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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形态中管理理念的向度阐释
———以《监狱设计标准》的修订为视角
李春青
（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不同的历史时期，监狱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形态，监狱形态蕴含着监狱的管理理念，我国
《监狱设计标准》的修订为监狱布局调整提供了项目论证、决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同时，所体现出的监
狱管理理念主要有分类建设和分类管理的理念、规模适度的理念、过程管理的理念、安全稳定的理念、以
教育改造为中心任务的理念、对监狱人民警察人文关怀的理念、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理念等。这些理念
的落实面临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困难。监狱形态不是单一的建筑问题，它折射了监狱刑罚理念、法治思
想、社会文化和社会文明，因此，与时俱进，有必要探索监狱形态设计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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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形态是监狱的存在方式和监狱的器物层面的表现形式 ，是人们对它的直观感觉。从广义上看，
［1］
监狱形态包含了监狱的器物形态 、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 。 但是，更多的是人们从监狱的器物层面来
认知监狱的物质存在形态，即“监狱规划、监狱布局、监狱建筑、监狱规模和监狱环境以及其他监狱设施
［2］
都是监狱存在的物质形态，是‘监狱的附属物’” 。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监狱形态，主要是从我国《监狱
设计标准》的变化，来阐释不同历史阶段监狱在对罪犯管理理念上的变革 。
一、监狱形态所折射的监狱管理理念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监狱，还是欧美中世纪以前的监狱，在同态复仇、报复和报应的刑罚理念下，监狱
设计规划杂乱、建筑低矮无序，监狱内部阴暗潮湿、空气不畅，在监狱形态上所折射出来的监狱管理理念
无不是威吓、恐怖、残酷和严苛，被拘押的罪犯被作为统治阶级或者是国家的“奴隶 ”，强制其进行奴役
式的劳动，进行残酷的摧残和压榨，监狱仅是器物层面的罪犯人身保管的场所，“城堡、囚笼、地牢和矿
［3］

坑，各个时代的监狱都以野蛮而闻名 ” 。监狱管理者也以严酷的管理方式来维持监狱的安全 、秩序和
［4］
纪律，“给那些极恶毒而大胆的罪犯以严厉有效的惩罚 ” 。
14 世纪至 16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给欧陆带来具有现代特质的新文化和新思想 ，推动了欧陆
资本主义文明的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法学家和思想家们对法律 、对刑罚、对监狱的关注，在深刻
认识残酷刑罚对罪犯无情摧残的基础上 ，掀起了监狱改良运动。在这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约翰 · 霍
华德所提出的对监狱建筑和监狱环境的改善 ，倡导给予罪犯以人道主义待遇，由此被尊为监狱改良的鼻
祖。应该说，自这时起，监狱的形态和监狱的人道主义管理理念融为了一体 。 监狱改良的另一先驱人
物、英国著名的思想家边沁更是把监狱器物层面的改革作为监狱改革的重要内容 ，他主张“要把监狱设
［5］
计得能够有助于犯人的悔改，而不仅仅是让犯人能够劳动 ” 。 他亲自设计了监狱的建筑样式： 圆形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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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按照边沁的说法和设计： 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监舍组成 ，圆形监狱的中心，是一
个监视塔，所有监舍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监舍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 ，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
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种监狱被称为全景敞视式监狱 。这种监狱形态和当时监狱改革的理念是紧
密相关的，在管理的理念上突出表现在： 一是圆形监狱设计颠覆了传统监狱的设计格局，突出了安全和
人道主义管理理念。传统监狱具有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的特征，而圆形监狱除了为安全考虑保留了监
狱的封闭性之外，监舍的设计突出了开放、透明和光线充足，每个监舍是通风通光的。 同时基于安全的
需要，每个监舍都必须完全暴露在监狱管理者的视线里 ，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管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
监舍里罪犯的一举一动，保证了监狱的安全。 正如米歇尔 · 福柯所说，这样的建筑“推翻了牢狱的原
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
另外两个功能”。封闭是安全管理的物质基础，这是监狱形态的传统特质。 二是提高了监狱的管理效
能。边沁认为，圆形监狱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监狱管理罪犯所需的开支 ，只需要最少的监管者，就可完成
对一大批罪犯的监视，使监管效益达到了最大化。福柯也认为，圆形监狱的主要后果是使罪犯“处于一
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管理者的权力自动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监督无时无刻不存
［6］
在” 。三是监狱管理对罪犯产生无形的压力 ，强化了罪犯的自我管理。 这是因为监视塔有百叶窗，罪
犯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 ，因此罪犯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
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罪犯的“自我监禁 ”： 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了他们的内
心。这样的监狱设计，即使监管者不在，由于始终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罪犯也会自觉遵守纪律。 四
