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第 2 期( 总第 142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识别的心理分析

①

———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
王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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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说谎是人的天性，侦讯中贪污贿赂嫌疑人虚假供述呈现自愿、屈从、内化多种样态。趋利避
害的本能，高的智商、情商，位高权重、专业、一对一隐蔽性等特征，使嫌疑人供述更具欺骗性，侦讯难度
摘

更大。实践中侦查员对“承认所做之事的陈述 ”内心确信度很高; 而对“否认所做之事的陈述 ”多有质
疑，两种有悖常理的例外，恰恰挑战的是人的经验、思维定势和认知判断能力。经验与思维定势，既体现
技能、水平，又易导致偏差、错误。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一切皆有可能，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真相只有一
个。把握贪污贿赂嫌疑人的情境心理，借助心理学讯问技术、不失为破解侦讯难题一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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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虚假供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刑事案件的侦讯之中 ，而贪污贿赂犯罪很少涉及。 一方面
是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是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势的影响 。 所以人们很少关注嫌疑人有
［1］
没有冤情。而且侦讯中情境心理实证研究 也很少。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侦查员的侦查素养，
减少认知偏差发生，增强破获贪污贿赂犯罪案的能力。

一、虚假供述内涵及价值取向
虚假是指不真实。供述是陈述的一种，是嫌疑人借助言语以表达自己的经历或思想的一种方式 。
虚假供述又谓之不实陈述或虚伪陈述以及虚假自白等 。单从字面意思上看，虚假供述就是嫌疑人对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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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检察院随机抽取 37 位一线侦查员进行半结构访谈，并发放开放式问卷调查。通过访谈发现： 反贪干
① 课题组在河南省各地市、
警更愿意接手取证及证据固定都较容易的贪污案件，认为贿赂犯罪侦查中线索少，通过口供获取的证据线索的致命弱点是不稳定、易反
复，证据固定的难度、风险都比较大。问卷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讯中存在的问题”项侦查员给出的答案是： 线索查找难、取证难、突破
难。贪污贿赂侦查的瓶颈问题是： 技术侦查跟不上、侦查手段缺失，初查手段难以适应办案需要（ 缺少初查证据） ，看守所泄密严重、领导
干预等。同时，调查中我们不断感受到侦查员对掌握侦查技术以证实犯罪的心理需求以及侦查谋略认知、应用的迫切愿望。这种需求、
愿望，在随后的问卷中也得到验证。针对“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识别虚假供述的？”统计结果： 通过肢体语言和神情识别的占 29% ； 利用讯
问技巧、证言发现利用矛盾、反复提问、转移视线等方法识别谎言的占 29% ； 利用物证识别的占 35% ； 利用逻辑推理识别谎言的 24% ； 不
会识别的 1 人占 2． 7% 。从调研结果看，肢体语言、侦查谋略方法以及物证各占 30% ，如果把肢体语言也归于侦查谋略，贪污贿赂犯罪侦
查中应用谋略识别占据六成的高位。侦查员对证实贪污贿赂犯罪的强烈的心理需求与迫切愿望，可能影响对虚假供述的客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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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过去经历或未经历过的事情做出的否定与肯定的不实陈述 。这种不实陈述有故意为之，也有无意为
