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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刑事和解的赔偿减刑
高永明
（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要： 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嫌疑，导致一种普遍的误解。 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根本在于法治理
念的传播，而不是表面上法律条文的诵读。因而和解的有效运转需要从理论上诠释“赔偿减刑 ”的正当
摘

化依据。在逻辑上，“花钱”无法“买刑”，在“花钱买刑”的背后是刑事和解与时下正在推崇的程序本位
及程序自治背离的实质。刑事和解能够减刑的一般性正当依据在于，和解针对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性
以及此中具体正义实现的功效。刑事和解赔偿减刑正当性的规范性依据在于，“刑事赔偿 ”已具有承担
部分刑事责任的属性，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下，相应地要求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在确立
非刑罚处罚措施作为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意义上，有必要在刑法中确立和解赔偿减刑的实体法依据，这
是和解赔偿减刑制度确立后对刑法修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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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自 2006 年后成为司法实务界试水的热点，以“刑事和解 ”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模糊搜
索有 2430 篇文章，自 2008 年至 2012 年连续四年每年发表的文章均在 400 篇左右，体现出其成为理论
研究的宠儿和近年的热点。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其制度构建基本完
成。由于此前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大量试点 ，无论制度的理论准备还是实践经验积累均已相对成熟 ，但
——和解总难脱离“以钱买刑 ”的嫌疑。 刑事和解后可以对犯罪人从
对该制度似乎总存在一种不信任—
轻处罚———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是“可以 ”从轻处罚，但实践中经和解的案件均无一例外地从轻处罚。
［1］
刑事和解名曰“刑事”和解，但实际只是民事赔偿责任的和解而非刑事责任的和解 。 因而缘何和解后

可以减轻处罚成为问题。研究发现，案由相同案情相似的案件，和解成功案件加害人被判处的平均刑期
普遍低于未和解案件，有的案件甚至相差一倍以上，如故意伤害案件和解与未和解的平均量刑比为 7． 5
∶17． 8，交通肇事案件之比是 4． 0∶8． 2，盗窃案件之比是 9． 9∶17． 1［2］，因而和解导致的量刑差异与量
刑公正息息相关。这或许是公众对刑事和解最纠结之处 ，也是刑事和解全部问题的焦点。 近来李天一
案件沸沸扬扬，日前有媒体披露说李天一已与受害女性达成和解 ，此论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
与普通民众担心的是一经和解会对李天一减轻处罚 ，进而本案在刑事和解的正当借口下脱离刑罚公正
的轨迹。事实上，自刑事和解制度酝酿产生前就一直存在对其赔偿减刑的质疑 。 针对此论一些媒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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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专门指出，刑事和解不是“花钱买刑” ，“刑事和解不等于以钱抵刑” ，中国政法大学为此还专门召开
过一次“刑事和解正当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 有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现实
［5］

合理性，而非理论上的正当性，同时在法律上，刑事和解以“赔”免“罚”，很难经得起法律逻辑的推敲
从现有文献看，能从理论上剔除刑事和解之花钱买刑嫌疑的未曾见到 。

。

单纯的“花钱买刑”即便是在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极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会完全绝迹 ，刑事和解
消除了“花钱买刑”的“赔偿———减轻处罚”的简单模式，真正做到被害与加害之“和”，在加害人真诚悔
罪的基础上，基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减弱乃至消失 ，可以对犯罪人减轻处罚。但这种解释仅具一般性
意义，这与一般从轻处罚情节具有的从轻处罚之依据并无二致 ，这种一般性解说弱化了刑事和解的地位
［6］
和意义。有学者认为将赔偿作为减轻刑罚的考虑因素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和社会和谐 。 但
此论仍缺少针对性解释而流于一般意义。 有学者借助法律经济学分析指出，赔偿减刑乃基于威慑补
［7］

充

，论证颇具新意。但赔偿减刑的理论自洽及法律逻辑似乎仍没有得到有效诠释 。
制度化刑事和解的建立，其正当性必须得到理论上的诠释 。基于消除一种普遍的误解，树立司法公

