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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对我国刑法基础理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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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现代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对刑法处罚范围 、刑事立法的稳定性、刑法法益保护范畴、刑法解
释理论等刑法基础理论提出挑战 。面对现代生命科技，我国刑法必须针对性地作出调整 ，以便能有的放
摘

矢地进行应对，其主要路径一是强化刑法解释，拓展刑法适用空间； 二是增设大量生命科技类别的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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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及法律问题 ，相关的犯罪
现象及其刑法控制问题便首当其冲 。由于我国刑法对这类犯罪及其刑法控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对刑法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挑战和冲击 ，有必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
一、冲击刑法处罚范围
刑法处罚范围应该具有合理性，这是不争的理论。如果处罚范围过于宽泛，则有可能过多干扰社会
生活，侵夺较多人的法律权益，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相反，如果处罚范围过于窄小，又会放纵诸
多违法犯罪行为，使得许多法益得不到刑法的保护，这在根本上违背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 因此，合理
确定刑法的处罚范围，通过废、改、立的方式来不断调整和修正刑法的处罚范围便具有合理性 。 究竟应
该如何合理确定刑法的处罚范围，在学界存在“犯罪化 ”和“非犯罪化 ”之争。 虽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
“非犯罪化”的思潮，从保护个人权益的角度看，一些不值得继续适用的刑事条款当然可以考虑“非犯罪
化”处理； 但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连续翻新，不法犯罪手段随之日趋增多。全球化浪潮使得
国际市场规范、环境污染防治、跨国犯罪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防控等问题，愈来愈超出民族国家的能
力范围，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因而犯罪圈的确立又必须考虑这种客观现实，而不能一味采取
“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该实行“犯罪化”时就得适度予以“犯罪化”。
现代生命科技犯罪大体包括生命科技犯罪和传统的卫生犯罪两部分 ，传统的卫生犯罪体现着对医
疗卫生法律关系与医疗卫生监管制度的破坏 ，是生命科技犯罪的初始形式，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生命科
技犯罪； 而生命科技犯罪是指侵犯生命科技社会秩序和生命科技法律关系的犯罪 ，其涉及范围不仅包括
传统的医疗卫生犯罪，还包括器官移植涉及的犯罪、辅助生殖涉及的犯罪、基因工程涉及的犯罪等，是一
［1］

种相对较新的犯罪形式

。

我国刑法对于现代生命科技犯罪并未作全面规定 ，只是对其中传统公共卫生方面的犯罪作出了规
定，这主要表现为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中所规定的犯罪种类，如医疗事故罪，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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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等。但是现代生命科技的内涵远较公共卫生或者说医疗活动宽泛 ，现
代生命科技犯罪带来的新型犯罪种类也不止上述犯罪类别 。比如，在现代基因技术发展过程中，伴随而
生转基因复制人、制造基因武器，甚至制造怪物或怪兽以及非法转让遗传资源或非法买卖人类遗传资源
等大量基因犯罪； 在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过程中，伴随而生非法转让辅助生殖技术 、非法买卖受精卵、胚胎
或胎儿以及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应用等犯罪 ； 在现代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 ，伴随而
生强制摘取或盗窃他人人体器官 、走私人体器官以及买卖人体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 ； 在人体试验临床研
究过程中，伴随而生各种强制、胁迫进行人体试验以及泄露实验资料等相关犯罪等 。 总的来看，商业化
的生命科技犯罪，违反自愿、知情原则的生命科技犯罪，违反情报 （ 或信息 ） 规则的生命科技犯罪，无资
质类生命科技犯罪等几类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类别对我国刑法处罚范围提出了严峻挑战 。由于我国刑法
对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带来的犯罪问题并没有直接作出规定 ，因而难以对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带来的诸多
新问题及时作出响应，从而可能放纵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及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法律问题 。 就微观来
看，刑法将接受十数种甚至数十种生命科技犯罪形式的“骚扰 ”，这些犯罪形式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法律
解释方法直接适用现行刑法中部分条款 ，但仍然有相当行为在我国刑法中是空白，亟待立法加以完善。
另外，在生命科技犯罪中，单位犯罪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其危害性又比自然人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危
害性大很多。可是目前对单位的刑事处罚限于罚金 ①，而没有配套相应的资格刑，我国目前的刑罚体系
［2］
尚缺乏足以剥夺有关单位从事生命科技犯罪能力的刑罚方式 。 在刑事处罚措施上显得单一化和简
单化，这也使得刑法处罚受到挑战。
二、冲击刑事立法的稳定性
对于法律，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立法者都怀有一个良好的愿望 ： 一切都在法律的调控之下，法官处理
案件都能够从法典中找到相应的法条 。我国古代法家在制定刑律时，也希望“凡事皆决于法”、“法网恢
恢，疏而不失”。可是，法律一经制定，便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性是法律价值的基本品格，是法典
法和成文法 的 基 本 价 值 追 求。 然 而“法 律 必 须 稳 定，却 不 能 静 止 不 变。 我 们 总 是 面 临 着 巨 大 的 悖
［3］
论” 。刑法的稳定性是指刑法条款所确立的罪刑关系具有确定性和恒定性 。 在某种意义上说，刑法
的稳定性是刑法公正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如果朝令夕改，必然会使国民无所适从，也根本无刑法的公正