之。人们普遍认为虚假供述就是说谎 ，是嫌疑人针对指控说谎。蒙田在《论说谎 》中谈到说谎就是说违
心话。那么虚假供述应该包括“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承认自己未做过的事 ”两部分，当然地排除了承
认自己做过的事和否认自己未做过的事 。中西方虚假供述都体现在法律规范与研究方面，都倾向于通
过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对嫌疑人的心理强制、重压方面予以保障。
虚假供述实质上包括有无虚假的事实存在 、有无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存在以及具体内容三个层面 。
把握虚假供述应从供述有无虚假事实 、是否有意志自由以及心理特征三方面进行评价 。
第一，审查判断供述有无虚假事实存在 。其中虚假就是行为人将其经验予以歪曲 、扩张、减少、润色
或冲淡。因而虚假供述应该包括承认未为之事的陈述 、夸大未为之事的陈述、部分否认已为的陈述以及
添油加醋或避重就轻的陈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供述与辩解来表达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陈述 。
其中供述和辩解意义不同，供述字面意思和立法者的本意是指承认有罪的陈述 ，而辩解则是针对指控所
做的无罪、罪轻的陈述，是对指控事实的否认或部分否认。司法界理解的虚假供述，则包括各种意义上
的谎言。比如，有意供述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情况和材料 ； 故意否认实际上存在而自己又显然知道的事
实； 对已经知道的案件事实中的某些情节 ，虽明知应该供述，但却故意回避只字不提； 当侦查人员问及有
关事实和情节时，借口遗忘而拒不供述明知的事实。 其中，包括“不承认指控之事 ”的陈述，理由是“已
经做了，还不承认”就是说谎。这种建立在有罪推定基础之上的推理 ； 没有考虑到无罪的可能。 试想如
果嫌疑人没有为所控之事，否认岂不天经地义，承认反而为虚假陈述。因而笔者认为应该把“不承认指
控之事陈述”排除在虚假供述之外，才是最为公正的选择。其次，沉默权是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而设
计的，属于正当权利范畴。虽然有罪嫌疑人否认已犯之罪可以不追究 ，但法律并没有赋予嫌疑人说谎的
权利。正如米兰达规则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的同时 ，还限制了其陈述的自由度，即 “…… 但你所说的所有
的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沉默权、不得自证其罪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规则的确立 ，
从制度层面规范了侦查行为，据此，司法实践中虚假供述应该把“否认指控事实的陈述”排除在外。
第二，客观上有无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 。西方学者认为虚假供述包括由供述需要诱导的供述 ，或故
意伪造供述，或者供述内容与事实不符。 之后柯夫舒等人把虚假供述只限定在承认“未为行为 ”的陈
述。也就是说“实质是当供述者对犯罪行为进行具体供认时，要么没有犯罪，要么对犯罪行为一无所
知”。那么影响人的意志自由的因素有哪些？ 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挑战人体极限的因素、挑战人自然
理性的因素以及挑战人应有权利的因素 ，都可能影响人的自由意志。 一是超越生理极限的行为。 希克
勒等详细分析过拘押场所自然环境影响嫌疑人心理状态的途径 。社会隔离、丧失感、疲劳、饥饿、缺乏睡
眠、身体和情绪痛苦、威胁等都是影响嫌疑人作出任何决定和陈述可靠性的有力因素 。二是作出根据法
律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即所谓的诱供。这种承诺，影响左右了嫌疑人的意志自由。 调查发现： 实践中侦
查人员关于坦白从宽的承诺没法兑现 ，这实质上是超越法律规定的承诺，德国刑事诉讼法是明令禁止
的。三是语言的暗示，包括催眠、洗脑等影响人意志的自由的技术 。四是有无精神能力。即由于自身的
生理心理障碍，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能力。比如，智障、精神分裂等。这些因素导致判断力削弱、精神混乱
和定向力障碍、暗示感受性提高。最终会影响到嫌疑人供述时的自由意志 。
第三，从嫌疑人社会心理特征上看，心理学界把虚假供述分为虚构、强迫———顺从、强迫———内化；
英国的古德琼森又根据压力的大小 ，把虚假供述分为自愿型 （ 内在的压力专指虚假供述的心理需求 ） ；
［2］
压迫———内化性（ 监禁———非监禁压力 ） ； 压迫———依从性 （ 监禁———非监禁压力 ） 。 其中，强迫与压
迫有程度上有区别： 前者强调客观影响，后者强调自主能力； 后者进一步扩大了嫌疑人权利保护的范围 。

