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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治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专栏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之
法理诠释
———以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为对象
蒋太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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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涉疫情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体现了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依法防
控观。 这种法治防控观虽然有利于形成规范合力,避免规范供给不足的困局,但由此形成
的以防疫秩序为核心的新规范体系,必然面临科学性、合理性检验。 而既有的法益概念解
说难以完善地提供解释论依据,必须结合社会危害性概念对法益予以动态评价才能更好
解释。 对法益的动态解释有其界限,原则上对法益概念的动态解读仅限于特殊时期,仅限
于与疫情防控具有密切关联的罪名,仅限于量刑问题,并且应当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其适
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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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
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①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部 2020 年 2 月 7 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
收稿日期:2020-04-20
基金项目:华东政法大学 2020 年度科学研究项目( 疫情专题)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刑法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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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 n1 / 2020 / 0206 / c64094-31573224. html,2020 年 4 月 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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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2020

年 2 月 10 日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的具体要求。 此外,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公布了若干批涉及打击疫情犯罪的典型案例,不少地方司法机关也出台
相关的刑法特别适用规则。① 笔者将前述相关文件称为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
总体而言,前述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在规范适用依据上并不仅限于与疫情防控具有直接关
联的刑法条款,而是以疫情防范作为统摄性概念,在充分整合既有的法律规范资源基础上,形成的防范
疫情的刑法规范体系,体现出了“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
罪,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② 的要求。 但是如何理解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分析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功能定
位,在此基础上阐明其学理或者教义学根据,并进一步检讨其适用范围。
二、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的功能定位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 400 多个罪名中,与疫情或传染性防治直接相关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 330

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刑法》第 332 条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刑法》第 409 条规定的传
染病防治失职罪以及《刑法》第 360 条规定的传播性病罪等。 但相关涉疫情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覆盖
的罪名远远超出前述范围,多达 30 余个罪名。 这是基于体系整合的视角,对既有法律规范资源的有效
运用,是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最直观的体现。

(一)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目的是避免规范供给不足,形成防治疫情的规范合力
首先,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属
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其波及的范围并不止于公共卫生问题,由此还引发了全国性的停工、停产以及
社区的封闭化管理等,甚至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陷入停摆的紧急状态。 虽然法
谚有云“紧急时无法律”,但这仅意味着在紧急状态下,针对通常事态的法律不能有效发挥规范紧急状
况下的事态的功能,而非在紧急状态下不需要法律。 其实,相较于通常情形,紧急状态下更需要法律,
否则将无法避免社会运转的无序状态。 在此意义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紧急状况下,如何对待犯
罪既是一个具体司法适用的问题,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③这是对我国国家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的
一次检验。 “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无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成部分……国家治理法治化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保障。” ④“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
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⑤从依法防疫的角度看,通过

①

比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刑事犯罪的通

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④

卓泽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 1 期,第 4 页。

告》。

③

孙万怀:《刑事政策研究的理论自觉》,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49 页。

⑤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 n1 / 2020 / 0206 / c64094-31573224. html,2020 年 4 月 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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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有不同的规范内容的法条调动起来形成防范疫情的法治规范体系,是实现紧急状况下社会治理目
标的现实选择。
其次,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是依法防控疫情,避免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必然要求。 “ 刑