是满足了对罪犯犯罪行为的报应观念 。 正如边沁所说： “这种监狱建筑的出现、它的独特的形状、周围
的大墙和缘沟、门口警卫，都会唤起人们有关监禁和刑罚的观念 ……可以使公众比较自由人的劳动和犯
［7］
罪人的劳动……正常人的享受和犯罪人的剥夺……同时，真正的惩罚却不明显。”
边沁相信，圆形监狱对罪犯的管理水平大大提高 ，产生下列理想效果： 罪犯的“道德得到改善，健康
［8］
得到维护，劳动得到加强，教诲得到普及，公众负担得到减轻，经济获得稳定 ” 。 实际上，对于边沁圆
形监狱的理想设计，可以被理解为“完美社会的缩影 ”。 有人评价认为，这样的监狱形态体现了监狱管
理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秩序之工厂的圆形监狱的成功 …… 这是一个可行的社会，一个有序的社会，
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一个积极寻求其成员最大利益、最大幸福的社会，一个具有生存和成功所不可缺
少的角色和功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圆形监狱说明了一些人的自由使另外一些人的依赖成为必
［9］
要； 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使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 。
随着监狱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监狱的形态也呈现百花争艳的现象 ，形成了放射式、电线杆式、庭院

式、校园式等多种风格的监狱形态，对罪犯的管理也出现了独居制、沉默制、不定期刑制、自治制、累进处
遇制、开放处遇制、分类制等管理模式。而这些管理模式体现的监狱管理理念也呈现出维护社会安全 、
有利于罪犯的矫正和教育、鼓励罪犯在服刑期间自我发展和自我改善等多元化样态 。到了现代，随着科
技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监狱形态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 ，而是基于不同的文化需求，代表着一定
的文化特色，在监狱管理理念上也日益突出法治 、文明、人权、安全、科学、公正、效率等多元特质。
二、我国监狱形态所蕴含的监狱管理理念
( 一) 历史沿革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监狱的发展历史 ，从监狱的形态上仍然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体现的监
狱管理理念。一般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是崇拜模仿苏联阶段。
因为向苏联学习，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对罪犯采取阶级分析法，将罪犯看作阶级敌人，采取了无产阶
级专政手段，在监狱形态上，按照苏联体制设立监狱，监狱的选址是基于安全和生产的需要 ，监狱建筑相
对简单，大多强调就地取材。对罪犯的管理理念是“只允许老老实实改造，不允许乱说乱动 ”。 按照苏
联的模式管理监狱、教育罪犯、从事生产。第二阶段是借鉴西方经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 1994 年《监狱
法》颁布。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监狱逐步吸纳了西方的先进经验，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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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设计和管理理念。监狱形态趋向于西式模仿，特别是西方的管理制度、教育模式被广泛借鉴，监
狱管理理念逐步体现出保障人权的思想 ，现代法治思想的民主、科学、公平、正义等也被应用到罪犯管理
中。第三阶段是改革创新阶段，从 1994 年至今。这一阶段随着监狱法的颁布，监狱工作纳入了法治的
轨道，监狱进行了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对监狱布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监狱形态呈现多姿多彩的文化
特色。在罪犯管理上提出了监狱工作法制化 、科学化、社会化； 建立了监狱分类和罪犯分类制度等。 尤
其是 2002 年 12 月 3 日颁布了《监狱设计标准 》，对监狱的建筑形态进行了规范，可以说，《监狱设计标
准》代表着我国监狱管理理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 二) 《监狱设计标准》的修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针对刑事犯罪总量不断增多，监狱押犯总数不断增加，罪犯
构成日趋复杂的状况，为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确保监狱安全稳定，有关部门对 2002 年 12 月
3 日颁布的《监狱设计标准》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于 2010 年 9 月 7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市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 ，并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修
订后的设计标准作为监狱建设项目决策及合理确定监狱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 ，是监狱建设项目决
策在政策、技术、经济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对监狱建设项目在技术、经济、管理上起到宏观调控作用，具
有较强的政策性和实用性，为监狱建设项目论证、决策、实施等提供重要的依据，为监狱建设提供了监督
检查的尺度。
笔者对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和原《监狱设计标准》进行了比对，修订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从标准的文字篇幅上看。原标准共 28000 字，扣除附录的全国监狱抽样统计分析内容共 5016
字，标准正文说明约 23000 字。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正文和条文说明约 36960 字，比原标准字数增
加 13960 字； 净增字数占原文的 60． 7% 。如果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本次的《监狱设计标准 》修订是一次
不折不扣的标准重新制订。
二是从具体条文对照比较上分析。 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 》和原标准条文均为 6 章 44 条，总的
条文数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仔细对照，可以将修改情况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 》
7、
10、
