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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张小虎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要：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 ，基于对犯罪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强调区别对
待，宽严相济，极为注重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 而轻轻重重政策
摘

以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为主导，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强调宽严两极发展的思想与制
度，从而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 ，构成新的重重阶位的刑事公正与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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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与轻轻重重是当代刑事政策的两个焦点 ，各有独特的内容与特征。 轻轻重重政策强调轻
者更轻重者更重，从而趋于宽与严的两极，而宽严相济政策既注重宽严区别 ，又强调宽严协同。由此，这
两项政策的重心仍有重要区别。
一、宽严相济政策的内容特征
宽严相济政策是基于对犯罪原因 、犯罪条件的揭示和犯罪预测的把握 ，由国家与执政党制定或认可
的，以刑事法律规范形态展示的，旨在预防、控制与惩治犯罪、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应对犯
罪与社会危险行为的应有的原则与方法 。 其核心思想强调，在罪刑处置上应当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政策具有如下特征：
知识背景： 宽严相济政策强调把握犯罪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并且遵循这一规律在罪刑处置上予以合
理的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以实现预防控制与惩罚犯罪的最佳效益 。因此，作为宽严相济政策的最基本
的知识背景，是对社会犯罪形成机制与变化机制的揭示 。例如，正是由于犯罪形成有其社会事实根据，
而仅凭重刑威慑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犯罪 ，因此应当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 正是由于犯罪原因及其具体表
现各有不同，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也各有差异 ，因此应当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
等。
核心思想： 宽严相济政策表述在罪刑处置上应有的行为准则 ，其核心思想是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
区别对待，强调区分不同的犯罪情节，分别予以相应的、各有差异的罪刑处置，其构成要素是区别情况与
差别对待。宽严相济，强调罪刑处置应当根据不同的犯罪情节 ，做到有宽有严、宽严并举、相互救济、相
成有益，其构成要素是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 。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既是罪刑处置应当遵循的一项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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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则，也是一种应有的法律规范的具体措施与制度 ，既应在立法中获得体现，也应在司法中得以贯彻。
决策主体： 宽严相济政策与惩办宽大政策一脉相承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由我们党和国家予以
决策，由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具体贯彻推行 。这一政策是在毛泽东的创立与倡导下 ，总结中国革命长期
对敌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历经各个发展阶段，逐步成为统领我国以惩罚犯罪为主导的一项思想准则 。这
一政策还被写进中共八大报告以及 1979 年《刑法 》。 随着时代的发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有了更
为丰富的内容，宽严相济政策的表述以更为集中 、简练、直观、明确的形式，充分彰显了惩办与宽大政策
的时代特征。党和国家在许多规范性文件中，明确将宽严相济政策作为罪刑处置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
准则，这一政策由立法机关在立法中予以贯彻 ，由司法机关在司法中予以推行。 可见，宽严相济政策的
具体提出与推行，同样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决策与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的贯彻。
规范表述： 宽严相济政策就其灵魂而言，是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精神的张扬，然而这一精神灵魂必
有其制度形式的承载，这就是有关罪刑处置的法律规定 。宽严相济政策是相关法律制度的精神与灵魂 ，
而相关法律制度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制度化与条文化 。具体而言，宽严相济政策的形式承载，表现为体现
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精神的有关罪刑处置的各种法律规定 。 这些法律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政策的精
神，为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的平台 。诸如出罪入罪的制度原则、犯罪情
节的区分、刑罚体系的层次、保安处分措施的分类、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减刑制度、起诉制度、行刑制度
等，均可成为宽严相济政策的规范制度体现 。从而，宽严相济政策的制度规范涉及刑法 、刑事诉讼法、监
狱法等法律规定。
宗旨目标： 宽严相济政策旨在预防、控制与惩治犯罪，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刑事处置
存在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的理论分野 ，而单纯的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均有失偏颇 。现代刑事政策，虽然
盛行于刑事近代学派目的主义的背景 ，但是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折衷主义刑法仍居主导地位，刑事政
策仍有其法律制度规范的形式框架 ①，而这种法律制度规范的应有理念，仍然是惩罚与预防、公正与效
率的有机结合。宽严相济政策，作为一种罪刑处置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与策略方法 ，同样形式化于刑事
法律制度规范的平台，坚持折衷主义的思想理念。法律制度规范框架下的犯罪处置 ，既为惩罚犯罪也为
控制预防犯罪，既是刑事惩罚公正的追求也是防控犯罪效率的求取 。这意味着，在犯罪处置中应当坚持
宽与严的区别对待与相互救济，由此最大限度地实现预防、控制与惩治犯罪的效益，最大限度地体现刑
事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应然重心： 总体而言，宽严相济政策系属罪刑处置的价值标准 。 宽严相济政策既是一种思想精神，
也是一种制度规范。就思想精神而言，立法与司法应当以宽严相济政策作为指导原则，在这里，宽严相
济政策作为衡量立法与司法是否合理的标准而存在 。就制度规范而言，基于宽严相济政策的法律规定，
宽严相济政策在其中的体现可谓实然 。然而，由于法律规定所涉情形的复杂，即使明确宣告某种政策依
据的法律也未必在所有的制度规范上均与这一政策吻合 ，同时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法律解释成为不可
避免的现实，因此宽严相济政策始终作为现有法律规定的校准标准与理解标准而存在着 。
焦点指向： 宽严相济政策以应对犯罪与社会危险行为的罪刑处置 ② 为核心。 犯罪存在轻重差异，犯
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存在大小之别 ，由此刑事处置也有轻重程度的不同 。宽严相济政策，就是强调在罪刑
处置中，应当体现宽严有别、宽严并举、宽严救济的思想与措施，以求最佳效益。 这种宽严的区别与协
1851—1919） 所指出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篱”。刑事
① 这正如德国刑法学家刑事政策巨擘李斯特（ Franz von Liszt，
1856—1929） ，试图完全以替代措施取代刑罚，然而这一极端思想却难以切合当今实际，其在 1921
近代学派的著名代表菲利（ Fnrico Ferri，
年草拟并发表的无刑罚的《意大利刑法草案》（ 史称菲利案） ，也以无从推行而告终。
②

