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衛東：為訴訟文明終年奔波

刑訴法修改10大亮點
「尊重和保障人權」 寫入總則
明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設置排
除非法證人證言的程序，嚴防刑
訊逼供
設置證人強制出庭作證制度，但
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除外
，符合中國 「親親相隱」 傳統
嚴格限制採取強制措施後不在24
小時內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涉
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
犯罪通知後有礙偵查時）
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由可請律師
提供法律幫助到可委託律師作為
辯護人
律師涉嫌偽證罪的，同案偵查機
關迴避
增加當事人、辯護人等對司法機
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申訴、控告程
序，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督
完善死刑覆核程序，覆核過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應當訊問被告人，
須應聽取辯護人意見。強化最高
人民檢察院在死刑覆核過程中的
監督作用
明確刑事和解程序，賦予被害人
一定程度的 「私了」 權，保障被
害人得到及時、充分的賠償（為
避免花錢贖刑，和解限制在危害
較輕的犯罪，強調被害人自願和
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
針對未成年人設置附條件不起訴
制度及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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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訴訟法正
式施行。刑訴法素有 「憲法的程序法」 之
稱，與每個普通百姓的人身自由、民主權利
和財產安全息息相關。新刑訴法將 「尊重和保
障人權」 寫入總則， 「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並
重」 原則更貫穿修法始終，中國人民大學訴訟
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陳衛東接受本
報專訪時表示，相信新的訴訟精神會在司法
人員的執法理念、方式兩方面得到體現
，中國刑事訴訟的文明會得到整體提

升。 本報記者 隋曉姣

「尊重和保障人權」2004年寫入憲法，此次刑訴
法大修，第一次把憲法的原則寫入基本法。而除了寫
入總則，新刑訴法在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
、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和特別程序七大方
面進行修改完善，具體落實 「懲治罪犯與保障人權並
重」的原則。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
證據制度方面，首先是嚴禁刑訊逼供，規定 「不

得強迫自證其罪」，對採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
予以排除，並增加在審理中排除非法證據的調查程序
、偵查人員必須在看守所內訊問並錄音錄像的制度。
其次，新刑訴法強化證人出庭的義務和對其保護的力
度，規定法院可在必要情形下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為
尊重中國 「親親相隱」的傳統，又明確直系親屬可免
除作證義務，顛覆了曾被大力提倡的 「大義滅親」政
策。

陳衛東評價，力加強對人權的保障是這次刑訴
法修改的主線，過去，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司法上，中
國的人權保障都比較薄弱。而刑訴法修改不僅把 「尊
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第二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的任
務，更在各個制度和各個程序的條文設計中充分體現
了這一精神。

「非法證據，特別是以刑訊逼供的方式獲得的證
據是對人權的極大侵犯，既傷害人的身體，又損害人
的人格和尊嚴。」陳衛東說，新刑訴法設置非法證據
排除制度，加上規定偵查人員訊問嫌疑人須全程在看
守所進行（訊問人和被訊問人有兩米物理隔離，全程
錄音錄像），能有效防範刑訊逼供，是最大程度的人
權保護。

律師 「三難」 不再難
律師辯護難曾與刑訊逼供、超期羈押被並列為國

內刑事訴訟中的三大難題，而辯護難實際是 「三難」
─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新刑訴法完善了律師
辯論的制度，大大提高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
用。陳衛東指出，新刑訴法吸納了2008年新律師法的
許多規定，為律師會見、閱卷、取證創造一系列寬鬆
的環境，使其能更好地為委託人提供法律幫助，這也
是人權的一個重要內容。

新刑訴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
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這
擺脫了過去只有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才可委託辯護
人的限制。同時，新刑訴法明確律師憑 「三證」可在
48小時內會見當事人，防範公權力機關對律師會見可
能的阻撓或拖延，並明確律師會見時不被監聽。新刑
訴法還規定，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查閱
、摘抄、複製案卷材料。

此外，新刑訴法還加強了對律師的職業保障，以
防範 「李莊案」的再次發生：辯護人涉嫌犯罪的，由
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
理。這條俗稱「律師偽證罪同案偵查機關迴避」的規定，
旨在保護律師，避免其遭到打擊報復。