再者，导致虚假供述的直接的压力源就是内在的心理需求 、监禁与非监禁。这三种情况行为人的心理状
态各不相同。虚构是完全自愿的，有悖常理、自然理性的行为，这样的虚假供述更多的是满足其变态的
心理需求。此外，对于有辨认障碍、控制障碍的行为人来讲，其虚假供述的动机并非故意，但存在感知觉
障碍、记忆障碍、意识障碍以及思维、意志、情感等障碍，影响嫌疑人的精神能力。而顺从、内化则是强势
讯问压力之下嫌疑人的异常反应 。这两种心理与第一种相比，排除行为人严重障碍的情况，但不排除外
力影响之下的一般心理障碍存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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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贪污贿赂犯罪虚假供述的归因分析
( 一) 经济人、理性人的本能
首先，贪污贿赂犯罪人否认已为之事，这是最容易理解的行为。因为趋利避害、求乐避苦，获得利益
最大化是人自我保护的心理本能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建立在这种本能需求的基础之上 ，而且都受这些
本能的驱使。所以犯罪嫌疑人否认所犯罪行，也是非常自然之事。而无辜者否认指控的情形，更是理性
人生存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其次，难以理解的是，人怎么会承认自己未为之事？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
会承认自己未为之事？ 这些问题同样可以从趋利避害、人求乐避苦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来分析。 一
是羁押期间的瀑布效应压力。贪污贿赂犯罪人从社会精英沦为阶下囚 ，从自由状态到禁闭羁押状态，巨
大的心理落差是其消极心理、对立情绪的主要压力源。二是环境重压之下，嫌疑人的人格扭曲，导致习
得性无助。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实验 ，进一步印证了环境压力对囚犯心理的冲击力。 该实
验选取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扮演看守与囚犯 ，目的是揭示特殊角色、特殊环境下人的行为心理变化。结果
实验却因囚犯扮演者无法忍受压力而终止 ，而且他们还出现不同程度人格扭曲。 如，对权威的奉守、顺
从等，甚至有失去自主性、去人性化倾向。再次，欲求被剥夺，激发攻击本能。 心理学视角下，人的需求
与情绪的好坏密切相关。当嫌疑人地位、金钱、权势都化为云烟，原有的正当需求被剥夺、无从满足时，
直接诱发各种负面情绪。进而激发嫌疑人的各种类型的攻击行为 ； 包括指向他人、社会怨言、仇恨； 也包
括指向自己的攻击行为，就演变为破罐子破摔，逢控必认的虚假陈述①。
( 二) 虚假供述的社会心理学依据
从人的社会属性上看，社会人需要和追求认同，找寻归属感、安全感、需要获得尊重进而实现自我价
值。所以获取认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避免痛苦是犯罪人的共性。在这种社会需求驱动下，说谎、从众
动机下的虚假供述自然而然产生 ，具体分析如下：
1． 谎言的生理、心理机制。
首先，随着生物的进化，人类的大脑皮层越来越发达，但它变得越来越不“真实 ”，说谎成为社会生
［13］
活中的一种常态。研究发现，谎言有个体模式和关系模式 两种。一般来讲说谎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
需要而主动欺骗他人的自然、非自然行为，这就是个体模式。 这种模式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体现为反侦
查、反讯问计谋的使用，排除一般犯罪中一些变态的、无聊的、非理性的犯罪游戏行为。 其次，是在一种
特定情景模式下的谎言模式，如，阿希著名的从众实验就是验证关系模式下的谎言 ，个体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冲突，选择牺牲个人主见，与群体保持一致并获得群体认同的一种谎言 。在讯问情境中双方心理交
锋，嫌疑人掌握主动权的、能动的谎言与主动权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的被动谎言是两种场 、两种博弈。
前者是嫌疑人占据主动，侦查人员遭蒙蔽； 后者是嫌疑人不堪压力而说谎，并没有受骗人存在。 在侦查
阶段，这种谎言被用来解释无辜犯罪人的虚假供述 。嫌疑人的这种被动谎言，纯粹是侦查员强势讯问的
结果，与个人智商、情商无关。
2． 虚假供述的构成要素。
［14］

在心理学中，产生虚假供述主要被描述为自愿型、强制依从型和强制内化型
体表现如下：

三种心理依据。 具

第一，获得关注的变态心理、无意识状态下的自罚补偿、有智障和精神分裂症、愚忠、希望宽大处理。
心态是人心理活动的大背景，行为人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在心态这一大背景下发生 。人的精神状态、反
应的能力直接左右人的心理活动 。监禁的压力、侦查员的强势、语言的暗示，都有可能影响到嫌疑人的
精神状态。另外，从心理变态的内涵上看，当行为人出现辨认障碍和控制障碍，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
行为时，就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有精神障碍的嫌疑人是非理性的嫌疑人。 其虚假供述是指带有精神
①