而言。刑法条文具有周全和完整性，从理论上讲如果应该设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完全为刑法所涵摄 ，即
刑法对犯罪的规定有疏漏，则刑法的稳定功能将受到削弱，并将影响到刑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
从本质上看，科学技术是一个永远向前、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阶段性。 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是完
善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制度会日渐变得不完善，呈现一定的缺陷，为此需要不断修正、完善相关
法律。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刑法制定时立法者未能充分认识到生命科技诱发的负面效应之大 、之深、
之广，因而疏漏相关犯罪应该是正常的 。即由于社会实践发展的态势、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语言本身
固有的局限性、立法者可能存在的失误以及刑法在调整社会方式上的克制性 ，刑法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形
式和内容上的绝对完整。我国刑法制定至今已逾十数年，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科学技术、文化理念乃至
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新的违法犯罪便应运而生。在医学日渐进步，疾病治疗的可能性增大
的同时，医疗对人体生命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危险随之增大 ，医学操作危险随之增大； 在国民容易接受医
疗保障的同时，医疗活动的大众化和大量化导致对治疗不满足倾向加大 ； 在国民医疗权日渐受到承认的
［4］
同时，人性尊严思想在医疗活动领域迅速抬头 ，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日渐被重视起来 。 对于伴随生命
科技而生的医学犯罪以及人体基因 、胚胎实验、器官移植和性别转换方面的犯罪，立法者当然事先无法
预料，这在客观上直接对刑法典的完善提出挑战 ，为此有必要及时完善刑法立法，否则，刑法的司法适用
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时会弄巧成拙，造成“南辕北辙”的现象。

①

更何况，在现代生命科技犯罪中，国家往往会为了本国的利益，制造出各种现代生物武器，如果国家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话，那