法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正如‘ 醉驾入刑’ 使公民人身、财产损失的交通肇事案件大幅下降一
样,恰到好处地使用刑法手段,会取得‘刑法进步一小步、社会治理推进一大步’的良好效果。” ①但法治
的前提是有法可依。 “在法治中,权力虽然作为一种支配力量而存在,但它必须受到法律控制。 法治把
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置于一种新的格局,法律不但得到权力的有效支持,而且它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力
量对权力发挥着制约作用。” ②“法无授权即禁止” 是法治诉求在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鲜明体现。
在此意义上,对刑事立法、司法而言,罪刑法定在刑法中具有终局意义。③ 新冠肺炎疫情并非单单是传
染病防治的问题,其实更涉及如何妥当地实现生产生活物资的调配、组织恢复生产、安抚国民情绪等方
方面面,由于疫情时期所处的环境比较特殊,平时很多法律法规规章不一定能适应突发时期的情况。④
换言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公共事件,立足于规制通常情况的法规范,通常会面临规范供给不
足的局面。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是立足于既有的法治资源,尽量避免规范供给不足的
困境。
最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旨在通过形成规范合力避免法规范供给不足。 制定新的法律
规范是避免规范供给不足的重要途径,但立法涉及较为复杂的程序性事项,在紧急状况下,显然不可能
期待通过立法迅速回应社会对法治的需要。 当然,回应紧急状况下规范供给不足的路径并不限于立
法,司法也是有效避免规范供给不足困境的有效手段。 对此,陈金钊教授提出了“持法达变” 的法律适
用立场,实质上就是在体系性思考下整合不同的法规范,通过“把已有的法律命题放在更为宽泛的体系
中进行思索,在整体中把握判断的合理性”。⑤ 亦即围绕疫情将不同的规范整合起来形成规范合力,以
“形成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的氛围和气势,防止错过防控疫情总体战的最佳时机”。⑥ 其实,法律中的诸
多法条,其彼此并非只是单纯并列,而是以多种方式互相指涉,只有透过他们的彼此交织及相互合作才
能产生一个规整。⑦ 换言之,法规范就像魔方一样,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和法
律功能。 这本质上是由于法秩序的体系辐射功能所决定。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其实就是通
过充分利用法条,达到形成规范合力避免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目标。
(二)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实质上形成了新的规范逻辑体系
《意见》分别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

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各自发布的相关典型
案例也涉及众多的罪名。 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首批 10 个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
例中,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3 件、暴力伤医犯罪 1 件、制假售假犯罪 1 件、哄抬物价犯罪 1 件、诈骗犯
①

黎宏:《助力抗击疫情刑法当仁不让》,载《人民法院报》2020 年 2 月 7 日,第 002 版。

③

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7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4 页。

王春业:《越是特殊时期越要加强法治的作用》,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20 年 2 月 15 日,第 002 版。
陈金钊:《批判性法理思维的逻辑规制》,载《法学》2019 年第 8 期,第 60 页。

黎宏:《助力抗击疫情刑法当仁不让》,载《人民法院报》2020 年 2 月 7 日,第 002 版。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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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2 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1 件,其他涉疫情严重暴力犯罪 1 件。 我国《刑法》 分则原则上依据犯
罪的同类法益对犯罪进行分类。 不同种类的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不同,①也有不同的功能。 体现为疫情
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求的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不但在形式上打破了既有的刑法规范体系安排,
而且在实质上与既有规范体系也有根本区别,形成了保护“防疫秩序的”新的规范体系。
首先,通过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形成的疫情防范的规范体系具有新的指导理念。 前述
《意见》明确提出:“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
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可见,对疫情期间涉及的 30 多个罪名,依法从严从重打击涉疫情犯罪是司法实践的基本立场;
对于那些非涉及疫情防治的违法犯罪行为即使触犯了同样的罪名也不会被从重从快处理。 例如,行为
人实施伤害行为,无论伤害对象是普通人还是医生这一特殊人群,在平时状态下并不影响量刑,但由于
《通知》提出了严厉打击侵犯医务人员安全的政策要求,前述侵害医生人身安全的行为在防范疫情特
殊的时期反而影响量刑。 《意见》将这种法律适用立场拓展到 30 多个罪名,不仅故意伤害罪,其他相关
罪名的量刑也是如此。 这些新的量刑规则并非《刑法》所规定而是司法解释性文件所确定,可见,对于
传统的罪名,从严从快的司法立场实际上形成了新的量刑指导理念。
其次,通过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新形成的疫情防范的规范体系具有新的规范对象。 如前
所论,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上所涉及的 30 多个罪名,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具有不同的体系地位,也具
有不同的法益保护功能。 根据相关罪名与传染病防治的关系,涉疫情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范内容
主要涉及与传染病防范具有直接关联的罪名,以及与传染病防范并无关联性的罪名。 例如,在非疫情
期间,故意伤害或杀害医务人员,只会根据被害人生命法益受侵害程度予以定罪量刑;但在疫情防控时
期,暴力伤害或杀害医生,除侵犯个罪的保护法益外,更不利于“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
环境,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② 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是人身法益,而
“良好的诊疗环境,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等涉及疫情防控的利益属于社会法益或者说集
体法益,只是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可能产生的反射性的社会效果之一,并未为立法者确
定的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所包含。 换言之,在刑法规范设定的规范体系中,涉疫情刑事司法解释
性文件所覆盖的罪名并非都与防范疫情具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规范逻辑上两者并不存在关联性,只是
行为人触犯这些罪名的附随的社会效果通常会影响疫情防范工作。 亦即,这些不同的罪名之间的关联
是一种事实上的关联而非规范价值或功能层面的关联。 “从维护疫情防控工作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维
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度全面履职尽责,切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来抓,为疫情防
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③的角度,通过将社会效果置换为法律效果的方式,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实际上拓展了既有规范体系的规范对象范围。
最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是将刑事政策融入法律适用的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新型模式。
“所谓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指在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过程中,考虑刑事政策,并将其作为刑法的评价标准、
①
②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58 页。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