高广泛焦虑的个体的注意偏向是对情境刺激的注意转移困难，而在不确定情境下，也会对情境性刺激的直接的注意敏感性。杨

2011 年 2 期。
智辉． 广泛焦虑的个体的注意偏向［J］． 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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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性特征、具有夸大犯罪事实、炫耀等行为表现。如果贪污贿赂犯罪人存在两类障碍或其中一类障碍，
则视障碍程度的轻重，对虚假供述作出评价。只有侦查员辨识能力提高了，才能减少对虚假供述的误判
（ 断） 。因而，其辨认、控制能力有无障碍是评价其责任能力的重要标准 。 在美国，辩护律师可根据邦尼
规则对精神错乱做无罪辩护。
第二，讯问情境压力下的心理扭曲。首先，德国心理学家勒温的心理场论，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人
格与周围情境的函数 B = F（ P，E） 。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直接影响、决定个体的行为。 据此，虚假供述就
是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羁押状态下，针对各种样态讯问的心理反应的产物 。因而，虚假供述需考虑主、
客观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个体共性的心理本能、特质以及特定环境影响下的情境心理等因素。 其次，
情境与心理相互作用论。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告诉我们嫌疑人虚假供述产生的心理机制 （ S—O—Ｒ） 。
包括内化机制（ S—O，Ｒ—O） 和外化机制 （ O—Ｒ，O—S） 。 其中，S 是表示外界刺激，O 是表示内在心理
结构，Ｒ 是表示外在的行为反应。S 影响 O 决定 Ｒ； 反过来 Ｒ 强化、弱化 O，O 又影响对 S 的选择、取舍。
为了逃避重压和无法忍受的环境刺激 ，嫌疑人只为获得即时利益，作出虚假供述。所以各国刑事诉讼法
对产生虚假供述条件的限制，就是依据人心理活动的规律设定的 。
第三，无辜嫌疑人的虚假供述的动机、暗示、从众心理。一是在失去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
己当时的利益而为的行为； 二是为了工具性获利的目的。为了工具性获利而进行供述后，持续不断的提
问就会继续下去，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就会被显然相信其有罪的侦查人员搞得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迷
惑。
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犯罪 ，经过细致入微的讯问与言语暗示、潜移默化之后，嫌疑人
由怀疑到最终确信自己“犯罪 ”。 不仅做出供认，而且逐渐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其机理是从众和受暗
示，往往人在一种高度易受暗示性状态下，“真和假在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上变得极易混淆 ”下面的实验，
1997） 将受试者分为数组，先是共同观看一段汽车相撞
可以证明讯问中暗示的影响作用 。实验（ Loftus，
的意外事件录影。之后主试以不同的语气向被试提问 。对一组问道： 据估计，两车“撞毁 ”时，其行车速
度是多少哩？ 对另一组则问道： 据估计，两车“相撞 ”时，其行车速度是多少哩？ 结果显示： 有“撞毁 ”一
词组，答案 40 哩以上，“相撞”字样组，答案是 30 哩以上。 一周后，所有被试再测。 问： 上次观看的“交
通意外事件”，汽车上有没有撞碎玻璃（ 看过的影片中根本没有撞碎玻璃的事实 ） ？ 结果发现： 原“撞毁 ”
一词组，有 30% 以上回答有； “相撞”一词组的被试 14% 回答有。 该实验也可从侧面证明语气不同、诱
导暗示语不同，足以误导贪污贿赂嫌疑人作出虚假供述 。
从心理学原理上看，心理是内隐的，行为是外显的，心理决定行为，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 实践
中，我们很难把握人的心理、改变个体的行为，不过我们能够改变的是，造成嫌疑人产生虚假供述的外在
环境，因而实践中尽量减少外界压力源 ，减少、避免虚假供述的发生。
( 三) 嫌疑人特质与情境心理影响作用
第一，贪污贿赂犯罪人的定势心理影响 。定势分为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两种。 这两种定势在嫌疑
人身上表现为： 或摆出仰脸看天的官家势、或东拉西扯摆龙门阵，不进入讯问角色。 其次嫌疑人的定势
心理与说谎的行为习惯密切相关 。虽然，人都会说谎，但政客说谎张口就来。贪污贿赂犯罪人或是曾经
身居高位或要职，或事业上的成功人士； 或有钱有势、或人脉广、圈子大，或向上讨好、邀功、放卫星、向下
恩威并用，或欺或瞒，八面玲珑。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定势自然成。有罪嫌疑人双规和被指控犯罪之
后，由原来的享有特权呼风唤雨，到沦为阶下囚，经历了大起大落，形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但应对讯问
时，其特质定向与情境定向相一致，自恃甚高、自以为是、或狂妄自大特性，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
［15］
来 。比如成克杰案，侦查人员回忆讯问期间他的表现，成克杰多次声称： “我这个委员长能任劳不能
任怨，谁要搞得我不舒服走着瞧！ ”足见嫌疑人不可一世的定势心理。 此外，这种定势心理还表现为粉
饰自己、不甘寂寞，或否认犯罪，或避重就轻。
第二，贪污贿赂犯罪人悔罪心理影响。嫌疑人自由受到限制，将要直面罪行以及受到惩罚，因而失
落、恐惧、侥幸、悔恨心理和泄压的冲动交织在一起 。嫌疑人感到大势已去，继而针对其父母、孩子的罪
责感和良心的谴责，也有作出虚假供述的动力。在场被动模式中，如果侦查人员已确信嫌疑人是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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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嫌疑人在讯问中的陈述，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得到周围支持。也就是说嫌疑人迎合场的压力而说出
［16］
的谎言注定不是被揭露而是被支持 。
实践中贪污贿赂嫌疑人承认未为之事的虚假供述的比率有多高 ？ 一般情况下，如果被讯问的嫌疑
人有罪的基本比率很高（ ≥95% ） ，即使仍然强制供述，那么发生虚假供述危险还是很低。 相反，如果有
［17］
罪的犯罪嫌疑人基本比率很低 （ ＜ 50% ） ，虚假供述的危险就大大增加 。 现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中，还没有曝光、纠正过冤假错案，这与贪污贿赂犯罪率高，发生虚假供述的危险低可能有关 。