嚴限不通知家屬情形
相對於1996年刑訴法規定 「拘留後，除有礙偵查

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
處所在24小時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新刑訴法對
公眾質疑有 「秘密拘捕」之嫌的 「有礙偵查情形可不
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設定了雙保險─將其限定在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兩種犯罪上（通知有礙
偵查的可不通知），且當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後，
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而最高檢出台的司法
解釋則將何為 「有礙偵查情形」進一步具體化：有礙
偵查一般包括同夥聞訊後可能逃跑、隱匿或者毀滅證
據的；可能互相串通、訂立攻守同盟的；其他犯罪同
夥有待查證的。

陳衛東評價，嚴格落實上述訴訟精神，相信國內
的刑事訴訟會更加人性，更加把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
責任和維護他們正當權益有機地統一起來，從整體上
提升中國的刑事訴訟文明。他指出，這會在司法人員
執法理念和執法方式兩方面同時得到體現，或許還有
一個不斷適應的過程，但這一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他推敲理性的立
法；在長途跋涉的調研中，他探尋人性的執法
。他用學者的執著與堅守，為法治進步立言著說
。」

2012年12月4日，是憲法實施30周年紀念日
，是全國法制宣傳日，也在當天，陳衛東因推動
刑事訴訟法實現大修而獲評央視年度法治人物。

在中國，為改善刑事訴訟環境吶喊的人不勝
其多，為什麼選中他？對此陳衛東十分謙遜：我
只不過是整個刑訴法學界的一個代表，這顯示出
社會對刑訴法的關注，對於刑訴法學的關愛。

「但我們這些人確實是在玩命去做能夠做的
事，盡量做得更好。」他話鋒一轉。

如何 「玩命」？

去年3月14日，刑訴法修正案表決通過，他
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直播間同步向全國聽
眾進行宣講。接下來，他奔走於全國各地，最多
時一天能走四個省。 「10月份之前，宣講刑訴法
修改的條文；10月份之後，宣講司法解釋的內容
。」他介紹，從刑訴法通過到實施的這段期間，
各地方的司法部門做了不少準備工作，僅自己7
個月內全國宣講即超過60場，而各地的司法部門
對這種宣講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幾乎場場爆滿，
「到雲南大理講課時，當地270名律師一個不缺

，悉數到場。」
而這些宣講，全部來自地方公檢法部門的組

織和邀請， 「我們國家，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充
滿對法律學習的慾望和熱情。」陳衛東透露，在

宣講中他也聽到一些擔憂，比如技術偵查
手段的使用如何規範，會不會侵犯到公民
的隱私權？律師在審查起訴期間怎麼去核
實證據，把看到的複製下來的案卷材料跟
被告人核實會不會導致泄密？ 「這些擔憂
或多或少都有道理，這也提醒了我們要盡
可能考慮周全，特別是在司法解釋中具體化。」

他告訴記者，1996年刑訴法修改後，自己做
了一個刑訴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的項目，對應
出了《問題調研報告》和《對策研究》兩本書
（右圖），產生了廣泛影響。接下來，自己打
算繼續用這種方式，到全國各地調研搜集新刑
訴法實施的情況，發現暴露出的問題，再提出
進一步改進的意見。

刑訴法時隔15年啟動大修，新刑訴法涉及上百個
條文的修改，好的條款寫在了紙上，能否得到落實？
作為刑訴法修改專家組成員，陳衛東全程參與、推動
了此次修改，與法院、檢察院、公安、看守所、律師
均有深入的接觸，他對上述疑問一一作出了解答。

司法解釋試行 有待實踐檢驗
漂亮的條款寫上了，但能

不能操作呢？此次修法，令人
遺憾和憂慮的是，雖然在法律

原則上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問題，但由於在具體條文
中缺乏對這些原則的保障性條款，致使這些原則難以
得到落實，甚至會流於形式。公權力過強，會導致司
法審判公正性受到質疑。

為了迎接新刑訴法的實施，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
都出台了司法解釋，這些司法解釋是