好医疗秩序的通知》,https: / / www. spp. gov. cn / spp / xwfbh / wsfbt / 202002 / t20200208_453950. shtml#1,2020 年 4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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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报评论员:《疫情防控期间,不容违法犯罪滋生》,载《检察日报》2020 年 2 月 6 日,第 0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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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和导向。” ①正如拉德布鲁赫指出的那样,“生活只知道奔腾不息流动,但概念却要为这流动划出清
晰界限”,②刑事政策刑法化动力来源于规范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以及法规范确定一般正义和社
会生活所要求的个案争议的矛盾。 因此,法律适用并不是形式逻辑的推演,而应在兼顾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基础上,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 在疫情爆发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是重中之
重。 此时发生的犯罪行为较普通时期相比,危害程度更高、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对人民群众安全感
的影响也更强烈,理应受到更为严厉的从重从快惩罚。” ③ 亦即,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实际上
是回应疫情期间公众安全需求、社会秩序需求的有效手段。
三、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的教义学根据
(一)违法性评价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之关联
虽然“缺乏刑事政策这一媒介,不仅刑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通道会全面受阻,刑法教义学的
发展也会由于缺乏价值导向上的指引而变得盲目”,④但问题的关键恰是,如何说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的法治防控观所体现的刑事政策是对既有规范体系的改变的教义学根据。 因为,司法“是
以现行法为基础并在法律上构成的”法律判断,而非伦理判断或道德判断。⑤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以及
《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法院的审判活动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一方面,刑事政策思
考强调刑法的社会适应性,离开了刑法规范的拘束的刑事政策很容易将社会效果置于优先于法律效果
的地位;另一方面,刑法中的大多数规范本来是处理一般社会状态下的法益保护问题,在进入紧急状态
的情况下,国民对安全价值的需求往往会被加倍凸显,此时,刑事政策思考不可避免地将各种反映国民
情绪性诉求的法外价值移植到法内,使得理性的立法很容易被情绪化地解读。 故而,在法治意义上,不
以解释论为媒介的刑事政策,不具有解释论上的说服力。⑥

最近有观点倾向于认为,目的概念是沟通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管道。 “在统摄体系的目的因

素完成调适之后,相关的信息进而通过体系的既有脉络传达给相关的组成部分,引发整个刑法体系发
生深刻的演变。” ⑦正如张明楷教授指出的那样,“犯罪的实体是违法与责任。 所以,对违法构成要件的
解释,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
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⑧但是,实际上,在多数情形责任评价在犯罪评价中仅发挥限制处罚冲动的
刹车片功能,最终是法益概念对于法中的目的解释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立法论层面,刑法的目的与任务