三、识别贪污犯罪虚假供述的心理学方法
( 一) 识别虚假供述的心理学方法
根据我们的调研，反贪一线侦查员，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最需解决的问题 ，总结为： 一是扩宽获得取
信息渠道。加大信息量初查要做实，掌握大量信息（ 线索） 。 二是侦查技术、心理谋略等手段缺失问题。
其实质也是对侦查谋略、测谎、读心之术的需求问题。三是提高侦查员的侦查素质、水平。 在心理学的
侦讯方法中，无论是测谎，还是与身体语言和微表情相关的读心之术 ，他们都是根据人生命的自然反应
来把握人的情绪心理的。
在虚假供述识别时，需要把握读心术就是两个“走 ”字： 一是走近。 是距离上或资料上的近距离接
触或直接物证的掌握。二是心理上走进，了解他为什么会在某个问题上有异常反应 ，心理为什么会出现
冲突，为何冲突等。循着这些线索铺展开来，就会加大掌握的信息量，证据的发现与固定就有了保证。
1． 嫌疑人虚假供述的测谎仪筛查。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检察系统的反贪部门，几乎都有犯罪生理心理测试仪，同时都有部分侦查
员参与测谎的操作培训。这是难得的鉴别虚假供述的资源和技术 。侦查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各种线索
的过程，贪污与反贪污就是一种博弈，谁掌握的信息多，谁的侦查谋略多，谁就能在那场心理交锋或博弈
中占据主动。对于测谎仪一般人有这样的误解 ： 认为测谎仪就是测行为人是否说谎，其实，测谎就是测
真，测谎仪测的是行为人是否知情。测谎正是建立在测查行为人是否知情基础上 ，对犯罪是否知情的筛
查就是帮助审查判断证据①。在英美国家，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事先都要进行测谎筛查。 如果不
能通过测谎，侦查员就有了有罪的基本判断。美国的心理学家查尔斯 · 汉斯说过： “我测试过很多精神
1998） ［18］ 课题组认为应
病患者和杀人犯，当他们说谎时，他们都不能通过测试。”（ Honts，引自《圆滑 》，
根据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实际，参考国外的问卷、经验，编写设计测谎问卷，并通过筛查，寻找更多的破案
线索。测谎仪鉴别针对指控的否定时，可根据双方的反应来判断。有罪的否定，他的思维过程增加了相
应的环节，如“找出虚假供述之谜需要解决谎言是什么 ； 承认犯罪的心理机制； 编制虚假供述； 以谎言展
［19］
开的自白” 等四环节，反应时加长； 而无辜者的否定则完全不同，推测会有所不同。
2． 触动心灵的动态观察。
观察法是心理学方法中最常见、最实用、最易操作的方法技术。 观察法包括客观观察和自我观察，
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等。其直接观察就是在讯问实践中的察言观色 ，观察行为人的外部表现，包括身体
语言、非言语行为、表情、微表情等。
第一，做一个细心、称职的观察者。面对犯罪案件侦查中虚假供述识别难度大的特点，首先要从细
微处和周围环境中去观察。弗洛伊德说过，如果一个人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他确信没有一个凡人能
保守住秘密。如果他的双唇紧闭，他会用指尖交谈，背叛无孔不入。FBI 侦破专家的《FBI 教你破解身
［20］