这里的犯罪，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行为。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社会危险行为，

是指虽不完全符合法定犯罪成立条件，但是有必要予以非刑罚的保安处分的反社会行为。包括无责任能力人的危害行为、具有特种社
会危险的行为等。刑事处置，是指由人民法院按照刑事司法程序，依据刑法，对于犯罪分子或者社会危险行为者所适用的，剥夺或者限
制其生命、自由、财产、资格等权益的法定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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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仅体现在不同罪质的刑事处置适当遴选上 ，而且也体现在同一罪质的罪量幅度内的刑事处置适当
遴选上，还应当体现在法律框架限度内的入罪或出罪的适度调整上 。就犯罪情节的前提而言，刑事处置
宽严的区别与协同，既可以是侧重针对行为罪行的不同而采取 ，也可以是主要针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
差异而适用； 就刑事处置的表现而言，既可以是在刑罚或保安处分上体现宽严的区别与协同 ，也可以是
在其他刑事处置①上体现宽严的区别与协同。
政策类型： 宽严相济政策系属关涉罪刑处置的总体原则与基本方法 ，对于行为定性及其刑事处置以
及起诉、审判、行刑等均有意义，从而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见，宽严相济政策是应对犯罪的一项基本刑
事政策。就具体指向而言，宽严相济政策包容了以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为核心思想的诸多具体政策 ： 犯
罪预防政策、犯罪控制政策、犯罪惩罚政策，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实体法政策、刑事程序法
政策，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处遇政策，刑事犯罪政策、社会危险行为政策等。作为宽严相济政策的范畴，
这些具体政策坚持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 ，而在具体指向与框架范围上则各处不同的相对地
位。例如，定罪政策以犯罪评价为基本框架 ，宽严相济政策的精神体现在： 以行为为中心的犯罪构成理
论模式，以行为人为核心的社会危险行为测定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合理配置等。 刑罚政策与处遇政
策，以刑事处置为基本框架，宽严相济政策的精神体现在： 刑罚方法与刑罚制度②，保安处分措施与制
度，其他刑事处置，各种处置的罪犯处遇③等。
二、轻轻重重政策的内容特征
日本学者森下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发展趋势作了分析 ，指出世界各国的刑
［1］
事政策朝着“宽松的刑事政策”与“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即刑事政策两极化 。 我国

学者将这种“刑事政策两极化”归纳为“轻轻重重 ”的刑事政策趋向。 轻轻重重政策基于注重保护社会
的价值理念，形成于日益严重的犯罪事实背景与愈加柔韧的刑事制度平台 ，以罪刑处置的宽严两极发展
为形式内容，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思想与制度建构 ，促成新的社会背景下罪刑处置的公正与效率 。具体而
论，轻轻重重政策存在如下特征：
保护社会： 1. 演绎路径： 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是刑法机能的两大阵营 ，总体上前者为刑事古典学派
所强调，后者为刑事近代学派所张扬，当然当今的刑法理论与实践总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两者。 不过，这
种结合是有所侧重的，而轻轻重重政策趋势则以保护社会为重心 。保障人权强调犯罪公民受到合法追
［2］

