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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李岚林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我国刑法第 356 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
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
摘

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 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
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
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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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 356 条规定：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之罪的，
”从法条本身可以看出，该条反映了立法者对毒品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 。但结合我国刑
从重处罚。
法对再次犯罪的相关规定来看，该条与刑法第 65 条所规定的一般累犯有重合之处，故此在学界争议颇
多。比如，该条规定的毒品犯罪究竟是特殊累犯还是毒品再犯 ？ 其法律性质如何界定？ 具备怎样的条
件才能符合该条的法定条件？ 其与总则累犯竞合时如何适用？ 该条款规定是否有待完善或重构？ ……
如此等等，学界观点并不一致。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条款规定的解析与反思 ，梳理相关争议问题，并尝试
重构与完善毒品再犯制度，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刑法第 356 条性质之界定
对刑法第 356 条性质的界定，学者观点不尽一致。 如有的学者认为，该条是关于毒品累犯的规定，
毒品累犯应与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样均是我国特殊累犯的一种 。因为从该条表述来看，与总则中规定
［1］
的特殊累犯都只适用于同一类犯罪 ，因而在性质上应当视为相同的特殊累犯 。 还有学者认为，该条
款实际是一种特别再犯，对于构成累犯的毒品犯罪分子，应按刑法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从重处罚，对于
不符合累犯构成条件，但符合该条特别再犯构成条件的犯罪分子 ，应按刑法分则关于特别再犯的规定从
［2］

重处罚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再犯制度，是再犯从重制度的法律化，旨在体现对毒品犯罪从严惩

［3］
处的立法精神 。笔者看来，欲探讨其性质，首先应界定何为累犯与再犯，明晰二者的区别，进而得出
结论，否则如同浮萍失根，无所依据。

( 一) 累犯与再犯的区别
一般再犯与一般累犯的区别在于 ： （ 1） 再犯对于前罪没有罪过形式和刑度要求 ，而一般累犯要求前
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并且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对于再犯来说，只要构成犯罪，无论是故
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无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还是被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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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构成。（ 2） 再犯对于后罪也没有罪过形式和刑度的要求，而一般累犯则要求后罪的罪过形式是故
意，并且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3） 再犯没有前罪和后罪的时间限制，犯前罪以后，在任何
5 年之外再犯的，不
时候再犯罪的，应是再犯。而一般累犯则要求前罪与后罪的法定时间距离是 5 年，
构成累犯。
特殊再犯与特殊累犯区别在于： ①后罪的发生时间不同。特殊累犯的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所判刑
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而特殊再犯则无此限，在特殊再犯中，后罪发生的时间包括四种情况： 前罪缓刑
期间； 前罪刑罚执行期间； 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 前罪假释期间。 ②前后罪的主观方面不同。 从目
前各国刑法的一般规定来看，特殊累犯的前后罪主观方面均要求是出于故意 。 而特殊再犯从理论上讲
其前后罪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影响特殊再犯的成立。 我国《刑法 》第 356 条所规定的毒品再
犯，该章节的所有罪名主观上均为故意，从此方面讲，毒品特别再犯与特殊累犯主观状态均为故意 。
③在刑法中的地位不同。特殊累犯是累犯中的一种，而累犯则是目前各国刑法中的法定从严处罚情节。
我国刑法在总则中专节规定了累犯制度 ，对作为特殊累犯的三类犯罪进行了详细规定。 从我国刑法的
规定可见，特殊累犯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具有普遍适用性。 而特殊再犯在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规
定，实践中一般把它作为酌定情节而在量刑中予以考虑 。
实际上，特殊累犯和特殊再犯都是再次犯罪 。所以二者本质上都是再犯，是一般意义的再犯中的一
部分。并且前后罪质范围限制相同且均已定罪判刑 。特殊累犯和特殊再犯的前后罪均要求是同一罪质
或同类罪质，否则只成立普通累犯或普通再犯 。
( 二) 刑法第 356 条的法律性质
基于以上对累犯和再犯概念的厘定 ，笔者认为，刑法第 356 条不是毒品犯罪特殊累犯的规定，而是
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 ，严格讲是一种再犯制度，即法定的再犯。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法定的再犯”不是特殊累犯。 理由是： 第一，从立法的意图来看，毒品再犯的立法是从我国
当前毒品犯罪发展迅猛的角度所作的强烈的否定性评价 ，是顺应形势之需，是政策性的立法。毒品再犯
立法凸现了立法者重点打击毒品再犯的意图 。累犯的立法侧重于从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所作的谨慎
［4］
评估和否定性评价，是伦理性的立法。 立法者并没有将毒品再犯上升为特殊累犯的立法意图 。 第
二，从法典位置来看，我国刑法典总则在第 4 章第 2 节专门规定了累犯制度，在该节中既设置了规定一
般累犯制度的规范性条文（ 第 65 条） ，又为分则中社会危害性最为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恐怖活动犯