①

黎宏:《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第 42 页。

③

蔡军、刘夏:《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载《河南日报》2020 年 2 月 26 日,第 010 版。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 页。

劳东燕:《罪刑规范的刑事政策分析———一个规范刑法学意义上的解读》,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日]我妻荣:《债权在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7、388 页。
[日]山中敬一:《犯罪論の機能と構造》,成文堂 2010 年版,第 41 页。

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1 期,第 132 页。
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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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护法益,即为了使法益不受侵害或者威胁而制定刑法;① 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然后
在刑法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② 事实上,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
采取的犯罪惩罚理念,强调的是非常时期一些涉疫情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平常时期更大,因此应当予
以区别对待。 社会危害性理论一般被我国学者作为犯罪的概念理论或者说违法性实质的理论。 最近,
学界通常是从法益的角度解读社会危害性。 因此,借助于“ 法益” 概念,目的思想便可以进入法学
领域。③
(二)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对既有法益理论的解构
“我国《刑法》第 3 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动摇的‘铁则’,在防疫期间办理

刑事案件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 ④ 将法益概念作为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
的教义学根据,始终面临如何调和同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难题。
首先,法益概念和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内在关联。 将法益概念作为目的解释核心立场的观点,通常
同实质解释论关联在一起。 因为,实质解释论对行为处罚必要性判断核心标准是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是
否达到值得刑法处罚的程度。 立足于形式解释论立场的学者认为,过度强调法益概念在法律解释中的
功能,很容易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然而,法益概念并非罪刑法定原则的对立面,而应认为法益概
念是实践罪刑法定原则的构成性要素之一。
其一,法益概念始终同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关联在一起。 一方面,在立法层面,如果不对犯
罪进行分类,就意味着没有具体犯罪的成立条件与法律后果……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⑤ 《刑法》

分则条文的立法分类以法益概念为基础,侵害不同法益的行为被规定为不同的犯罪类型。 另一方面,
在司法适用层面,法益概念经常被用于澄清罪刑规范不明确之处,从而实现裁判规范的明确性。 传统
见解多认为,只要解释结论在可能文义范围之内,就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但是,这种观点并
不完全妥当。 “每一个法律制度……既表明自己为之服务的目的,同时也指出目的应当如何被遵循之

手段。” ⑥受制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文不达意的现象并不罕见。 既然目的解释才是刑法解释的桂冠,
即使解释结论仍在可能文义范围内,也需要通过法益概念再次检验哪种解释方案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最
佳方案,换言之,法益概念是实现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有效的理论工具。 以盗窃罪为例,《 刑法》 只规
定盗窃财物的构成盗窃罪。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是盗窃违禁品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问
题。 这与盗窃罪的法益密切相关。 如果将盗窃罪的法益理解为占有,自然可以肯定盗窃罪,将盗窃罪
的法益理解为本权,就不能肯定盗窃罪。 因此,立法者制定盗窃罪的规范目的或者说罪刑法定原则的
定型性诉求,必须通过法益概念才能得以明确。
其二,法益概念始终同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处罚的实质均衡关联在一起。 犯罪的实体是行为人的
不法和责任,决定了行为人行为的不法程度以及罪责程度是影响定罪量刑的最主要因素。 亦即罪责刑
相均衡原则实现,首先取决于行为的不法和罪责。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而言,如果行为人造成的
①

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7 期,第 92 页。

③

[德]李斯特:《论犯罪、刑罚与刑事政策》,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0 页。

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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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50 页。

周光权:《精准打击社疫情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载《人民法院报》2020 年 3 月 21 日,第 001 版。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57-658 页。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蒋太珂: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之法理诠释———以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为对象