19、
20、
21、
36 条等共 7 条，占总条数的 15． 9% 。 第二
和原标准完全一致，没有修改。共涉及第 1、
9、
30、
33、
38、
42 条等共 6 条，
类是小修小改的条文，只是说法的改变，没有实质内容的变动，共涉及第 8、
占总条数的 13． 6% 。第三类是剩余的 31 个条文均有较大的实质性的修改 。
( 三) 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所体现出来的监狱管理理念
监狱建筑作为监狱管理理念的物化表达 ，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监狱的设计标准中毫无疑义地渗
透、贯彻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监狱管理理念； 监狱设计标准的修订也意味着监狱管理理
念的重大变革和与时俱进。下面将结合具体的条文谈监狱管理理念的变革 。
1． 分类建设和分类管理的理念进一步深化 。
监狱分类建设和分类管理的理念很早就有学者提及 ，当前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对分类建设尤为重视 。
按照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和改造表现 ，将监狱划分为高、中、低警戒度，或者在一个监狱内设置不同戒备
程度的监区，进行分级分类关押。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 》根据监狱法的有关规定，借鉴了国外监狱
分级建设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押犯的实际情况，增加了高度戒备监狱建设标准。从监狱建设的角度首
次划分了中度戒备监狱和高度戒备监狱 ，将中度戒备监狱作为我国监狱建设的基础标准来把握 ，暂不设
置低度戒备监狱。明确了在建设规模、规划布局、建筑标准、安全警戒设施等方面进行分级建设的规定
和要求，这是我国监狱建设进程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监狱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分类建设理念的
意义在于逐步分化、纯化不同类别监狱的功能，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部位上去，达到资源的优
化配置，发挥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益。
2． 监狱规模由过度追求规模效益向规模适度转化 。
监狱的押犯规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个管理学问题。 在以前，我们以管
理工业项目的观念管理监狱，对监狱规模盲目求大，追求规模效益，以至于出现了一些超大规模的监狱 ，
甚至出现了上万人的监狱，比《标准 》规定的大型监狱的上限还多一倍。 这样的监狱，在安全、管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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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方面的运行上存在巨大的难度和风险 。本次修订，不再提倡建设超大型监狱，特别是高度戒备监狱
的规模宜控制在中型监狱层面，适当控制大型监狱的数量。适度规模的理念使我们对监狱建设的认识
进一步深化，对罪犯改造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监狱规模设置的
一种理性反思的结果。如美国现有监狱 5000 多所，关押罪犯近 300 万人，每所监狱平均押犯约为 600
人，是我国狱均押犯人数的 17． 1% 。适度的规模是监狱提高管理水平和改造罪犯质量的前提 。
3． 彰显过程管理的理念。
在管理学中，管理的方法无外乎结果管理和过程管理两大流派 。 结果管理学派只对活动结果进行
考核和控制，对过程则不作为管理的重点，这种管理理念在前工业社会是适合的和有效的 。随着人类社
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结果管理就显得力不从心。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产品质量是制造出来的 ，不是检查
出来的，只有保证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合理性，用过程的正确保证结果的正确。 监狱对罪犯
的管理和改造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从时间上讲主要是前期改造、中期改造、后期改造，每个时期有每
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这些不同的任务要由具有不同业务特长的监狱 （ 监区 ） 和监狱警察来完成。 这
就要求对监狱（ 监区） 进行分工，由不同特点的监狱 （ 监区 ） 分别担当入监教育、常规教育、个别教育、出
监教育等的功能。本次监狱设计标准的修订就明确地提出要建设出监教育监区和入监教育监区 。特别
是对出监教育监区司法部已专门要求各省市通过新建或对原有基础较好的监狱进行改扩的办法 ，至少
建立一所专门的出监监狱，对剩余刑期较短，服刑期间未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罪犯，集中开展出监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各监狱也要建立出监监区，使罪犯技能培训贯穿于罪犯入监到出监的全过程。 管理
思想由结果控制到过程控制是管理理念的一次质的飞跃 。
4． 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理念。
确保监狱安全稳定是监狱工作的永恒主题。当前，全国监狱保持了持续安全稳定，但是形势依然严
“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
峻。一方面，
押犯中的“藏独”、
暴力恐怖势力严重威胁着监狱安全稳定，
狱内改造
与反改造的斗争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部分监狱的安全警戒设施不达标、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不能适应
新形势下监管安全工作的需要。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提高了监狱安全警戒设施标准，进一步加强了
对监狱周界、监狱大门的控制和管理，
明确了监狱内部的分区域隔离管理，强化了监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建设，
为降低监管安全风险，
实行人防、
物防、
技防的有机结合，
防止暴狱、越狱和劫狱等重特大监管安全事
故的发生，
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从前，我们的经济实力有限，我们更多地把保持安全稳定寄希望
更多地强调人防，强调紧跟死盯不脱管，拼时间、拼体力，虽竭尽全力而成效
于增强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不佳。现在我们要在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同时，
加大硬件的投入力度，向科学技术设施、设备要安全，