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三种特殊累犯设置了专门性条文 （ 第 66 条） 。《刑法修正案（ 八） 》将刑法第
66 条修改为：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 ，在刑罚执行完毕
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 ，都以累犯论处。”这种条文设置方式已经清楚地表明，
关于累犯制度的规范性条文已经全部被规定于刑法典总则之中 ，即累犯制度应属于刑法总则制度。 如
果牵强地认为《刑法》第 356 条规定的是毒品累犯，会违背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从而会形成法典整体逻
［5］
辑上的混乱 。第三，从法条规定的具体内容上看，《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殊累犯，其后罪必须在前
罪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该规定与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规定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而《刑法 》第 356
条规定的则是前罪被判过刑，至于前罪是否执行在所不论。上述两个法条不同的规定，直接导致司法实
践中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其二，“法定的再犯”不同于普通再犯。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再犯的含义，广义的再犯包括累犯，狭
义的再犯（ 普通再犯） 仅仅是指不符合累犯条件的再犯 。凡犯过罪后又犯罪的，均可称为再犯。 但法定
的再犯又不同于普通再犯。第一，普通再犯是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官在量刑时对普通再犯主要是从其
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危害后果等方面综合考虑，把“再犯 ”作为一个是否从重处罚的酌定的量刑情
节。法律没有做硬性要求，是否从重处罚，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定的再犯 ”是法定的量刑
情节，法官必须作出从重处罚的判决。第二，普通再犯的构成要件法律没有做出具体的要求，只要以前
有过犯罪即可。“法定的再犯”有其严格的构成要件。
2000 年 4 月 4 日法（ 2000） 42 号《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 （ 四 ） 条
实际上，
规定： 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 ，今后一律适用《刑法 》第 356 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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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虽然该条规定存在较大诟病，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困惑，在学界引起较
大争议，但却清楚地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 ： 一是《刑法》第 356 条规定的是再犯条款； 二是对依法同
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在处罚上不再援引累犯条款 。 说明最高法院理解《刑法 》第 356 条与累犯
条款还是有所区别的。故此，现行刑法第 356 条的规定，应是特别再犯制度在现行刑法中的正式确立 。
二、毒品再犯构成条件
根据我国《刑法》本条的规定，构成毒品再犯，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除了主观方面均为故意之
外，简单概括其构成条件即为犯过罪 ，判过刑，又犯罪。
首先是“犯过罪”。毒品再犯前罪限定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这五种犯罪，这是构
成再犯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判过刑”。行为人因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 被判过刑，既可
以是刑罚实际执行过，也可以是被判过缓刑； 既可以是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也可以是有期徒
刑、拘役和管制； 也可以是附加刑中的任何一种刑罚 ，
再次是“又犯罪”。行为人后犯之罪必须是我国《刑法 》分则第六章第七节所规定的毒品犯罪。 即
后犯之罪必须是本节所规定的毒品犯罪 ，而不能是《刑法》分则其他章节规定的其他的非毒品犯罪 。 但
范围不限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这五种犯罪，还包括本节的其他毒品犯罪。可见，在
毒品再犯的规定中，对前罪和后罪的要求是不同的。前罪的要求是特定的毒品罪，后罪只要求任何毒品
犯罪，其范围远超过前罪。
三、毒品再犯的司法适用
毒品再犯的适用，在 2008 年《纪要》出台之后，情况变得复杂。如果孤立地看《纪要 》中关于毒品再
犯的规定的话，似乎并无瑕疵，在当前毒品犯罪猖獗的情况下，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符合目前整体趋严的
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但是结合刑法总则一般累犯的规定 ，在发生竞合时，司法适用则出现了困惑。
( 一) 构成毒品再犯且构成一般累犯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刑法》第 65 条第一款和第 356 条构成法条竞合。 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同一法律的
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的犯罪构成时 ，应依具体情况与法律规定，分别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或者重
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对于第 356 条是特别条款还是一般条款，有不同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刑法 》第
356 条既是特别法条也是一般法条。因为刑法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与第 356 条的规定之间存在着法条
竞合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看，即使认为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是一般法条，《刑法 》第 356 条的规定是
特别法条。但是，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与第 356 条之间并不是全包容性质的法条竞合关系 ，而是交叉竞
合关系。因为刑法总则中对于累犯不仅规定了从重处罚 ，而且还规定不得假释、不得适用缓刑，相对于
这些法条而言，《刑法》分则第 356 条的规定又是一般法条了。 但笔者认为，《刑法 》第 356 条是特别法
条，因为第 356 条只适用于《刑法》第六章第七节所规定的相关毒品犯罪，而总则中累犯的规定对分则