究与善良公民不受非法追究，其核心是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

，由此刑法的谦抑性成为关注的焦点，在

这样的思维路径下，“重重”无以依存； 尽管由刑法谦抑可以演绎出处置轻缓 ，但是这种轻缓应是针对整
［3］
个刑事处置而非只是“轻者”。反之，保护社会强调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各种法益的保护 ，其核心是赋

予国家更多的刑罚权以惩治犯罪 ，由此刑法的工具性与效率性成为关注的重心 ，依循这样的思维路径，
“轻轻重重”也就呼之欲出了④。另外，“轻轻重重”其实质权重在于“重重”⑤，由此尽管刑法的谦抑性可
以成为“轻轻”的理念支持，但是基于轻轻重重的整体而言，在其以“重重”为实质指向的意境中，保护社
会的思想根据也就居于主导了。2. 不定逻辑： 基于报应刑论与教育刑论的视角，立于实然分析，轻轻重

①

包括刑事特别处置、刑事特别司法。详见张小虎著《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 下卷） ，群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91 页。

②

量刑制度、行刑制度、刑罚消灭制度等。

③

其实，刑罚方法与制度、保安处分措施与制度等，即已包含着罪犯的处遇。不过，这些都是基于刑种或刑罚制度而对罪犯处遇的

展开。而罪犯处遇的专题阐释，则是专门从教育矫治的特殊预防的需要出发，探讨对于罪犯的恰当处置，并且关联侦查、起诉、审判、执
行等整个刑事司法过程，对于矫正教育罪犯所需的处置予以考究。
④
⑤

轻者对于秩序并无大碍，故而处置理应趋轻； 重者对于秩序构成严重威胁或破坏，故而处置理当趋重。
详见下文“两极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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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政策的形成可谓教育刑论日趋受到质疑与报应刑论及法律威慑再度受到倾重 ①。 不过，就理论逻辑
而言，质疑教育刑论而倾重报应刑论未必只能得出以“重重”为主导之轻轻重重。 现代报应刑论及法律
威慑强调刑罚的公正与理性，由此演绎出刑罚的宽和与人道②。 彰显教育刑论而权轻报应刑论未必就
不能得出“重重”的思想。现代教育刑论强调刑罚的功利与效率 ，而其又是以犯罪人的个性特征为基础
的，由此对于特殊危险者固然要予更重的长期监禁 ③。当然，基于刑罚教育的失落而关注刑罚报应的特
质，也不是不能得出“重重”的思想。究其理论逻辑，既然教育难以奏效则报应应当位居主导 ，而重者理
应承受重者报应，并且这种报应在理性场合可以走向绝对报应 ④，而立于以刑去刑的观念可以趋向重刑
报应。因而，在报应与教育的视角下，轻轻重重的理论逻辑存在可予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
形成背景： 1． 犯罪严重： “国际的犯罪统计资料表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欧洲、英联邦
［4］

的犯罪都在增长。” 以美国为例，自 1960 年至 1980 年犯罪率持续上升，其后犯罪率波动中有所下降，
1960 年至 1970 年，犯罪率增长了
不过总体上也位于较高的水准⑤。 就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增幅来看，
1． 11 倍⑥； 1970 年至 1980 年，犯罪率增长了 0． 49 倍⑦。在这样的背景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
刑事政策趋于轻轻重重，具体表现在： （ 1） 轻轻： 扩大缓刑和罚金的适用范围； 轻微罪行非刑事化； （ 2） 重
重： 有 46 个州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对累犯的刑期 ； 限制假释适用； 加重对严重的少年犯罪的处罚； 对精神
［5］

病认定采取从严政策； 恢复执行死刑

。战后，日本犯罪率总体上上升并不明显，但是这并不否认某些

［6］
类型犯罪的严重态势，由此依然采取“重重 ”对策 ，这也表明犯罪现实状况对政策遴选的影响。2． 制

度柔韧： 随着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日益彰显 ，主观主义与特殊预防的价值理念在刑事法律制度中取得了
更多的空间，刑事处置变得愈加柔韧，这就构成了两极化政策的制度平台 。处置的柔韧意味着存在可予
宽严调整的更大法定幅度，便于轻者更轻而重者更重的思想的体现 。同时，处置的柔韧也表现为存有更
多的置重于宽或严的若干制度与措施 ，这些也使得轻者更轻与重者更重有了更多的余地 。 例如，罚金
刑，起诉犹豫、宣告犹豫、行刑犹豫等缓刑⑧，社区矫正⑨等，为轻者宽松提供了方法； 而保安监禁，限制假
瑠等 ，
瑏
释，恢复死刑
又为重者严厉提供了手段。3． 理论推崇： 国外有关学者所构建的刑事处置理论，也在