信力，保证刑事和解制度有效运转，对刑事和解赔偿减刑的理论诠释意义甚至是基底性的。 笔者认为，
刑事和解中“花钱买刑”的形式纠结在于其实质上的反程序自治矛盾 。 和解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在于，基
于刑事和解针对民间纠纷有效性解决和具体正义实现之功能 ，刑事和解之赔偿完成了部分刑事责任之
承担，因而应降低刑罚的量，减轻处罚。
二、刑事和解的纠结
( 一) “花钱买刑”的形式纠结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
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和解协议。无论刑事和解具体运作机制
如何，当事人均是刑事和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元素 ，是否愿意和解，达成何种和解协议，都取决于
［8］
当事人的意愿 。由此在刑事和解下，具体当事人成为决定诉讼进程的最重要因素 。 具体个体在诉讼
中的主体性，意味着诉讼程序尊重并理解个人 ，由此，个人主义成为正当程序的理论支点 ，在任何一种诉
讼形态下，诉争双方都只能是对诉讼结果存在对抗利益的具体的 、确定的个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
［9］

众

。从和解的可能方式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并赔偿损失，但被害人并不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谅解，也无法达成和解协议。在相反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即使不
［10］
能赔偿损失，被害人也可能原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而达成和解协议 。因而当事双方中被害人的
宽恕态度处于决定性地位。按照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 ，司法机关可以对和解协
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此规定，司法机关有决定和解是否有效并继续进行的决定权 。但事
实是，在有些情况下，和解是否合法并不是决定和解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 。 根据萨其荣桂调查的案件，
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强奸案件中 ，案件已经移送审查起诉，这时被害人推翻了原来的有罪指证，
称性行为是自愿发生的。后经检察官查明，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由加害方给被害人安排工作，并
［11］
让二人结婚 。检察官并没有追究伪证行为，案件没有被起诉，最终和解了结。 在该案中，和解的启
动、和解的内容等完全是由双方决定的 ，甚至抛弃司法机关并拒绝其参与。 事实上，基层刑事和解的运
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于司法机关而存在 ，在这类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谅解作为一种宽恕，赋予了主体间的信任及一种可接受与可期待的图景 ，它搭建起了主体间意志、情感、
［12］
行为的交流平台，从而为主体间自愿达成的契约的接受性确立了空间 。
在刑事和解中，判断加害方是否真诚悔罪往往要基于其是否积极赔偿来认定 ，即便加害方并不是真
诚悔罪，受害方往往也基于想取得赔偿金而与对方和解 ，即便被害人在内心并不是真正谅解加害人，但
此时在法律上、在诉讼上的表现是被害人“谅解 ”了加害人，司法机关据该种谅解对加害人宽宥刑罚。
此中的逻辑在于，在刑事和解中，经过赔偿，加害人“买到 ”了受害人的谅解———加害人即便赔偿，买到
的也只是“谅解”，而不是“刑”———刑罚决定权在法院那里，赔偿无法买刑。这样，赔偿也成为和解中至
4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1 期

