职责 ，也没有
帮助被害人取证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追诉权一味奉行对告诉才处理案件不介入 ，则会导致一部分应
受追诉的刑事案件完全淡出国家追诉机关的视野 。而网络诽谤罪所面临的困境正印证了这一问题，公
安机关为了避免“乱作为”抑或“不作为”的指责，试图采取以其他罪名立案侦查的方法以追究犯罪人的
刑事责任，这一方面使得诽谤罪成为了虚设 ，另一方面也导致很多符合诽谤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却以其他
罪名立案侦查，因显然达不到立案罪名的犯罪构成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2． 国家追诉权与自诉权之协调与救济 。
无论我国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还是国外告乃论的案件 ，其立法基础均在于，在社会秩序可以承受的条
［11］
件下，在刑事追诉中优先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和意愿 ，将追诉权一定程度上私权化为被害人之“诉权” 。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国家追诉更有利于实现对犯罪的惩罚 ，但是对于某些侵害个人权利的案件和部分轻
微的特殊案件，如果一味采取国家追诉主义，而不注意案件的个别化和特殊性 ，则会损害人们的情感，不
利于案件的有效合理解决。有的学者就曾提出，“完全由国家独占追诉权，往往会造成在运用追诉权时
［12］
出现官僚化，导致行使追诉权时背离被害人与市民的法律感情 ” 。因此，对于那些可能涉及被害人名
誉、利益的案件，采取国家追诉原则予以公开化，并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在权衡利弊之下，国家便
将追诉权让渡给了这部分性质特殊的案件 ，而由被害人自行选择是否启动诉讼机制处理纠纷 。因此，告
诉才处理案件的实质正是国家公诉权的让渡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正义。但是，这部分让渡仅限于对
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危害不大的情况下 。作为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四类亲告罪中 ，除侵占罪外，法律均规
定了自诉转公诉的情形。其中，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被害人死亡的 ，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均不再属于
告诉才处理的范围。而对于侮辱、诽谤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则属于公诉案件的范畴 。
在国家垄断犯罪追诉权的现代社会里 ，将部分犯罪的追诉权让渡给个人 ，显然为公民提供了更大的
选择空间，从权利分配机制上看无疑是有利于公民的 。但是这种诉讼机制在网络诽谤罪中却出现了不
尽如人意的困境。由于自诉人的调查取证权立法模糊 ，立案与审查门槛过高，加之取证能力有限，只得
转而向公安机关求助，而公安机关却囿于自己无权对网络诽谤罪立案侦查只能将受害人拒之门外 。 出
于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亲告罪反而成为了被害人告状无门的“拦路石 ”。 网络诽谤罪陷入了自诉人有权
利而无权力，公安机关有权力而无权利的两难处境 。个人追诉权的行使需要公权力的协助 ，公权力却偏
偏“心有余而力不足”，致使网络诽谤罪中被害人自诉权的行使得不到有效保障 。
笔者认为，个人追诉主义和国家追诉主义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 自诉权的独立性要求国家追诉
权不得无限制地出击，对于那些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只有自诉人愿意告诉的情况下，才可以启动国家追
诉，在这一点上两者是对立的。但是，不论是个人追诉还是国家追诉，两者的出发点都在于最大限度地
保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效合理地解决矛盾纠纷，在这一点两者又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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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相互协调配合。根据这一原则，如果被害人不愿意追诉，国家权力则不强行干预； 但如果被害人想
要追诉，则必须尽力满足其追诉意愿。因此，在承认个人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公权力应当予以协助，也就
是公权力应当适度地介入。公权力介入的目的是保障个人追诉权的顺利行使 ，而介入的限度就是不干
［13］
预个人发动刑事诉讼的自主选择权 。
( 二) 网络诽谤案自诉人取证困境解决出路———赋予公安机关取证辅助权
根据上文的论述，在网络诽谤罪中自诉人之所以陷入取证困境 ，主要在于自诉人因没有侦查权而无
法获取有效的诉讼证据。长此以往，自诉制度虽设立于法律，却淡化在公民心中，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
［14］
及的“法律奢侈品” 。在被害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从而削弱了法制的
权威或力量。而公安机关虽然具有侦查权，但是囿于网络诽谤罪的亲告罪性质，要么采取了“不作为 ”
的态度，要么另辟他径，以公诉罪名进行调查取证，但是却因不符合犯罪构成等原因 ，最终导致案件不了
了之。
可以说，目前，在我国未有新的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出台的情况下 ，网络诽谤罪的“自诉 ”性质尚无
法得到改变。而根据我国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 ”的规定，就必然要求自诉人必须就整个案件的
全部情况进行举证，其中包括： 原、被告主体的适格性、受损害的事实、因果关系、被告主观故意、情节恶
劣等。而自诉案件必须要求刑事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法院才能立案审理，如果不能对上述事实
有效举证，那么自诉人就需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一旦无法补足证据，法院只能说服其撤诉或者裁定
驳回起诉。但从当今的网络诽谤案中不难发现 ，证据的特殊性，如 IP 地址的获取、硬盘的恢复、网络点
击率的确定等，已成为了网络诽谤案的重要特点 。而如果没有公安机关的介入，那么受害者会连最基本