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两极化的政策思想 。美国著名犯罪学家齐林在《犯罪学及刑罚学 》一书中，具体
阐释了处置罪犯的合理方案，其强调对于可信者施以缓刑待遇 ，而对于不可信者施以相应类型的监禁矫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改善主义思想日益遭受诸多批评，从而形成刑事政策的危机，而在寻求防制犯罪的
有的学者认为，
① 例如，
新的刑事政策中，“两极化刑事政策”应运而生。［台湾］许福生著《刑事政策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5—416 页。
②

刑事古典学派立于反对封建罪刑擅断、刑罚严酷的立场，强调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罚人道等原则，由此刑罚宽和是其重要特

③

刑事近代学派与刑事古典学派针锋相对，强调刑事责任应当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根据，实行刑罚个别化，刑罚的目的在于

征。
特殊预防与教育。矫治可矫治者，消除不可矫治者，是其基本思想。这其中固然蕴含着对于惯犯累犯等特殊危险者的长期监禁，甚至对
于有关“社会敌人”的绝对死刑。
④

刑事古典学派绝对主义，坚持报应主义立场，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报应，犯罪事实不仅为刑罚之条件，而且为刑罚之唯一原因，

严重的杀人者理应被处死，因此，保留死刑就成为刑事古典学派绝对主义的当然选择。
是 1960 年犯罪率（ 1887． 2 起 /10 万人） 的 2． 07 倍。
⑤ 2005 年犯罪率（ 3899． 0 起 /10 万人） ，
增加至 1970 年的 3984． 5 起 /10 万人。
⑥ 由 1960 年的 1887． 2 起 /10 万人，
增加至 1980 年的 5950． 0 起 /10 万人。详见张小虎：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群众出版社
⑦ 由 1970 年的 3984． 5 起 /10 万人，
2009 年版，第 214—216 页。
在美国还存在缓刑监督（ probation） 、暂缓监禁（ suspended sentence） 、附条件释放（ conditional discharge） 、休克型缓刑（ shock
⑧ 另外，
probation） 、软禁型缓刑（ probation under house arrest） 等缓刑形式。参见朱华荣主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武 汉出版 社 1995 年 版，第
264—265 页。
Criminal Justice，second edition，New York： West Publishing Compa⑨ 美国刑事司法理论对于社区矫正的类型说法不一。Joel Samaha，
ny，
1991． 532． 在英国，社区矫正属于介于罚款与监禁之间的刑种系列，
2000 年国会通过的《刑事法院判决权力法，
2000》第 33 条第 1 款，
具体规定了社区矫正的类型。
在美国，最近基于高涨的犯罪率，对死刑的支持复苏，“恢复主义”信念取代了“废除主义”情绪。［美］德恩·阿切尔，罗西
瑠 例如，
瑏

曼里·嘎特内尔，马克·贝特尔： 《杀人与死刑———对一个遏制假设的一种跨国比较》，邱兴隆译，载邱兴隆主编： 《比较刑法》（ 第一卷） ，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8 页。

126

张小虎： 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正。齐林的这一设想是基于以保护社会价值理念为主导 ，注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同时侧重行为人人
身危险性的事实特征，对于刑事处置所主张的轻轻重重的体现 。齐林指出： “（ 乙 ） 对于轻罪及重罪的人
犯，经审慎考查后，证明这些罪犯在监视之下，大致均属可信的，施以缓刑待遇。（ 丙 ） 对于大体上不能
信任的人，应该设备监狱，但须处以一定刑期。设置这些监狱机关，必须按照上述彻底的考查，以便适合
［7］

罪犯的本性。” 此外，仍有许多学者阐释了宽严两极化的处置思想 ①。
轻者更轻： 主要针对以往的轻微犯罪，包括罪行轻微、罪质轻微、犯罪人危险性轻微的犯罪，予以更
为宽松的处置。具体表现在： 1． 非犯罪化： 是指对于以往作为犯罪处理的危害行为，在立法或者司法上
予以犯罪排除的转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对于以往由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在刑法上予以犯罪排
除的转变。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对于根据刑法规定本可予以罪刑处置的行为 ，予以非刑事司法处理的
转变。目前，国外倾向非犯罪化的一些犯罪，主要涉及无被害人的犯罪② 以及其他类型的犯罪③。 对于
这些犯罪予以除罪转化，或者基于政治体制变化致其无从存在 ，或者基于社会控制合理分工致其无需刑
法调整，或者基于道德价值体系演进致其失去道德否定因素 。例如，美国针对侵害公共福利罪与无受害
人罪予以非犯罪化。2． 非刑罚化： 是指对于以往予以刑罚处罚的行为，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法，或者采
用更为缓和的刑罚处理方法。其中，原本予以刑罚处罚而采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情形，例如，将刑罚处
罚变更为保安处分④，基于特定事由而免予刑罚处罚⑤。原本较为严厉的刑罚方法而采用较为缓和刑罚
方法的情形，例如，确立易科罚金制度⑥，扩大罚金的适用范围⑦，广泛适用缓刑与假释⑧。非刑罚化同样
包括立法上的非刑罚化与司法上的非刑罚化 。所谓立法上的非刑罚化，即在立法阶段对非刑罚化予以
体现； 而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即在司法阶段具体体现非刑罚化。3． 非司法化： 与司法转处的观念如出一
辙，是指对于原本可予刑事司法处理的危害行为 ，避开立案、侦查、起诉或审判等刑事司法程序而转为民
事、经济、行政等领域予以处理的过程； 易言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采取非刑事诉讼的替代方法，对于原
本可予刑事管辖的案件予以非刑事处理的一种活动 。非司法化是基于刑事司法的视角对于由犯罪向非
犯罪转化的表述。这种司法转处包括警察转处、审前转处、少年转处等等，其适用对象主要是微罪犯罪
人或者青少年犯罪人。就法律依据而言，诸如起诉犹豫、刑罚宣告犹豫、执行犹豫制度⑨，轻罪刑事和解
瑠等 ，
瑏
均可成为其制度平台。4． 开放式处遇： 是指在设施内处遇的框架下，为了避免封闭式
的免予处罚