為了把法律規定的精神更好地貫徹到司法實踐中，對
一些不明確，不甚具體或原則化的規定加以具體化，
以使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更加規範。

以這次修法社會非常關注的73條（指定居所監視
居住，曾被質疑是 「雙規」的擴大化）為例，最高檢
作為重要的權力監督部門，其司法解釋明確強調，指
定居所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可以吃飯、休息；便於監
視、管理；能夠確保安全。通過這種解釋我們就可以
明瞭監視居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它能跟羈押場所
區別開來，不會在監督上失控。當然，這些規定都是
新的，對於指定居所，我們沒有經驗、沒有實踐，現
在所做的設計都是一種預判，還有待實踐的檢驗。所
以最高檢現在公布的司法解釋是試行，即是打算通過
一兩年的實踐將其不斷修改、完善，從而最終定稿。

憑「三證」2日內可見當事人
最近為了迎接新刑訴法的

實施，很多看守所都在忙裝
修改造，重點是律師會見室，

要點是埋設監聽監視設施。從1月開始，律師會見真
的要當心了。

07年律師法修改，和
國際理念相銜接，但實踐
中有關部門拒絕實施，理

由是「刑訴法沒改，我們執行刑訴法。」現
在刑訴法修改律師辯護權利得到很大改善
，對這些修改的精神能否真正落到實處，
我很樂觀。

新刑訴法規定律師憑 「三證」48小時
內可會見當事人，為了應對這一變化，公
安部監所管理局和全國各地的看守所都在

積極地準備。有的看守所在改建、增建看守所的律師
會見室，這是為了應對會見室不足的一個非常值得肯
定的措施，而並非為了監聽監視律師的會見。刑訴法
規定律師會見只能錄像，不能錄音，即只有談話畫面
，沒有談話內容，這方面可以放心。同時，律師會見
當事人，不能到了看守所拿 「三證」就見，需要一
個預約機制，如何和律師銜接會見，看守所也在積極
研究探討。

國內律師地位長期較低，特別是出了李莊這樣的
案子，律師們心有餘悸，可以理解。長期以來，看守
所也確實是爭議的焦點，業內認為看守所由公安部門
管理是一種偵查的延伸，擔負深挖犯罪的職責，客
觀使看守所跟律師形成對立。但這些年看守所已經擺
正了自己的位置，秉承了保障訴訟正常進行的中立立
場，而不會配合偵查機關去限制律師。

事實上，國內條文上寫的律師權利已基本接近國
際標準，問題是這些權利能不能落到實處。大家看一
看實踐，如果會見的問題還不解決，我會帶頭提出把
看守所交由司法機關管理的觀點。

轉變「由供到證」 發揮技術偵查
為即將實施的新刑訴法，

公安部發布了《辦理刑案程序
規定》，對尊重保障人權有了

大大的改善。特別是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 的原則，
有了與英美法系相近的效果。這也大大增加了公安機
關偵查破案的難度，而公安的素質適應得了嗎？

刑訴法修改通過後我在很多地方
給公安、檢察、法官包括律師講解法
律的原文及如何去應對。一個制度變

了，工作怎麼開展，他們確實有很多畏難的情緒。譬
如現在規定拘留嫌疑人後，訊問在看守所進行，靠刑
訊逼供、精神折磨來騙取口供的事幾乎不可能再發生
了。可現在檢察院反貪的壓力這麼大，貪污受賄又不
像刑事案件有現場，行賄受賄都是一對一的，要破案

全靠言詞證據。這樣的話，案子怎麼破？
我建議他們把偵查重心前移，重

視立案前的調查取證，也就是慎重立
案，立案時證據已基本掌握了，這方
面可以參考香港廉政公署，他們採取
這樣的手段已經很成熟了。另一方面
，要盡量改變以口供為辦案突破點
的思路，現在新刑訴法規定可以用
技術偵查手段了，辦案人員也應當
轉變 「由供到證」的辦案方式，充
分發揮技術偵查的作用。

刑訴法實施問答

◀第十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
五次會議通過新
刑事訴訟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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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成都武侯區公安局、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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