关重要的一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认为，“为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需要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
适用范围，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说明和解不同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的意义在于其更有利于
化解当事双方的矛盾。在和解中化解矛盾的逻辑是加害人道歉 、赔偿，受害人予以接受，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只有在极为少数的情况下，即使加害人不赔偿但真诚道歉悔过的 ，受害人也会谅解加害人从而达
成和解。和解并没有真正终结诉讼，只是对犯罪人免于指控或从宽处理而已，但毫无疑问，和解通常会
终结当事双方的敌意状态，也正因如此，和解才“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 ”。 由此，刑事和解中首先以赔偿
方式帮助受害人，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传统司法主要关注于惩罚，并通过司法强制措施强行要求加害
人赔偿。刑事案件发生后，受害人、犯罪人以及在更广范围内的人可能会因为犯罪而受到一定的心理影
响，刑事和解通过赔偿损失能够修补关系裂痕 ，这成为解决这种心理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和解达成的
赔偿产生的功效并不是刑事司法程序强制性赔偿所能产生的 ，而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正式刑事审判
程序难以产生的。通过和解方式解决问题，使和解具有了转变处于冲突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相互对待
的行为方式的潜在功能，在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创建相互理解的关系状态 。故而，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
解决方式，并不是定位于减轻处罚，更不是用来代替刑罚的，虽然和解可以作为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 。
在加害人悔罪并赔偿的情况下，受害人真正宽恕加害人，双方达成和解。即便是受害人内心并没有
真正谅解加害人，但基于金钱赔偿的取得，在法律上甚至在外在表达上必须做出谅解姿态 。在司法实践
中没有达成和解———确切地说没有取得被害人宽恕的赔偿并不能减轻加害人的刑罚 ，单纯赔偿不存在
和解赔偿中基于宽恕而构建的交流平台 。宽恕是构成恢复性公正过程的一个重要成分，因为宽恕标志
［13］
着一个侵犯者的侵犯行为被抹去并且双方关系得到恢复 。由此，基于宽恕的和解赔偿显然并不同于
单纯赔偿，花钱买到的最多只是“谅解”而不是刑的减少。
( 二) 实质上的程序自治矛盾
“花钱买刑”的纠结只是刑事和解的表面，“花钱买刑”的背后是刑事和解与时下正在推崇的程序本
位及程序自治背离的实质。
历经数十年，程序工具主义在我国基本得到清除 ，与之对应的程序本位主义得到确立，对程序的独
立价值形成共识。基于我国重视实体法的传统和现实 ，程序本位主义确立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自治性 ，也
基于程序自治说明了程序的独立价值 。程序自治是指一种法律程序与其外界环境相对隔离的状态，在
［14］
这种状态下，程序自身的展开过程同时也就是程序功能的实现过程 。自治的程序创造了一个相对独
立于外部环境的“隔音空间”，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 ，来
［15］
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 。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参与者最后只能接受程序的结果，即
季卫东先生所言的“作茧自缚”效应。程序的实质或者程序自治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 ，其一
［16］
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裁量 。苦心构建的程序独立、程序自治如果遭遇返回原点的波折，
即难免出现问题。刑事和解程序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是反程序自治的 。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和加害双方真诚的交流和沟通至关重要 ，极端的情况如加害人无力赔偿但
真诚悔罪的，受害人仍可能原谅加害人并达成和解协议 。这种沟通和交流使双方真诚面对过去 ，并构建
积极的未来。由此，双方在沟通、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上，逐步谅解并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
性因素和人情化特征极其明显。这表明刑事和解并不倚重于诉讼程序的完整运行去解决纠纷 ，在和解
过程中原被告以及司法者获得了相对不同于传统的新角色 ，司法的“剧场化 ”效果在自主性更强的诉讼
各方参与下更加明显———这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作茧自缚”效应，当事人具有了不完全听从于程序来
决定命运的权利。这是由刑事和解双方沟通、协商的过程性特质决定的。在刑事和解运行过程中，双方
的商谈乃至妥协在更多时候离不开外界环境从而脱离了所谓“法的空间 ”———双方会基于伦理、习俗和
社会偏见等形成共识达至和解，主体的诉求已经突破了程序塑造的屏障 。因此，和解程序一定程度上回
归了纠纷解决的本源———由当事双方进行，而这无疑是反程序自治的。当然，在司法机关对和解进行审
查的前提下，和解的反程序自治性并不是绝对的 ，但至少，其偏离自治轨迹的痕迹非常明显。 上述萨其
荣桂调查的和解案件甚至在法外运行 ，但和解的结果仍得到司法认可。 因而，在“花钱买刑 ”的背后，问
题的实质在于和解的反程序自治性 ，这导致一种来自理论深处的恐惧———这或许是和解受到质疑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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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所在。
三、刑事和解赔偿减刑的一般性依据
( 一) 和解针对民间纠纷的有效性
按照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
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且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案件 ，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这限定了
该类案件适用和解的前提，即必须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根据宋英辉教授的
调查，进行和解的公诉案件并不限于上述规定 ，实际上还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聚众斗殴、信用卡诈骗等
［17］

案件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这类案件由于不属于民间纠纷，将不应再适用和解。 从娜嘉 · 亚历山

［18］
大总结的域外 13 个国家和解适用的主要领域来看 ，没有要求一定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 。“民间纠
纷”成为一个独特的中国问题，将和解限定于“民间纠纷 ”，也正是基于其针对“民间纠纷 ”解决的有效