处遇的弊端，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大众社会 ，而摒弃诸多有形强制的监禁模式，给予犯罪人更为缓
和的限制方式，通过尊重犯罪人的尊严以及密切其与大众社会的关联 ，促成犯罪人的自律与责任感的一
种处遇方式。严格而论，开放式处遇系属设施内处遇的一种行刑方式 ，这意味着犯罪人被判监禁并处执
行状态，而在行刑中给予犯罪人一定自由的松动 。对于开放式处遇各国存在诸多制度表现 。例如，美国
德国刑法学家耶塞克基于考察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得出了体现轻轻重重政策思想的一些结论。［德］汉斯·海因里希·
① 例如，
耶赛克： 《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概要》，载《法学译丛》1981 年第 1 期，第 19 页。
②

包括卖淫、赌博、通奸、兽奸、乱伦、同性恋、堕胎、流浪、乞讨、安乐死等。

③

包括亵渎神灵罪、轼君罪，违反抚养令、签发空头支票、违反经济管理法规的犯罪，轻微交通犯罪等。
严格而论，由刑罚变更为保安处分未必就是“轻轻”。不过，基于某些处分措施所具有的矫治、改善、医疗等特征，从其对于行为

④

人的积极意义来说，不失存在可予轻缓理解的余地。
《俄罗斯刑法典》（ 1996 年） 第 76 条、《德国刑法典》（ 1998 年） 第 46 条、《蒙古国刑法典》（ 1991 年） 第 70、
71 条等的规定。
⑤ 例如，
《德国刑法典》（ 1998 年） 第 47 条、“中华民国刑法”（ 1935 年） 第
⑥ 易科罚金制度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中有着体现。例如，
41 条第 1 款。
⑦

通常罚金主要针对贪利性犯罪，随着罚金适用范围的扩大，各国刑法分则也表现出罚金可适用于故意犯罪或者过失犯罪、贪利

性犯罪或者非贪利性犯罪、普通犯罪或者国事犯罪，独立适用于轻罪、附加适用于重罪等。
2000 年缓刑和假释两项处置占全部刑事处置的比率，加拿大为 79． 76% ，澳大利
⑧ 根据我国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
亚为 77． 48% ，美国为 70． 25% ，韩国为 45． 90% ，俄罗斯为 44． 48% 。
⑨ 关于缓刑的起源与各国缓刑制度的特点，详见张小虎著《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 下卷） ，群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93—597
页。
瑠 关于刑事和解的起源与各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详见张小虎著《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 下卷） ，群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瑏

1112—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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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刑法的间歇监禁刑、日本“作为对交通肇事被处监禁以上刑罚的受刑人的集中处遇的开放式设施 ” 。

5． 社会内处遇： 与设施内处遇相对，是指避免将犯罪人收容于监狱等设施之内 ，而是将其置于大众社会，
并不脱离一般生活，同时接受专门机构与人员的矫正、改善与援助，促使其改过自新的一种刑事处置方
式。行刑社会化原则是社会内处遇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①。 社会内处遇的典型形态是社区矫正。 各个
国家对于社区矫正的对象又有一定的差异 。例如，美国的社区矫正种类包括： 缓刑； 假释； 轻缓惩罚，包
［9］