么这样的罚金是否还有实际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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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冲击刑法法益保护范畴
立法者根据行为是否侵犯或威胁了值得由刑法来保护的生活利益来决定其是否该由刑法规制 ，根
据某种利益是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可受侵害性来决定该利益是否确立为刑法法益而由刑法来进行保
护。刑法一经制定，其所确立的刑法法益范围便较为固定 。我国刑法根据不同犯罪的特点目前便将所
有法益分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秩序、公民人身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社会秩序和国防利益等
［5］
十大类。但是刑法法益是对现实存在的利益的确认与保护 ，只要现实中出现了值得刑法保护的新的
法益形态，刑法就没有理由不进行保护。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志龙教授也指出，既言保护，那只有
［6］
对于已经存在的事物，才予以法律保护，而不是对于根本尚未存在的事物予以创设 。 可见法益具有
动态性和发展性特点，即刑法法益的内涵随着实践的变化会出现保护范围的波动 ，一些旧的、落伍的法
益会随着历史潮流而淡出刑法舞台 ，不再值得刑法介入。如历史上曾经对投机倒把行为作为犯罪打击 ，
认为投机倒把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这种法益 ，而现在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经济行为 ，投机倒把本
身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规律 ，因而现在不再视为犯罪。相反，又会产生一些新型法益值得刑法去进
行规制并予以合理的保护，如以前我国刑法不认为个人隐私属于刑法法益范畴 ，可是随着个人权利观念
的日渐浓厚，加上实践中侵犯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行为趋于严重，《刑法修正案 （ 七 ） 》第七条便增设“出
售、非法提供给他人信息罪”，从而将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这种法益纳入刑法保护视野 。
现代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催育了诸多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种类 ，从我国现行刑法对生命科技犯罪
涉及的法益保护范围来看，有因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等侵犯医疗卫生秩序的情形，有因非法摘取活
体器官致人伤害侵犯他人身体健康权的情形 ，有因泄露国家基因信息、制造生物恐怖事件而侵犯国家安
全的行为，有因对尸体的犯罪事件而侵犯伦理秩序的行为 ，还有因为基因改造而在客观上破坏环境保护
秩序的行为等。不过，现代生命科技带来的犯罪问题远不止上述 ，如在未经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任意摘
取其身体器官，未经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在他人身体上从事人体试验 ，未经同意提取他人基因用来进行
其他不法行为，以及上文提及的强迫授精行为等都没有纳入刑法法益的保护范畴 。 除了传统卫生犯罪
涉及的上述法益之外，现代生命科技刑法的法益范畴还广为涉及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和人身自
由权等。其中，人格尊严和自我决定权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严重践踏
人格尊严，但现行法律是将其作为民事侵权看待 ，尚未上升到刑法层面的情形。对此有学者分析医师刑
法法益时，提出了类似观点，“人格尊严与医事秩序是现代医事刑法法益的核心指向 ，将个人人格尊严，
比如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自我决定权与精神健康权、受精卵、胚胎与胎儿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等 ，乃至整个
［7］
人类的尊严确立为新型医事刑法法益极其必要 ” 。显然这种认识具有其合理性。
人是有价值、有尊严的生命，是理性的生命实体，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着，因此，不能作为手