性。
最早出现“民间纠纷”字样的是 1989 年 5 月 5 日国务院第四十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人民调解委员
会组织条例》，条例专门为解决民间纠纷设立，但没有限定何谓民间纠纷。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中也出现了“民间纠纷”的用法。对“民间纠纷”进行限定的是 1990 年 4 月 19 日司法部
出台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该条例第三条规定，民间纠纷为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
生活中发生的纠纷。除个别罪名外，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基本是自然人侵犯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以及财产权利的犯罪，这和《民间纠纷处理办法 》对其界定为公民之间的人身、财产犯罪基本是一
致的，这首先决定了和解适用于公民之间的个人犯罪 。 从可以和解的主体看，限于夫妻、家庭成员、邻
里、同事、居民、村民以及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之间的纠纷。 从纠纷的内容看，一般是恋
爱、婚姻、家庭、赡养、继承、债务、房屋宅基地、邻里采光、噪音等纠纷，以及因田地、山林等引起的生产性
纠纷。从发生纠纷的人数看，不限于单个个体之间。和解适用于“民间纠纷 ”的实质限定了和解适用于
具体个人之间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犯罪案件 ，排除了抽象社会关系受侵害案件的适用余地 。
事实上，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犯罪发生的原因看，一般是因公民个人之间的问题导致 ，纯官方
纠纷引起的这类案件基本没有，特别是 97 刑法废除了“反革命杀人 ”之类的罪名后更是如此。 基于中
国传统浓郁的乡土观念、邻里亲情观念，“民间纠纷 ”的限定可以使得该类纠纷在和解制度下得到有效
解决。在我国这种限定其实也是基于传统 。
中国自古就有通过“调处”进而当事双方和解的制度。根据俞荣根先生整理的资料，在我国西周时
即有了“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处制度，秦朝设有“三老 ”调处民间纠纷，唐朝时由基层政权负责
处理基层轻微刑事案件，宋代和元代也有专门的调处法律制度 ，在明代时，“凡民间有词讼，许耄老里长
准受于本亭剖理”，而清代存在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也为民间调处提供了依据 。 调处的适用范围主
［19］
要是户婚、田土、房产及其他轻微刑事案件 。 清末改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
立后以调解形式存在的调处一直存在 ，而且始终以解决婚姻、田土等民间纠纷为中心。在乡土熟人社会
中发生的这类民间纠纷以调处的方式解决 ，更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恢复，并和谐息诉。 在这个意义上，刑
事和解具有针对民间纠纷的特定有效性 。
( 二) “民间纠纷”中具体正义实现之功能
实践中刑事和解经常被简化为“赔偿———和解达成———从宽处罚 ”模式，这种单一链条引发了人们
［20］
对其正当性的质疑 。在“民间纠纷 ”解决的角度上，具体正义之实现功能完全可以化解“以钱买刑 ”
之可能，消除“以钱买刑”之失当嫌疑。
［21］
正义是刑法的首要价值，刑法中的一切问题应当让位于公正性 。公正的要求在刑法中的体现最
［22］
重要的即是，报应或报复应处于刑罚的中心地位，基于功利的预防只能是补充角色 。 在此理论背景
下，刑事诉讼追求的是对犯罪人的报复 ，即以刑罚之害对犯罪人加以报应 ，从而抵消犯罪之害，使正义得
［23］

以恢复

。从传统刑事司法运行的过程来看 ，这种恢复效果是牵强的。传统诉讼把被犯罪侵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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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仅仅限定为抽象和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 ，认为犯罪是对整个社会或者国家制度的侵害和威
［24］
胁 。这种诉讼方式实际上不关注具体的受害人 ，仅仅是将其作为抽象的证据载体而已 。 因而在传统
诉讼下，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二者均被抽象化，具体的个人被隐没于在法庭上相遇的“原告 ”与
“被告”的符号性身份之中［25］。抽象的传统司法方式并不关注具体的个人 ，追求的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对
抽象社会关系的保护。但是以惩罚实现正义的可能是值得怀疑的 。个人此时被轻而易举地成为敬献在
［26］
公共利益和社会自身这一祭坛上的牺牲品 。 惩罚从不代表完美、正义或是公正，惩罚犯罪只是以不
完美对不完美，理想方案是建立一套刚好保证社会成为完美社会的惩罚制度 ，但是这并不存在，因为没
［27］
有一种普适的惩罚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防止犯罪 。 由此以惩罚实现正义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有效和
［28］
真实。正义也并不一定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实现 。之于社会关系的恢复而言，惩罚不是实现修复的最
［29］
适宜手段，相反，对惩罚的先验选择通常是对可能发生的修复的严重阻碍 。