体语言密码》一书中，观察占据首位，而且不同视角的观察也占据读心的首位 。 在我国观察法的应
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的“五听”： 一曰辞听； 二曰色听； 三曰气听； 四曰耳听； 五曰目听。 通过五听，察
言观色帮助确定口供的的真实性 。另外，清代衙门口的对联也概括了讯问中察言观色的重要 ： 听讼当审
事实，观色伪，则自然曲直分明； 断案须采言词，察心理，庶不致是非颠倒。 上联强调了“观 ”，下联强调
①

根据最高检 1999 年对四川省检察院的批复： 测谎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审查、判断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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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察”，可见观察在讯问以及询问中的重要性 。
第二，了解情绪特征及其反应。情绪就是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态度的体验。 嫌疑人自然
的情绪反应，也可能暴露其内心需求，让谎言泄底。实践中两种供述不太好区别。针对屈从与内化两种
状态下的虚拟供述，有罪嫌疑人否认已为之事与无罪嫌疑人否认未为之事的供述的识别 。首先，有罪嫌
疑人有三种谎言是说谎者最难摆脱的： 一是担心被识破的恐惧感； 二是说谎的罪恶感； 三是欺骗的快
［21］
感 。嫌疑人在讯问中的行为表现，或恐惧，或内疚，或满足。这三种情绪通过身体语言和微表情的观
察，可窥见端倪。除此之外，针对指控的否认，嫌疑人情绪都很激动，甚至出现愤怒。 但同为愤怒，有罪
的与无辜的嫌疑人的愤怒不同。无辜嫌疑人是真的气愤，有时还会被激怒，因为他们对被指控或怀疑的
犯罪是无辜的。有罪的嫌疑人会假装愤怒。 两种愤怒很难区分，其不同在于，无辜者愤怒持续时间很
长，而有罪嫌疑人维持这一情绪状态是很难的 。其次，在间接观察中，谈话就是最基础有效的观察。 同
时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作品分析等方法了解职务犯罪人的心理 。甚至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侦查中任何
方法、谋略都是为了观察，提高侦查员的识别、判断和推理能力。
第二，观察基线行为的把握。虽然对于生命的反应规则，各个种族的人都不例外，但是每个民族每
个人，又都有自己特有的反应模式。侦查员需要在讯问、与嫌疑人互动时寻找基线行为。并且需对行为
人基线行为与特定情境中的反应进行比对，才能找出异常的行为反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线行为
（ 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当嫌疑人的行为违背了基线行为时，这就代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 讯问时一
个人行为的变化很重要，它会告诉我们行为人的思想、情感、兴趣和意图。
第三，认识普遍存在的身体语言与微表情线索。 应鲍、瑞德和伯里克在其《侦查技巧和技术 》一书
中，认为说谎的行为线索包括姿势变化 、视线转移、下意识动作 （ 敲打后脑勺、摸鼻子、拉拉头发、把衣服
上的线头等） ，说话时把手放在嘴上或眼睛上，藏手 （ 把它们放在身下 ） 或者藏脚 （ 把它们放在椅子
［22］
。其实，人体就像一个布告板，通过手势、姿态、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向人们传达一个人的思想。
下）
［23］
留心观察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语言、一举一动 …… 就会发现是它们出卖了我们的性格 。Ekman 认为
破绽和说谎的线索比比皆是： 表情变化、身体行为、声调变化、口水的频频吞咽、呼吸的深浅变化、说话停
顿或打结、口误、微表情、肢体动作的失误等，都会泄露说谎的蛛丝马迹。比如，频繁的眨眼，又叫视觉阻
断，是在行为人感觉受到威胁或碰到不喜欢的事情时的身体反应 。这种身体语言和微表情的心理依据
就是行为人的心理与情绪。心理决定行为，心理需求左右情绪，情绪的外化就表现为身体语言和微表
情。
第四，识别职务犯罪人“转移”与“遗忘”的例外线索。蒙田认为： 说谎就是说违心话。 既是违心，违
的是个人内在的正义、良心。一般说谎的人会产生恐惧、内疚、罪责感和快感等情绪线索，不过经过时间
越久，消极情绪的反应越不明显。司法实践中，一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时距离实施该行为已过 10
20 年之久，行为人难免会存在遗忘、错构的情况。 因而一些庭审现场直播的犯罪案件，被告人并没
年、
有愧疚、罪恶感等情绪线索。如果假定事实存在的话，被告人的无情绪线索只能用“转移 ”和“遗忘 ”来
解释。其遗忘的心理依据是： 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虚假事实的相信 ，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
不断重复强调的结果，行为人也会确信不疑。加之，中国传统仕文化的影响，职务犯罪人与一般的抢劫
杀人、强奸等刑事犯罪人相比，更少罪责感、良心的谴责和内疚，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变态的自豪感 。
3． 自由联想法的应用。
调查中我们发现，侦查员普遍反映案件的信息量太少 ，线索少、取证难。自由联想法讯问法，能够拓
宽信息收集的范围，在不经意中暴露出更多的心理或线索 。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侦
查员，他们办案经验丰富，又善于总结，一些难以攻克拿下的硬骨头，在聪明的猎手面前，乖乖就范。 其
中屡试不爽的招数①，就是让嫌疑人放开了就看似无关的问题倾诉、侦查员认真地倾听，既能减少其负