的“被告人”是谁都无从确定，而要实现其自诉权更是难上加难 。 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网络诽谤案中受
害人无法取证的现实情况，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明确公安机关在当事人无法调查取证报案后应提供
侦查取证辅助权的职责。这样就可大大减少网络诽谤案难“自诉 ”的现象，公安机关也可做到“有法可
依”，从而避免陷入“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尴尬境遇。
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公安机关对自诉人的调查取证辅助权 ，能够更好地实现私权利和公权力的合
理衔接，使得个人追诉和国家追诉相互协调配合 ，从而实现自诉人调查取证权的有效救济，这也是符合
亲告罪设置初衷的。要明确的是，并非公安机关有了侦查权，就可以主动介入网络诽谤案件，诽谤罪就
没有公诉与自诉之分了，否则，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但书的规定就没有必要了 。 因此，公安机关仅具有
调查取证辅助权，而非侦查权，应遵循个人追诉优先的原则，只有被害人愿意追诉且在取证上存在困难
的情况下，请求公安机关为其调查取证时，公安机关才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 公
安机关实施调查取证辅助权后其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交给谁 ？ 在这个问题上，公安机关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公安机关将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直接移送给人民法院 ； 二是公安机关将获取的证据材料交给自诉
人。如果将公安机关侦查获取的证据直接交由自诉人自己处理似乎可能会使公安机关沦为某些人的
“私家侦探”，甚至可能会出现公安机关将侦查取证工作变成与当事人之间交易的筹码 ，滋生腐败现
［15］
象 。因此，笔者认为，在网络诽谤案件中，自诉人在取证上遇到困难时，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由
公安机关行使调查取证辅助权，辅助自诉人获取有关证据； 在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对自诉人调查取证
给予必要的指导帮助。公安机关取得的证据直接移交给法院 ，不再交与自诉人，自诉人只向法院提供自
己调查取证下获得的证据和自诉状 。法院综合自诉人提供的证据、自诉状和公安机关收集到的证据进
行审查，从而确定受理与否，并根据这些证据进行审判。
四、结语
网络诽谤罪因其证据上的特殊性加之亲告罪性质 ，使得自诉人在取证上陷入了困境。 应当明确的
是，告诉乃论并非排斥国家追诉，而仅是国家追诉之限制。不管是个人追诉还是国家追诉都是为了保护
法益不受侵害。面对网络诽谤罪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应当实现自诉权和国家追诉权的合理配置 ，赋予公
安机关调查取证辅助权，从而实现自诉人自诉权的有效救济，为自诉人取证困境找到解决出路。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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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取证，网络诽谤案中的有些问题还是存在 ，这需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进一步
加以完善，从而净化网络环境，为网民提供一个“文明、和谐”的信息媒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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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ower Ｒelief of Private Prosecutor
Forensics in the Network Libel Cases
Liu Na1 ，Jia Yu2
（ 1．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2．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Shannxi 710063）
Abstract： Libel，as a trial-only-with-complaint，takes“complain and handle”as the principle of prosecution，in
which the private prosecutor shall bear both the forensics and prosecution all by himself while the public power
generally shall not be involved． However，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the network defamation has
intensified，and the private prosecutor doesn’t have enough ability to provide evidence and proof，which makes
the forensics of such cases very hard and the prosecutor’s rights cannot be guaranteed．“Complain and handle”does not exclude state prosecution，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ublic power will not damage the value of
a private prosecution system． When the private prosecutor doesn’t have the ability for forensics，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sha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ivate prosecutor right．
Key words： trial-only-with-complaint； network libel； evidence； public power relief； public security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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