编
使来自不同方面的监管安全隐患都能得到有效化解。
织一个牢不可破的监管安全之网，
5． 以教育改造工作为中心的理念。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
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这就要求我
们切实把改造人放在监狱工作的第一位，进一步加强对罪犯的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劳动等教育改造工
作，
进一步加强罪犯的心理矫治和社会帮教工作，努力把更多的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新修订的《监狱
设计标准》坚持把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作为监狱工作中心任务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了罪犯教育学习、技
能培训等教育改造设施； 完善了心理矫治、
法律咨询、社会帮教等教育改造功能，为贯彻落实“首要标准”，
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
实现罪犯刑释的顺利回归，
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为监狱工作适应国家、
经
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次《标准》修订缩小了监狱管理单元，将原来以监狱为单
元设置的心理咨询、
法律咨询、
亲情电话等功能室改为以监区或分监区为单元设置。对文体活动用房、生
活用房由原来的集中设置改为分散设置，
这样就为对罪犯实施个性化的改造创造了条件。
6． 对监狱人民警察人文关怀的理念 。
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的管理主体 ，但监狱人民警察作为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由于工作条件差、生
活待遇低、工作时间长、晋升空间受限、工作环境恶劣等历史原因，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警察的职
业倦怠感强，幸福指数低，缺乏工作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对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本次修订《监狱设计标准》，按照从优待警，加大对监狱人民警察的人文关怀的理念，增加了警察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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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更衣、心理咨询、夜间值班休息等功能，并将警察备勤用房面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较大程
度地改善了监狱警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从监狱建设的角度体现了从优待警，为加强监狱人民警察队
伍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监狱人民警察工作责任重，工作压力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患心理疾
病，本次标准修订专门设置警察心理咨询室 ，使改造人的心理问题也有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
7． 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 。
对罪犯的各种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还是国际人权斗
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对罪犯合法权益保障的条款详细而完备。 我国政府颁
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有关规定，从维护罪犯的生存权、发展权，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其权利保障
出发对罪犯的生活、卫生、医疗、教育、技术培训、劳动及安置帮教等各方面进行了通盘考虑和安排。 为
改善罪犯的生活、学习和改造环境，保障罪犯各项合法权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国监狱管理高层根据
国际人权斗争的形势，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
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狱劳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的
有关缔约国义务等国际人权条例的要求 ，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坚持监狱执法要实现法律效果、政
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的原则，对原《标准 》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细化、深化、具体化了
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理念。
三、新理念的落实与监狱形态设计的发展路径
( 一) 新理念的落实
理念转化为行动，行动转化为效益是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密切
配合，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灌输、学习、培育、实践阶段。
从客观上讲，我国监狱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发展的基本格局。监狱从管理体制上分为
部直属监狱、省属监狱和地市属监狱。 省属监狱又分为由原来的“监狱 ”转化来的监狱，也有由原来的
“劳动改造管教队”转化来的监狱，不同层次的监狱由于隶属关系不同 ，所处地域不同，各项设施设备投
入相差悬殊，造成当前监狱既有所谓的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 、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也有监管条件极为
落后的监狱。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末，监狱的设计和建设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是照搬民用建
筑的设计规范设计施工的。进入 21 世纪，我国开始大规模的监狱体制改革，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实施监
狱布局调整。但是，调整初期是按照 2002 年的《监狱设计标准 》进行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新修