段来使用。正如康德所指， “尊重一个人的自主性是基于所有人都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每个人都有权决
［8］
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认可” 。密尔认为，在公民没有伤害别人、遵循社会法律的前提下， 应允许公民
在不妨碍他人自由时按照个人信念去发展、 完善自己。 而一个没有 “个性 ” 的人是受压抑的人， 这
［9］
种压抑可能来自教育、国家、 家庭等 。 一般而言， 自主性原则是对个人的自主和自由的尊重， 要
求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来决定行为的过程 。 自主性原则是对患者或受试者的人格与尊严的重
视，取得他们自主的知情同意或选择 ，而不能欺骗、强迫或利诱他们，其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包含
着知情同意、保密和隐私等内涵。自主性原则在医学伦理上就是尊重患者或受试者自主原则的简称 。
医生在治疗进程中，若要决定用危险性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应先将预期的目的与可能的后果如实地告
诉患者，然后征求患者的意见，尊重患者的决定，包括患者表达观点、做出选择和根据个人价值和信
仰采取行动的权利。真正的尊重除了这种尊重的态度外 ，还需要考虑到允许或促成患者达到自主的行
为。基于自我决定权的核心地位，需要将其提高到刑法保护的高度来对待 ，从而扩大和拓展我国生命
刑法法益保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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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击刑法解释理论
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
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法律由于呈现一定的僵化，
需要对之进行不停的解
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用语进行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可以
释。对于刑法解释，
说，
刑法解释在弥补法律缺陷、
堵塞法律规定的漏洞、实现立法的正义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可是解
遇到某些新问题时，
刑法解释往往束手无策，
从而显示出刑法解释理论的无奈和苍白。
释又不是万能的，
刑法对现代生命科技犯罪作出反应 ，当然得依靠刑法解释路径，其中尤其需要借助刑法扩张解释方
法进行，从刑法扩张解释的方法来看，主要有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释、沿革解释、比较解释等多种
方法，其中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是两种重要的解释方法 ，就现代生命科技诱发的犯罪来看，如果依照体
系解释也难于得出妥当的结论，就要依照刑法中的最高解释———目的解释来合理解决类似问题。 在各
种解释方法中，只有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直接追求所有解释之本来目的 ，寻找出目的观点和价值观点，最
终得出有约束力的重要的法律意思 ； 而从根本上讲，其他的解释方法只不过是人们接近法律意思的特殊
［10］
途径 。解释的方法无穷无尽，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 ，因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
［11］
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 。如以盗窃方式摘取尸体器官的情况来看 ，由于器官不宜视为
财物，因而这种盗窃不宜认定为盗窃罪 ，又由于行为人并不盗窃尸体本身，而是直接从尸体上摘取器官

（ 如只切除死者的卵巢、角膜等） ，由于其并没有针对尸体本身实施盗窃 ，因而仍然按照盗窃罪处理未免
欠妥，可是按照《刑法修正案（ 八） 》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这种情形被理解为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二
条的盗窃、侮辱尸体罪，由于该条是选择性罪名，因而表明这只能是侮辱尸体罪而不能是盗窃尸体罪 。
刑法第三百零二条犯罪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死者的一种尊严 ，考虑到妥善处理尸体利于对死者保持尊
重，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及对社会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因而侮辱尸体罪的犯罪客体首先表现为扰
乱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法律应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保护，这样才能引导人们正确培植价值观、荣
辱观和道德观，才能保护社会利益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而任何直接对尸体实施凌辱，包括毁损、猥
［12］
亵等方式都可以被理解是“侮辱尸体” 。
以上仅仅是通过解释路径可以有效适用现有法律条款的情形 ，另外，还存在即使穷尽解释也无法解
释的现象。如就盗窃受精卵、胚胎等人类遗传资源而言，由于受精卵、胚胎既不能认定为是财物，也不能
视为具有独立的人格，因而一方面，我们无法将这种盗窃行为理解为盗窃罪 ，另一方面，也无法将其理解
为是对人的犯罪。同样，既然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侵犯人格尊严 ，因而这种摘取行为宜认定为犯
罪，按照《刑法修正案（ 八）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理解，在摘取活体器官时只有在至少造成具体的伤害
结果时才认定为犯罪，这表明立法者认为非法摘取活体器官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话 ，其侵害的法益是
人身健康权或者生命权，而不是所谓的“人格尊严 ”，这显然缩小了刑法的规制范围。 毕竟在摘取人体
器官未致人受伤时如何处理便出现疏漏 。这样看来，即使依据刑法解释原理进行解释 ，也难以规制在刑
法边缘“逍遥自在”的犯罪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刑法有必要大量增设生命科技方面的犯罪 。
五、冲击其他刑法理论
此外，刑法理论在其他方面也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顾此失彼。1． 对单位犯罪主体理论的冲击。如在
现代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虽然相当行为是由医师、实验人员实施的，但仍然不乏单位乃至国家实施的
犯罪行为，如由国家组织实施的转基因工程，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人体试验①，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胚胎克
隆等。这便带来单位（ 如医疗机构、实验机构 ） 乃至国家是否可以构成相关犯罪的问题，我国法学理论
一般不承认国家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 ，认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不包括国家，认为个人是国际犯罪的主
［13］
体，但不是国际法的主体； 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 。 显然，要全面诠释生命科
德军纳粹在欧洲国家进行的医学实验，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细菌武器制造都是由当时德、日政府直接或间
① “二战”时期，
接操纵的结果，但是组织相关试验，从事相关试验的组织或个人只能是具体的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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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犯罪，必然要对我国单位犯罪主体范畴理论重新认识和再解读 。2． 对犯罪既、未遂理论的冲击。按照
刑法理论，犯罪的既遂和未遂的分水岭主要在于是否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 、行为性质所决定的法益侵
［14］