在刑事和解诉讼模式下，被害人成为具体被关注的对象，同时和解的进行取决于双方有效沟通的前
提也使得和解成为真正关系到具体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模式 。关注具体的案件当事人，重视对受害人的
悔罪和赔偿，在这个前提下犯罪人实现对罪过的真诚认识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 ，双方最终和解，修复关
系，“悔罪”和“宽恕”成为刑事和解中的重要关键词。因而修复正义概念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参与协商
［30］
的程序和修复伤害的核心价值的结合 。在价值追求上，刑事和解追求的是宽恕正义或者说是修复正
义，这种正义讲求的是具体社会关系而不是抽象社会关系的修复———“民间纠纷 ”的解决正是基于具体

社会关系的恢复。如果说传统司法方式是抽象的，追求的是形式正义，和解司法方式就是具体的，追求
的就是具体个案的实质正义。很明显，对于修复正义而言，更容易阻绝再犯的产生并达至社会关系的修
复，这才是真正的特殊预防。长期以来，关于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仅仅停留在一般宣教性的言说
上，刑事和解真正实现了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对受害人的真正关注 ，这才是实质正义。在“形式正义
应在立法中实现，实质正义应在具体司法中实现”的一般命题下，并不是所有的刑事司法过程都能够自
然实现实质正义，刑事和解自身存在的机制决定其蕴含有实质正义实现的因子 。在刑事立法之后，一般
［31］

预防不应是目的，个别预防才是真理 。 当代法哲学大师魏因贝格尔认为： “在考虑要做什么的过程
中，关于正义的主张似乎总是与对效用的考虑联系在一起 ，因此，一般地说，这里关注的不仅是公正或不
［32］
公正，而是要找出既公正又符合个人目标的方式 。”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和解是能够承担既公正又符
合个人目标的最佳方式。在宽恕正义下，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柔性
［33］
化，在受害人宽恕的前提下，因和解国家对加害人进行一定的宽容其实本就是刑法宽容的应有之义 。
在尊重双方意愿以及进行相应惩罚的前提下 ，和解依然能够保证宽恕正义的实现 ，因而刑事和解并不排

斥报复正义，只是更多地关注于修复正义。因而和解针对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性 ，不仅在于传统调处的
惯性力量，更在于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体正义的有效性实现上 。
四、刑事和解赔偿减刑的规范性依据
( 一) 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双重属性
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
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
［34］
行政处分。”根据本条的规定，责令赔偿损失，以免除刑罚为前提 ，从司法适用现实看，直接根据本条
［35］
判决有罪并免除刑罚的案件比例并不低 。 相对于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主动赔偿、赔礼道歉和悔罪而
言，本条中被告人的该种责任承担方式是被动的 。从和解适用的阶段来看，能够进行和解的案件基本发