订的《监狱设计标准》出台后，对照新的规范，我们的监狱设计和建设距离新标准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
距离。按照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当前我国没有一所监狱能达到高度戒备监狱的要求 。 即使以前
将自身定位到高度戒备监狱的监狱都需要重新改造和完善 。由于高度戒备监狱关押改造具有社会危害
性大、人格特征高度危险、抗拒改造、有脱逃、袭警、行凶、自杀等危险倾向、需严格管理和控制的罪犯，所
以必须具有与关押对象相适应的监狱组织机构 、管理制度、改造模式、警察配备、设施装备等，这一系列
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再比如监狱罪犯的监舍设计，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 》规定高度戒备
罪犯寝室要分别设置单人间、四人间和六至八人间，可以实现对罪犯的单独关押和分级分类关押 。而当
前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监舍仍是大通间 ，每个房间住宿罪犯少则一二十人 ，多则三四
十人，与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要求相差甚大，全部调整到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 按照当
前的资金筹措和使用途径，要真正落实还有不少的困难。
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相比，主观方面的限制更大。监狱由于长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社会发展不
同步，与社会理念不接轨的现实，监狱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往往落后于时代 ，对先进的管理理念接受较
慢。比如对保障罪犯合法权益不理解 ，甚至认为对罪犯的权益保护过头了等。 监狱警察作为监狱工作
的实施者、推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由于长期监狱工作经验形成的“重生产轻教育 ”的
惯性思维或者是心理定势，要想使之转换成以“教育改造为中心 ”的工作模式，还存在许多障碍，尤其是
要求监狱警察从思想理念、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的改变，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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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作为指导监狱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将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
展进步，监狱管理的理念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 。随着监狱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我
国的监狱工作必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
( 二) 发展路径
新修订的《监狱设计标准》为中国监狱形态的发展进行了规范，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监狱形
态也应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相适应。在发展路径的问题上，学界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发表
了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归纳： “一是建构论。这种观点提倡推出新的监狱发展规划、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现代化的监狱建筑，
并制定现代监狱制度来促进监狱现代化的实现。认为在监狱形态的发
展过程中，
抛弃不合理的制度因素，
吸纳先进的监狱管理观念，
对中国的监狱体制、规模、布局、管理理念等
进行变革，
推动实现中国监狱的现代转型。二是进化论。主张要想实现监狱形态的更新和发展，
遵循循序
渐进的发展思路，必须重视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制度优势，
重视监狱所在地先
进地域文化对监狱形态的助力作用，
强调通过制度引进和制度移植实现监狱发展的本土化，从而在与现有
制定长远的发展目标，
实现监狱形态的现代转型。三是移植论。认为监狱发展的
社会土壤融合的基础上，
理论和制度资源，
应从外国移植，
以西方先进的监狱理念和监狱制度，作为我国监狱形态发展的有效借鉴，
中国监狱的未来发展形态也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蓝本，全面学习西方国家的监狱学理论和监狱实践。四
是本土论，
又称本土资源论。认为我国监狱形态的更新和发展，
应以中国的传统监狱文化和惩罚精神为基
并在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监狱理念和监狱制度之间，
构建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
点，
狱。五是一元论。认为监狱形态的发展路径应着眼于监狱产生的根源和监狱发展的本质，因为监狱制度
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
监狱形态的发展和革新依赖于国家行动的合理化，以及监狱法律体系的完善。监
狱无论在任何时代都首先是一个‘惩罚之城’，
它必须依赖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撑，
而无论社会发展得多么成
熟和有序，
自发的社会机制永远不能满足惩罚的现实需要。对于罪犯而言，只有强制剥夺其权利和自由，
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六是多元论。认为监狱不是一种国家制度，而是一种社会实体，监狱形态的更
新和发展依赖的是社会诸多因素和非正式规则。监狱所代表的是规范权力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的资
源。对于罪犯的矫正和教育不能仅依赖法律机制，
而是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监狱网络’。因此，
监狱形态
［10］
”
的发展应根植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中。
在诸多观点之中，建构论的观点深受我国学者青睐，成为获
得认同的共识。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
从不同的侧面对监狱形态的发展进行了构建，可以说，为实现监狱形

态的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有自身的弊端和缺陷，任何理论设计都离不开客
观存在的现实。我国监狱形态的发展路径也必须广泛吸纳各种理论的优点，同时要和我国的社会文化、
社
法治水平等紧密结合。为此，