括严格监督缓刑、家庭软禁、矫正营

。英国的社区矫正种类包括： 保护观察、假释、缓刑、社区服务、宵
［10］

禁、护理中心、监督、行动计划、结合矫正、毒品治疗和检测、补偿

。

重者更重： 主要针对以往的严重犯罪，包括罪行严重、罪质严重、犯罪人危险性严重的犯罪，予以更
为严厉的处置。具体表现在： 1． 特别重处有关严重犯罪： 针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严重暴力犯罪
等，设置特别刑法以加大处罚力度。1970 年美国联邦颁行《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 》（ RICO） ，该法
不惜对不溯及既往这一重要的刑事民主原则“打擦边球”，并且在私有经济极少适用没收财产刑罚的场
［11］

合，将没收财产作为刑罚确定下来

。1991 年日本推行《有关防止暴力团不正当行为的决定 》，旨在对

暴力团采取严厉的刑事处分，强化法律规制，彻底取缔构成暴力团基础的人、财、物，形成不容许暴力团
［12］

存在的群众舆论

。20 世纪 70 年代后，意大利颁布了若干“紧急法 ”，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有组

1979 年 12 月颁布的关于打击以恐怖主义和颠覆民主制度为目的的犯罪的法律 ，
织犯罪的打击。例如，
1982 年 12 月颁布的关于打击黑手党式犯罪的法律［13］。1992 年德国颁行《德国有组织犯罪的非法毒品
交易与其他表现形式的对策法》，该法对于刑法、麻醉剂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违反秩序法等 10
［14］

部重要法律作了修正，其核心是在实体与程序等方面，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处罚力度

。2． 加重惯犯

与累犯的处罚： 大多数严重犯罪出自慢性习惯犯 ，这类犯罪人社会危险性大，从而对之处置也日趋严厉。
1994 年美国联邦颁行《暴力犯罪控制暨执行法》，规定已经两次触犯重罪，或者已经一次触犯暴力重罪
或毒品重罪，如果再犯重罪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并且不得假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有 23 个州制
定了有关“三振出局法”。目前，各国刑法对于实施危害行为的惯犯与累犯也都规定了超常严厉的制裁
措施与制度。例如，对于常习犯、累犯等处以保安监禁或者不定期刑 ②。 保安监禁处分是一种最为严厉
的保安处分措施，侧重于消极的监禁隔离从而保护社会。 德国学者称“保安监督是保护公众免受累犯
［15］
侵害的‘刑事政策的最后一个紧急措施’” 。在刑罚适用上，各国刑法以不同方式加重对于累犯的处

罚，包括： 可以在所犯罪行应当适用的法定刑以上处刑 ③； 按照一定比例增加刑罚④； 可以加重处罚至比
本刑更重的上一等级的刑种⑤； 可以在本刑的最高刑以上，额外加处一定的刑罚⑥。3． 恢复死刑或者适
用死刑： 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近 20 个州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废
除了死刑； 柬埔寨、东帝汶、洪都拉斯等一些弱小国家也废除了死刑 ； 还有像日本等保留死刑的国家，死
刑的适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废除死刑的确已成为全球性的趋势。 尽管如此，这并不排除在一种总体
趋势下存在某一阶段的反复，从而某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再度恢复死刑 ； 同时，死刑的保留，通常也是针对
1967 年至 1977 年曾停止死刑执行，然而随着严重
某些最为严重的犯罪予以彻底的社会排害 。在美国，
的治安问题，“70 年代中期以后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 ”，并且“要求增加执行死刑年度数量的呼声已成大
［16］
势所趋” 。无论是恢复死刑还是保留死刑，死刑适用总是与严重犯罪相关。这些严重的犯罪包括： 叛

国罪、间谍罪、爆炸罪、劫持航空器罪、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 在废除死刑总

①
②

关于行刑社会化原则的基本思想与制度承载，详见张小虎著《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 下卷） ，群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92 页。
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 216 条、《瑞士刑法典》第 42 条、《德国刑法典》（ 1998 年） 第 63 条、《奥地利刑法典》第 23 条、《韩国社