法益侵害程度不高,不得因为责任高而给予更高的处罚的。 法益始终是制约定罪和量刑的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 通常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原理。 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罪刑法定原则不
仅发挥指导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的功能,其同样是指导违法性评价、有责性评价以及量刑评价的原
理。① 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既包括犯罪认定的法定也包括量刑上的法定;另一方面,民主主义和保障
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根据。 无论定罪还是量刑都涉及罪刑评价和国民人权保障的问题。 这就
意味着哪些要素影响定罪和量刑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其次,既有的法益概念难以科学合理地说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依法防控观。 以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二批依法惩处妨碍疫情防控的指导案例为例。 在“ 上海某工贸有限公司及谢某某
非法经营案”中,对非法经营行为加重处罚的重要理由是:“ 在疫情防控期间……,还制造或加剧了恐
慌性需求,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在“ 计某某招摇撞骗案” 中,加重处罚的裁
判理由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蒙骗企业浪费资源生产简易型口罩,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信
任,还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对此类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 在“ 王某某诈骗案” 中,加重处
罚的理由是通过打击侵害医务人员财产的行为,能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全力保
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风尚。 在“ 陈某某诈骗案” 中强调依法严惩
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熔喷布等防疫物资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从而切实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统筹
推进。② 相较于其他实施同种犯罪但未必加重处罚的行为,前述典型案件中的犯罪之显著特点是,都
侵害了疫情防控秩序。
可见在这些典型性案例中,给予行为加重处罚效果的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些行为危害了疫情防控
秩序,期望通过严厉打击相关行为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 事实上,不仅涉及疫情的案件,在其他很多案
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司法裁判提出“ 社会效果” 的要求,成功地将公共政策内化到裁判过程当
中。③ 但是,这些裁判结论赖以正当化的前提是,这些社会效果能够被“在社会中经得起后果评价的那
种法律意旨”。④ 尽管对于某一具体刑法条文保护的法益是什么,经常存在学说上的对立。⑤ 但可以确
定的是,除了个别条款外,《刑法》分则规定的绝大多数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并不包括疫情防控秩序的利
益。 例如,前述《意见》 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等。 这些罪名或者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利益或者是为了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或者是为了保护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利益。 可见,《意见》 相关涉疫情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规定的从严处罚的根据并
不是此类行为侵害了法律所规定的财产利益或者人身安全,而是建立在疫情期间,疫情防控秩序在刑
事违法性评价中应当受到重视的前提之上。 但将疫情防控秩序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并不能从对既有
犯罪的法益分类中获得说明。
最后,以上的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科学性、合理性虽然不能够从法益概念的角度获得说明,但是
可以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加以说明。 一方面,很多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明确使用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

①

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的疑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③

宋亚辉:《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过程———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116 页。

②
④
⑤

以上案例参见 http: / / legal. people. com. cn / n1 / 2020 / 0402 / c42510-31658996. html,2020 年 4 月 6 日访问。
杨知文:《后果取向法律解释的运用及其方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 年第 3 期,第 169 页。

周光权:《结果回避义务研究兼论过失犯的客观归责问题》,载《中外法学》2010 年第 2 期,第 882 页。

65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 期

解释相关文件的实质理由,既是可以从法益概念解读的也是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加以解读。 例如,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其发布的第五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诈骗类犯罪典型案例中指出:“此类诈骗犯罪数
量大,诈骗分子借机发‘国难财’,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应当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治,以震慑犯
罪,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疫情防控秩序。 为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和警示作用,特编选第五批 5

个诈骗案例予以发布。”另一方面,涉疫情犯罪与一般犯罪的显著区别正在于其社会危害性较大。 一般
的诈骗案件只是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当然这些侵害财产权利的行为也会引起一些间接的社会效
果,例如被害人无法利用这些财产购买相关的生活生产用品,但其整体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大。 但是,
涉疫情防控物品的诈骗罪存在明显的不同。 疫情的防控离不开酒精、口罩等相应的防疫物资。 在诈骗
的对象或者内容涉及前述防疫物资的情况下,显然侵害了相应的防疫秩序,其整体的社会影响非常大
或者说社会危害性较大。
(三)法益概念的动态化解释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依法防控观之教义学根据
如前所论,既有的法益概念并不能妥当解释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防控观,相反从犯罪的
本质是社会危害性的角度,可以对前述体现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作出
妥当说明。
“所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实际造成的损害或者可能造成的损