中国的监狱形态设计应在四个方面有所建树：
会经济、
一是监狱形态的设计理念要与监狱的管理理念高度融合 。监狱首先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对罪
犯的管理和矫正教育，必须保证社会公众所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其次，监狱是社会法治和文明进步
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监狱形态是社会形态的晴雨表。为此，监狱建筑设计首先要与社会发展和现代
刑罚理念相同步，和监狱所在城市的文化、城市风格、人文品性相协调，彰显人类文明的阳光同样照耀在
罪犯身上，克服监狱形态与城市整体不和谐的思想 ，树立监狱与其他城市建筑和谐共存的理念； 克服监
狱设计和建设追求“唯安全论”，赋予其人文主义精神，发挥监狱形态多功能的“场效应”。
二是监狱形态的功能要和现代刑罚的品质相一致 。在监狱形态设计上，要突出矫正教育的思想，要
满足监禁和改造的功能需求，要使监狱的整体环境尽量与社会环境相接近 ，使罪犯避免由于过度的监禁
导致监狱化，或出现监狱人格，或产生拘禁反应，这些都是与监狱改造人和造就人的良好愿望相悖逆的 。
也就是说，监狱形态设计要满足罪犯复归社会的需要 ，这也是我国监狱改造人、造就人的根本宗旨。
三是监狱形态要突出文化内涵。在监狱设计中，应当更多地融入文化元素，构建具有文化思想内涵
的监狱。首先是强调监狱文化建设，注重监狱文化的影响作用，使监狱形态所体现出来的特有的价值
观、道德观、文化传统、人际关系、集体舆论、行为方式、物质形态等，对罪犯个性情感的培养、心理素质的
锻炼、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知识才能的增长等，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次是强调文化监狱建设。 文
化监狱的内涵主要是指与监狱管理有关的价值观 、态度、信念等人文内涵。 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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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监狱，是以文化理念（ 尤其是监狱文化理念） 指导而进行监狱建设，将监狱建设的方方面面文
化化，也即是将监狱从性质、职能、规划、建设、管理、制度、措施，到日常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氛围等等，
［11］
都要彻头彻尾地文化化，实行文化的管理、文化的感化。” 因此，文化监狱形态既是物质化的监狱，也
是制度化的监狱，更是理念上的监狱，同时又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监狱，具有人文关怀的监狱。

四是监狱形态的美学层面上，应突出综合性特征。首先，监狱形态的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在
监狱形态设计上结合了建筑学、美学、环境学、文化学、监狱学、矫正学、地理学等多种知识，是多种知识
综合产生的效能。其次，监狱形态是物化和文化的综合。在物化的监狱设计和监狱建筑上 ，要综合运用
监狱的造型、监狱的结构、建筑的立面、建筑的色彩、单体建筑布局、灯光设置等表现手法，使监狱建筑的
整体布局最优化，监狱建筑风格丰富多彩，从而体现文化风格。三是监狱建筑的综合布局。“建筑是凝
固的音乐”，除了满足其实用功能外，更要给人以美的享受。 因此，监狱内的每一个单体建筑都是整体
建筑的一部分，都必须做到协调有序，和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具体层面上说，要使监狱的每一个单
体建筑，都要在尺寸、比例、平衡、对称、空间、对比、色彩等元素上，形成监狱形态的具体表征，呈现出监
狱自身对安全、文明、庄重、威严、科学、实用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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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Prison Form from Different Ang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ision of “Designing Standards for Prison”
Li Chunqing
（ Henan Vocational College for Correctional Police，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prison has different forms with era characteristics，which contain different management ideas． The revision of “Designing Standards for Prison”offers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project
reasoning，decision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yout adjustment． Meanwhile，management concept it reflects mainly include such concepts as classified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ed management，moderate scale，
process management，security and stability，education-oriented reform as the main task，the police’s humanistic
care of the prisoners，guarantee of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risoners，etc．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ncepts will face with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fficulties． The form of prison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a single building． It also reflects the penalty concepts，the thought of rule of law，the soci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we thus need to explore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design of prison form．
Key words： prison form； classification settings；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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