导致嫌疑人供述的动机、情绪和行为增强。汪玲等． 特质性与情境性调节定向匹配效应的
① Higgins（ 2007） 提出的调节匹配效应，
2011 年第 5 期。
一致性［C］． 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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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①，满足职务犯罪人虚荣心，又能声东击西掌握更多的信息与线索 。 言多必失，出现破绽，自然无
法圆场。
4． 故事（ 供述） 复述法的应用。
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 陈述必先经知觉、记忆等心理活动才能实现。首先嫌疑人必须经历或从整体
上了解被控事实； 其次通过编码、记忆、保存在大脑皮层中； 最后在一定情境中把它再现出来 。嫌疑人如
实陈述包括经历、记忆的保存和再现，而谎供的思维过程，又增加了四个环节： 一是想一想什么是真实
的； 二是估计一下对手； 三是编制出谎言； 四是琢磨一下用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出来。 因而虚假供述有罪
嫌疑人需要感知、内化两种不同“事实”，一种是真实的情形，另一种是虚假的情形； 需要两份记忆，承担
两种“事实”保存、遗忘与再现。最终真假混淆，使供述出现矛盾。 这众多的环节、反应时间加长，为识
别虚假供述提供了帮助。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编制与案情类似的故事，让嫌疑人复述，当他记不起
来时，会根据以往的经验编制一些情节 。结果会出现嫌疑人供述的穿帮，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甚至可
以根据嫌疑人的口供，改变次序从后到前进行复述，如果是有罪嫌疑人，谎言可以不攻自破。究其原因，
Ekman 认为一是无法预知什么时候需要说谎 ； 二是说辞变得不够周全，无法应付形势的变化； 三是不记
得自己讲过的说辞、拙劣的说辞，都很容易成为线索，导致谎言穿帮。
5． 九步讯问法的应用。
九步讯问法又称里德方法，是英博、里德等人依照人心理演变的规律，设计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讯问
程式。里德是主要的践行者。这九步包括提出正面指控、展开审讯主题、阻止再次否认、反驳异论、抓住
注意力、控制消极情绪、提出问题选择、查明犯罪细节和制作书面笔录。 这种方法要体现出侦查人员的
全程把控，以及讯问过程的主动权。这是一种高效、规范、强势的带有心理强制意味的讯问方法。 对于
缺乏侦讯经验的侦查员来说，应用讯问的程式，有利于把握讯问的主动。它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心理学讯
问方法，但带有一定的心理强制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虚假供述，使无辜者被犯罪的可能发生。 但作为
贪污贿赂犯罪人来说，这种被犯罪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且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针对腐败案件，甚
至推进“诱惑侦查的方式”，这种心理强制方法因而会有被广泛应用的空间 。
( 二) 远离路西法效应
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实验中，另一部分扮演狱警的大学生被试 ，其间心理同样发生扭曲。他们对囚犯
具有侮辱、攻击行为，甚至使用暴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后来津巴多把“狱警 ”的这种行为变化，以圣
［24］