生在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前，一般不会等到在审判阶段才和解，宋英辉教授等人的调查也反映出了这一
点。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
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 根据这个规定，检察院对于和解的案件可以酌
定不起诉。事实上在刑事和解中，酌定不起诉作为审前分流的合法手段 ，并未得到充分运用，有 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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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的案件是通过退回公安机关撤案这种“倒流式 ”的“法外 ”程序进行的 。 这样，对于情节轻微且不需
要判处刑罚的和解案件，在责任的承担方式上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和解过程中的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是否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法院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这可以细化为两种情况，一是存在明显不需
要处罚的事实，对这种“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处理，由于存在明显无须处罚的事实及
情节，法院可以判决免刑，免刑的实体法依据之一就是刑法第三十七条 。但此时法院无论如何不会再对
犯罪人训诫或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因在和解进行中加害人已经对受害人进行过悔罪 、赔
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行为。“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理方法也是一种刑事制裁与处
［37］
分措施 。如果将此视为一种刑事制裁，则这些必然是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所以在刑事和解案件
中，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非刑罚处理方式就不仅是达成和解的手段 ，也是作为和解的结果———加
害人最终负担的刑事责任之方式 。由此，在法院判决令加害人承担责任之前 ，加害人对其刑事责任已经
部分负担。按照禁止双重危险和罪刑均衡原则 ，加害人此后不应再负担完全程度的刑事责任。 这样在
和解情况下，以悔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了部分刑事责任的事实 ，相应抵消了其他种刑事责
任一定程度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包括刑种和刑量两个方面 ，在作为和解手段和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双重
属性上，“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等措施产生了使刑罚降低的实质效果。 由此，和解后对加害
人从宽处罚在规范性上就没有问题 。
但是现刑法将“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的适用限定在“不需要判处刑罚，免予刑事处罚 ”
的前提下，在需要判处刑罚的和解案件中，如果“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在一般意义上即具有
承担刑事责任的角色，则在刑事和解中一切从宽处罚即不存在问题 。和解从宽处罚产生了对非刑罚处
罚方式修正的要求。
( 二) 和解从宽处罚的实体依据
第二种在不存在犯罪情节明显轻微的情况下 ，对刑事和解案件从宽处罚的依据何在。 此时通过赔
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对加害人刑罚宽宥 ，这是刑事和解以钱买刑的焦点。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
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
关规定判处”。而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悔罪表现并不是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即便具有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等悔罪表现，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既成事实 ，无法改变，因而和解中的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悔
罪表现作为量刑情节并无刑法依据 。2000 年 12 月 4 日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 但这只是司
法解释，并非量刑情节的“法定化 ”。 在其他国家，刑法上均有此种规定，如德国现行刑法第 46 条规定
的犯罪人“补偿损害的努力及行为人实现与被害人和解的努力 ”是法定量刑情节，《日本改正刑法草案 》
第 48 条的“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态度以及其他情节 ”是适用刑罚必须考虑的情节，意大利刑法第 62 条 6）
“在审判前，通过赔偿损失或者在可能情况下返还 ，完全弥补了损害的 ”是普通减轻情节。 总的来看，国
外对和解作为减轻处罚情节通过直接规定或者间接规定的方式成为法定的量刑情节之一 。将此作为法
定量刑情节形式上是从宽处罚的实体法依据 ，实质上赋予了作为和解手段的“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一般意义上的责任承担方式角色 ，这是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对刑法修正提出的新要求 。
将和解作为量刑情节予以刑法化 ，理论依据之一即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减弱乃至消失 ，但这只是
一般意义的理论解答。作为量刑情节，刑事和解中的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本质是加害人承担其
刑事责任的方式。将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写入刑法不仅可以增强公众对判决的信任 ，也使法官量刑
［38］
时有了统一的标准和权威、确定的依据 ，更能够消除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嫌疑。
五、结语
和解中赔偿减刑理论依据的确立 ，不仅可以做到破除赔偿减刑的嫌疑 ，更可以确立公众对刑事司法
的认可并开启民智，同时排除对和解的不当影响，使其真正成为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解决纠纷的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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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和解的单纯制度设计并不是最关键的 ，排除普通民众的社会不当心理认知也尤
为重要，这正是论理的意义所在。从修正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和解的设计还是较为慎重
的。或许，当普通民众能够对刑事和解完全消解“花钱买刑”的疑虑之后，和解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39］
诸如在美国、丹麦等国强奸、谋杀以及抢劫案件均可以刑事和解 。 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根本在于法治
理念的传播，而不是表面上法律条文的诵读。因而从理论上解开普通大众的心中症结 ，这是确立法律信
仰的基本前提。刑事和解能够赔偿减刑的正当性不在于对其功能或意义的一般解说上 ，惩罚也并不是
解决问题的中心和全部，甚至难以实现受害人心中的正义，公正是相对的，完全对等的报应在今天难言
是公正。基于宽恕的和解在实现惩罚的基础上 ，和解赔偿减刑的正当性源自于其对具体正义实现的功
能以及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双重属性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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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tation of Compensation Based on Criminal Ｒeconciliation
Gao Yongming
（ Law School，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9）
Abstract： Suspicion produced by buying punishment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leads to a genral misapprehension． The purpose of legal system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s to propagate the ideal of the rule of law，and
not to read the item of law apparently． Thus the effecitve work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requires the due reason of commutation of compensation． Money costing can’t buy the commutation logisticly，the essence is the
deviation that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conflicts with the departmentalism of procedure and the procedural autonomy． The genral foundation of commutation turns on two sides： the validity of solving folk dispu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pecific justice．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is the attribute of criminal amends which has been
borne by the crinimal，and the crinimal should be called for a lighter punishm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on of double jeopardy and principle of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re for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entity law basis in criminal law，the establishment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also renders the requirement of criminal law emendation．
Key word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commutation of compensation； non-penalt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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