会保护法》第 5 条等的规定。
《奥地利刑法典》第 39 条、《瑞士刑法典》（ 1937 年，
2003 年） 第 67 条（ 1） 等的规定。
③ 例如，
《日本刑法典》（ 1907 年，
1996 年） 第 57 条、《泰国刑法典》（ 1956 年，
1997 年） 第 92、
93 条等的规定。
④ 例如，
《法国刑法典》（ 1994 年） 第 132 － 8 条的规定。
⑤ 例如，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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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罗马尼亚刑法典》（ 1996 年） 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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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趋势下，对于严重犯罪恢复死刑，固然是“重重”的表现，而在普遍废除死刑的态势下保留严重犯罪的
死刑，这种“重之去而不去”，也不失对于此类犯罪的一种“重重”。
重重阶位： 轻轻重重的两极趋向，最终形成的是新的基于重重阶位的罪刑平衡。1． 两极趋向： 轻轻
重重政策以刑事处置宽严的两极发展为形式内容 ，即所谓“轻者更轻而重者更重 ”。 这里存在三个要
点： （ 1） 以往基点： 更轻或更重，是基于以往对于类似情形的处置而言的 。 对于轻微的犯罪，以往处置原
本就轻，现在予以更为宽松的处置； 对于严重的犯罪，以往处置原本就重，现在予以更为严厉的处置。
（ 2） 更轻更重： 相对以往，趋向轻或重的两极。轻者向着更轻的方向发展，而重者向着更重的方向迈进，
轻重处置的间距更大。限于刑事资源有限以及刑事处置规律的制约 ，轻重处置的区间有其合理跨度，这
势必形成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 。（ 3） 重重重心： 轻轻重重的重心在于重重。 更轻是针对轻者，
而轻者原本就轻，由此轻轻也就致使轻者从犯罪与刑罚 、从立法与司法的框架中，被相对剔除出去，也就
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司法化、开放式处遇、社会内处遇。相对除去了轻者，留下的重者成为关注的
焦点； 而重者更重则从对重者处置的角度 ，表现出刑事资源对于重者的更多投入。2． 新的平衡： 轻轻重
重政策直接表述的是刑事处置的趋势 ，由此必然又形成一种新的刑事处置模式。 刑事处置有其固有的
准则与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轻轻重重政策所构成的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罪刑处置的公正与效率，
可谓是以重重为重心的新阶位的罪刑处置平衡 。轻者更轻、重者更重，必然依存于法律的框架，施行于
特定社会状况的背景，相对于以往对类似犯罪的处置。由此，倘若从司法的视角考察，轻者更轻、重者更
重，则意味着对于轻微犯罪或者严重犯罪 ，在法律框架内，鉴于当今特定的社会状况，施以比以往更为轻
缓或者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置。如果从立法的视角考察，轻者更轻、重者更重，则意味着对于轻微犯罪或
者严重犯罪，鉴于当今特定的社会状况，予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立法，或者设置比以往更为严厉的罪
刑处置。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轻轻重重，并不意味着割断罪刑均衡的平缓阶梯 ，否则不足以构成现
代理性的罪刑结构与机制。重者更重，但“更重”的刑质不可超越极刑，“重者”的罪量也不可占据主导，
否则就成了酷刑并舍弃了惩罚的差异 ，缺乏差异的重刑惩罚显然为世诟病； 轻者更轻，也并不否认基于
社会发展的新境况，有关危害社会行为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同时原有的一些犯罪也会占据那些从罪刑结
构中退去的轻微犯罪的位置。因此，“轻轻重重”的所谓“两极”，仅仅是“相对于以往 ”的处置所显现的
两极，而“相对于当今”而言，整个罪刑结构仍是平缓而有序的罪刑阶梯 。这就是说，“轻轻重重 ”打破旧
有平衡，而新的平衡也必然形成； 在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将会构建
新的罪刑阶梯的平衡。
三、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比较
轻轻重重政策注重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 ，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 ，以罪刑处置的宽严
两极发展为形式内容，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思想与制度建构，促成新的社会背景下罪刑处置的公正与效
率。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 ，基于犯罪原因、犯罪条件的揭示和犯罪预测的把握，以罪
刑处置的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为核心内容 ，旨在预防、控制与惩治犯罪，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
标，并且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而长期坚持 。总体而言，两项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区
别也是明显的。
相似之处： 两者在背景依据、宽严视野、核心指向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1． 背景依据： 尽管
轻轻重重政策直接表述的是一种罪刑处置的趋势 ，但是作为这一趋势的结果存在一种罪刑处置的具体
内容（ A） ，而宽严相济政策也具体表现为罪刑处置的具体内容 （ B） ，就这两种具体内容而言，两者 （ A 与
B） 均应遵循刑事处置固有的准则与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轻轻重重政策所构成的，是在新的社会背
景下罪刑处置的公正与效率，可谓是以重重为新的阶位的罪刑处置平衡 ； 而宽严相济政策所强调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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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罪刑处置的公正与效率，是以区别对待、宽严相济为核心思想的罪刑处置平衡。
2． 宽严视野： 轻轻重重政策与宽严相济政策均兼顾宽与严两个方面 。 轻轻重重政策意指轻者更轻而重
者更重。所谓更轻即对于轻者更为宽缓，而更重即对于重者更为严厉，这不失为一种宽缓与严厉的相互
观照。宽严相济政策强调区别对待、宽严相济。这是区别犯罪的不同情况而予宽严有别 、宽严协同的处
置，显然宽缓和严厉的调整与平衡是其核心的内容 。3． 核心指向： 两者均以罪刑处置为核心。轻轻重重
政策所表述的是，在时代背景下罪刑处置原则与方法的两极趋势 ，即对于轻微犯罪采取更为宽缓的政