中所有罪名都可适用，因此，二者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从重法与轻法的角度分析，总则中对
累犯不仅规定了要从重处罚，还规定了不适用假释和缓刑。但是再犯只规定了从重处罚，并没有规定不
得假释和缓刑，因此，相对于《刑法 》第 356 条毒品再犯的规定，总则中一般累犯的规定是重法条，且刑
法并没有禁止适用的规定。从毒品再犯的立法目的来看，这是鉴于毒品犯罪的特殊社会危害性所作的
规定，其目的就是要对毒品再犯加重处罚 。因此，在同时构成一般累犯和毒品再犯时，从立法目的和法
条竞合的处理原则看，应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规定 ，即依照累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2008 年 1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八条第三款
规定： 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 ，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但有学者认为对于符合累犯条件的 ，必须适用总则关于累犯的条款，而不再适用《刑法 》第 356 条。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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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刑法第 356 条应仅用于不符合累犯条件的再犯 。 最高院的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
这一规定不符合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 。如上所述，在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情况下，《刑法 》第 65
条第一款和第 356 条构成法条竞合。法条竞合的通常处理原则，一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二是重法优于
轻法，而没有“同时引用”的原则。其次，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 ，如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
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对一个再犯情节，用累犯从重处罚一次，再适用毒品再犯从重处罚一次，这违反了
刑法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如果某种加重或者减轻情节已经在定罪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 （ 或其要
素） 进行了刑法的评价，那么，在量刑中就不能作为量刑情节再次使用。 因为，立法中把这种情节加重
或减轻的情况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刑单位予以考虑 ，已经涵盖对它的评价，若在量刑中再次评价则显失妥
当。因此，笔者认为，对同时构成毒品再犯且构成一般累犯的 ，应仅适用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
( 二) 构成毒品再犯但不构成累犯的情形
上述最高法院《座谈会纪要》中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就是构成毒品再犯但不构成累犯的
情形。从这两款规定可以看出，毒品再犯的前罪要求是“被判过刑 ”，也就是因为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非法持有毒品被人民法院宣判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而没有刑种和刑度的要求。而且，在缓刑、假释
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 ，构成毒品犯罪的再犯，但在此期间无
论又犯何罪，都不构成累犯。此时，应对毒品再犯的后罪从重处罚后，再与前罪数罪并罚。 在符合《刑
法》第 356 条规定的毒品再犯而不符合总则中规定的累犯时 ，应适用第 356 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当构
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时，根据罪行法定原则，法律并没有规定对仅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被
告人不适用缓刑和假释，所以应排除《刑法》第 65 条 （ 一般累犯 ） 、第 74 条 （ 累犯不适用缓刑 ） 、第 81 条
（ 累犯不适用假释） 的适用。
( 三) 不构成毒品再犯但构成一般累犯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而排除适用《刑法》第 356 条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构成毒品再犯且构成累犯的情形下 ，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而不能再用毒品再
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刑法 》
第 356 条的规定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
四、毒品再犯制度的重构
毒品再犯是我国刑罚裁量中的一个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 ，由于《纪要 》的出台不得不面临其尴尬的
地位，其制度本身也有悖于我国再次犯罪评价体系的立法宗旨 。故此，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尝试重构
我国毒品再犯之规定，回归其应有的立法定位。目前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 ：
( 一) 前罪的范围界定过窄
我国刑法分则中之所以确立毒品再犯制度 ，一方面是由于毒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
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 另一方面毒品犯罪人在被依法定罪判刑后 ，又再次实施毒品犯罪，也说明其人
身危险性很大。在毒品犯罪一节中，从社会危害性看，除了第 356 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外，其他的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也很严重 。从毒品犯罪的法定刑看，虽然表面上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比其他毒品犯罪重 （ 前两者最高刑一个是死刑，
一个是无期徒刑） ，但仔细分析一下法条，第 349 条和 353 条两项毒品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虽都是 10 年有
期徒刑，但二者都同时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从重处罚 。由此可见立法上也承认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第