害结果

。就故意杀人罪来说，判断杀人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主要看是否已将被害人杀死。 采取“心

肺死说”，那么被害人是否死亡取决于其心脏是否停止跳动 ； 采取“脑死说 ”，则取决于其大脑是否死亡，
如果心脏或大脑没有死亡的话，不能视为杀人既遂。不过，在现代生命科技发展中，完全可以通过移植
心脏①，甚至在不远的将来还可以通过移植大脑的方法使人复活 ，如被害人心脏停止跳动，但移植另外
一个人的心脏可以使得被害人活过来 ，被害人的大脑失去功能，也可以通过移植他人的大脑使其再生，
那么重新再生的被害人是否算死亡了呢 ，换言之，杀害他人的行为人之杀人行为是未遂还是既遂呢，是
否意味着这种情况下永远没有犯罪的既遂呢 ？ 在现代生命科技面前，这种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可能都无
法做出回答了。更为极端的是，从被害人身上提取基因，杀死被害人，然后复制出该人 （ 因其基因与原
来的人一模一样） ，由于其使得原来的被害人再生，则很难说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犯罪既遂 。
基于此，笔者认为，面临现代生命科技，我国刑法必须针对性地作出调整 ，以便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应
对，其主要路径是： 其一，强化刑法解释，拓展刑法适用空间。对于刑法用语基于客观解释的立场拓展刑
法内涵，如使用或使用基因武器时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对医师严重不负责任而造成器官移植供体或受体重伤或死亡的 ，直接
按照医疗事故罪处理； 对故意将动物肢体移植到人体身上的有意侮辱行为直接按照侮辱罪处理 ； 对盗窃
尸体而获取死者器官的行为认定为盗窃尸体罪等 。其二，增设大量生命科技类别的犯罪。 尽管我们可
以依照刑法原理，对现行刑法条文作出最大范围的解释 ，但仍然不是彻底之策，刑法解释往往顾此失彼，
难以穷尽各种新型生命科技犯罪 ，如依照现行刑法规定，买卖人体基因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尽管其潜
在的危害性较大； 对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的行为刑法不能有效规制 ； 依照现行刑法规定，我们难以解读医
生趁女性患者昏迷或麻醉时注射自己精液致其怀孕的行为是否是强奸罪 ，难以解读为何单纯抢劫财物
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趁患者不知情，直接抽取其骨髓的行为却不为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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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challenged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in the criminal law，the stability of criminal legislation，the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category，the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the other fundamental theory of criminal law． Fac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must be targeted to make adjustments to
have a definite object in view to deal with． The main path i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to
expand criminal law of space，the other is to add plen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tegories of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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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of Han Dynasty in
Lawsuit and Its Rensonable Foundation
Cheng Zhengju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of Han Dynasty in lawsuit came from the Eight Discusion regulation．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was a kind of system that judicial organ investigated the specific subjects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fter it had performed specific reproting procedure for approval when the specific
main body behavior violated the law and constituted a crime． The subjects that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of Han Dynasty applied included both the royal clans，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ertain rank，also old persons，
children，and the persons that violated law because of family． The request must follow the strict procedure and
from low level to high level one by one．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in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ed the thought
of cautious punishment in Han Dynasty，but also played a unified judicial role．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ration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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