经中的天使路西法命名，把路西法从天使变成魔鬼撒旦的过程描述为路西法效应
解读为心理定势，心理定势中的偏见就是认知偏差 。

。 这种效应也可以

费尔巴哈认为：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信仰某种实际上至少跟他的思维能力和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
［25］
西，那么每一种信仰方式就都同时是一种思维方式 。 个人从事某种职业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定势，
进而演变为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 。侦查员对揭露和惩治犯罪的职责的信仰，也决定其与之相关的思维
84% 的被调查者认为当是
方式。调查中针对“你希望你办理的案件以无罪结案还是以有罪结案 ”选项，
有罪结案，只有 16% 人选择“实事求是、看压重、看工作需要和疑罪从无 ”。 理由是既然立案，说明嫌疑
人存在问题。由此可以推断，侦查员在揭露与惩治犯罪的同时 ，必然伴生相应的认知偏差。
人的知觉具有选择性，不同专业或职业的信仰，决定了不同的选择。 同样是“调查一个事实 ”，心理
学家会问： “……可能性是怎么样的？”相反律师、法官和一般人会用是或否、对或错这样的方式思考问
［26］
题，这是法律制度对超经验直觉的依赖 。 再如，如果我们问心理学家、侦查员、律师和法官同样的问
题：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判断真实？”每个人都可能说要看证据，但是每个人确定证据的方法是不同的。

心理学家根据经验性观察做出回答 ，他们认为真实就是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 0． 05 的水平 ） ，它意味着如
果某种结果是不到 5% 的可能性发生，就可能是偶然地或巧合地发生。
如此这般，要想避免定势的负面影响，减少认知偏差，唯一的途径就是以开放的心态，引进、丰富、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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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自己的思维方式。侦查员利用自己职业的优势，寻求发现新的途径与方法，取长补短，同时，借鉴心理
学这种经验性观察方式，侦查员对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认定 ，揭开虚假供述者的面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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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False Confession Ｒecognition of the Suspect
—Take th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 as An Example
Wang Yaoshi1 ，Lü Ｒuiping2
（ 1． Guancheng District Procuratorate，Zhengzhou，Henan 450002； 2． School of Criminal Judicature，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Lying is a human nature． In investigations，the false confession of th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suspect
presents to be voluntary，submitted and internalized． Features such as instinct to take advantage and avoid disadvantages，high IQ and EQ，high position and power，being professional and one-on-one concealment，make
the suspect’s confession more deceptive，which makes the investigations to be more difficult． In practice，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rverse exceptions： the investigator tends to have more assurance of “confession statements”
and usually questions “the denying statement”，which are the very challenges of people’s experience and
mind-set and cognitive judgment． Experience and mind-set judgment can reflect one’s skills and levels，and also can easily lead to deviation and error． In the boundless world and life，everything is possible． But if we carefully investigate and eliminate the false，we can finally find the truth． Using the psychological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to grasp the psychology of th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suspect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crack
tough problems in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corruption； the suspect； false confession； psychological；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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