356 条中的两项前罪。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 356 条关于毒品再犯的前罪范围限制过于严格 ，应该将其扩大到全体毒
品犯罪。
( 二) 刑种条件过宽
通过分析再犯与累犯的关系，可以看出累犯是从再犯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法定量刑制度 ，它比再犯的
人身危险性要大。特殊累犯虽然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再犯 ，但与其他特殊再犯相比，他的人身危险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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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法上更应加强对其的打击力度 。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 、恐怖主义犯罪以及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三类特殊累犯 。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例，该罪是具有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犯罪 ，故
此对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前后罪的刑种没有限制 ，而毒品累犯，从社会危害性看，要远远小于危害国家
安全罪； 从人身危险性看，毒品再犯的人身危险性也不及危害国家安全累犯 。所以第 356 条对毒品再犯
的前后罪的刑种没有任何限制，笔者认为这样会导致对毒品再犯的打击范围过宽 ，制裁过于严厉，不但
不能发挥应有的刑罚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尤其是特殊预防的目的，恐怕还会事与愿违。 因此建议立
法上借鉴普通累犯的做法，将毒品再犯前后罪的刑种限定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
( 三) 时间条件过宽
如前所述，基于刑法规定的特殊累犯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 ，第 66 条对特殊累犯的前后罪的时
间间隔没有像普通累犯那样予以限制 ，目的就是为了严厉打击此三类犯罪。 而毒品再犯上述几方面因
素都远远弱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若也像前者那样对犯罪人的前后
毒品犯罪的时间间隔不予限制，也必然会导致打击过宽，惩罚过于严厉。 所以基于毒品再犯的性质，以
及其刑罚条件较宽泛的特点，建议将毒品再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限定为 10 年，从前罪定罪判刑之日起
开始计算。
( 四) 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毒品再犯的规定
刑法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由于生理和心理特点所决定，未成年人既
较容易被影响、引诱走上犯罪的道路，又有较强的可塑性，容易接受教育、改造。因此我国刑法基于刑罚
的根本目的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 。但从现行刑法第 356 条的规定看，毒品再犯的犯罪主
体是包含未成年人的，这一方面违背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 ，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改
造，另一方面也造成刑法第 17 条对未成年人犯罪法定从宽处罚原则与第 356 条未成年毒品再犯从重处
罚之间立法上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建议立法上增设未成年人不适用毒品再犯制度 。
综上，笔者认为，可将分则第 356 条表述改为： “因犯本节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从判决
确定之日起 10 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本节之罪的 ，是再犯，应当从重处罚。已满 14 周
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本节之罪，不适用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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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ug Ｒecommitments System
Li Lanlin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Article 356 of the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is a special kind of criminal policy to be taken against
drug crime in nature． It is a legal recommitments system． The condi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sin，sentenced to
punishment，and crime again． Concurrence in drug recommitments and ordinary commitment situation，it should
be specified only for recidivism provisions，no longer used drug recommitments again aggravated punishment； In
the situation of drug recommitments and not ordinary commitment，the application should eliminate ordinary
commitment，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drug recommitments shall be given a heavier punishment． Drug recommitments system itself can be re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which are crime，punishment range
conditions，time conditions and the minors not applicable，and thereby makes itself to comply with the legislative orientation．
Key words： recidivism； drug recommitments； overlap of articles of law； legislativ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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