策，对于严重犯罪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 。这种政策针对“轻者”与“重者”的处置，既是一种价值指导，也
是具体制度规范； 既表现在立法中也体现在司法上 。宽严相济政策直接表述罪刑处置上的区别对待与
宽严相济，既是刑事立法应当遵循的立法政策 ，也是刑事司法应当贯彻的司法政策，而其实现又具体体
现在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罪刑处置工作中 。宽严相济政策不仅是罪刑处置思想观念的指导，也是罪
刑处置制度规范的体现。
主要区别： 两者在政策视角、理念侧重、核心思想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1． 政策视角 （ 趋势与
本位） ： 轻轻重重政策直接表述的是一种罪刑处置的趋势 ，即轻者向轻的方向发展而重者向重的方向发
展。这是以同类情形的以往处置为基准的宽严轻重的展开 ，而对于犯罪轻重的相对意义及其宽严处置
的平衡问题，没有直接予以阐释。相对而言，宽严相济政策直接表述的是罪刑处置的宽严界分与平衡的
规则。这并非立于前瞻趋势与后顾比较的视角 ，而是在同一特定时空的框架内，以犯罪轻重本身的不同
为基准，对于不同犯罪而予刑事处置的宽严轻重规则予以具体阐释 。由此，轻轻重重政策系属罪刑处置
横向发展的考察，宽严相济政策可谓罪刑处置纵深内容的揭示。2． 理念侧重 （ 保护与保障 ） ： 轻轻重重
以同类情形的以往处置为基准，从而在趋势的视角下，轻轻重重政策以保护社会为重心，而宽严相济政
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在保障人权的框架下，刑法的谦抑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为罪刑处置的
宽和留下了空间； 而在保护社会的平台上，刑法的工具性与效率性成为关注的重心，由此为罪刑处置的
严厉提供了理论根据。轻轻重重政策虽言呈现宽缓与严厉的两极趋势，但是其实质权重在于“重重 ”，
而这种“重重”的权重难以依存于强调刑法谦抑的语境中 。与此不同，宽严相济政策既注重区别对待也
强调宽严相济。在宽严相济政策的思想中，宽和与严厉是直接印衬、沟通、协同、促进的； 其核心是经由
合理的刑事处置措施与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由此，无论是处置的宽和还是严厉，保
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均是其需要考虑的价值 。3． 核心思想（ 两极趋向 · 兼容协同 ） ： 轻轻重重政策以刑事
处置宽严的两极发展为形式内容 ，即所谓“轻者更轻而重者更重 ”。其中，“轻者更轻 ”致使“轻者 ”趋于
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由此“重者更重 ”成为刑事处置的重心，从而轻轻重重政策实质上又是以重重为
核心的。相对而言，宽严相济政策以刑事处置的宽严有别与宽严并举及宽严救济为形式内容 ，即所谓区
别对待与宽严相济。这是既注重宽严区别又强调宽严辅助 ，是以宽严两点之间的兼容与协同为重要特
征的。宽与严两者既相对存在，又相辅相成、相互救济、相得益彰。
总之，轻轻重重政策重在表述罪刑处置的两极趋势 ，这是基于宽严间距的拉大，由此致使宽缓一端
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而严厉一端趋于罪刑处置的重心。 这种“重重 ”之重心的政策，生成于犯罪形势
日益严峻的社会背景，侧重保护社会的刑事价值理念。就其作为趋势结果而存在的罪刑处置的具体内
容而言，轻轻重重政策所构建的可谓是以重重为新的阶位的罪刑处置平衡 。 而宽严相济政策重在表述
罪刑处置宽严的策略与方法，强调宽严两者不可偏废。这是以同一时空下犯罪轻重本身的不同为基准 ，
注重区别对待与宽严相济。虽然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思想内容随着时代演进而有所发展 ，但是这一政
策的宽严不可偏废等思想框架不会改变 。无论犯罪形势有所缓和还是日益严峻，宽严相济政策始终是
我国遵循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在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下 ，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
公正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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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between Policy of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and Policy of Punish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rime
Zhang Xiaohu
（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of society．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efficiency，the policy，based on
the rule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ime，emphasizes treating differently on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and focuses on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and justified remedy． The policy of punish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rime，formed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where crimes become increasingly rampant，is orien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values，and emphasizes the thoughts and systems which take mercy and rigor into consideration，and consequently the minor offender may be granted forgiveness and the serious criminals can move to the
center to sit on the hedge，which thereby forms a new order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efficiency on punishment of
serious crimes．
Key words：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punish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rime； criminal policy；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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