害。” ①在传统刑法理论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被认为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而应受刑罚处罚性只是犯罪
的法律特征。 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社会危害性是创设罪名的实体根据与基础,因而可以说是社会危害
性决定刑事违法性。 因为正是社会危害性回答了某一行为为什么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这一问题。②
但对于社会危害性概念,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批评的声音。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处罚
一个行为,社会危害性说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为此提供超越法律规范的根据,因为,社会危害性说不仅通
过其‘犯罪本质’的外衣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刑罚处罚提供了一种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论根据,
而且也在实践中对于国家法治起着反作用。” ③ 换言之,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内涵并不清晰,在司法实践
中根据社会危害性概念进行法律解释,难以避免随意出入人罪的弊端。 正因如此,基于实现违法评价
客观化的立场,很多学者提出应当用法益的概念取代社会危害性的概念,或者说用法益概念解读社会
危害性。④
然而,社会科学以人的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社会有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社
会科学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抛弃社会有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必然导致社会科学失去其赖以存
在的追求社会福祉的终极价值。⑤ 因此,完全抛弃社会危害性概念,将不可能对法益概念作出准确、完
整的解读。
首先,界定什么是法益、什么不是法益,必须承认社会中支配性的规范意识还是发挥了重要作
用。⑥
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 页。

③

参见李海东:《刑法原理人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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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传统观点多认为婚内“强奸”不构成犯罪,因为强奸罪规范的是不正当男女关系,因夫妻之

⑥

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12 页。
参见黎宏:《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03-106 页。
赵秉志、陈志军:《社会危害性理论之当代中国命运》,载《法学家》2011 年第 6 期,第 16 页。

[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王昭武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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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具有同居义务,婚内强奸并非不正当男女关系。①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从保护妇女性自主决定权立场理解强奸罪保护法益的观点逐渐成为通说,婚内强奸入罪也获得了理论
和司法实践的支持。 再者,即使强调法益概念取代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学者也不否认:“行为有没有社会
危害性是决定国家是否对一个行为进行伦理道德上的责难谴责、政治上的否定评价和刑法上的惩罚制
裁的根据所在。” ②
其次,对行为法益侵害程度的评价考虑社会危害性的立场,与法益概念具有内在契合性。 在德日
刑法理论中关于违法性评价的实体或者对象,一直存在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对立。 一般认为,
在违法性本质问题上,行为无价值论对应着规范违反说,结果无价值对应着法益侵害说。 在学说史上,
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对立是目的主义思考方式和因果主义思考方式的对立的延续。 结果无价
值或者说法益侵害说植根于因果行为论,③其强调违法性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客观上因果地惹起法益
状态的变化。 因果主义思考一开始就将行为惹起的所有外界状态的变更纳入了结果之中。 疫情防控
秩序的侵害也是行为人实施行为惹起的后果,因此,从因果主义的立场来看,法益侵害说同社会危害性
具有内在契合性。
最后,对于法益侵害的内涵和程度,应当结合社会危害性予以动态的解读。 其一,法益概念是对社
会危害性的一种静态的反映。 法益概念是反映社会危害性内容和程度的理论工具。 立法者或者司法
者往往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通过一种定型化、数量化的方式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例如,针
对财产权利的侵害,我国司法解释往往规定了数额要件,并且在不同的地区因为社会发展情况的不同,
定罪量刑的财产数额也不同。 这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评价,立法者和司法者是通过“定性
(存在何种法益侵害) +定量(法益侵害的程度)” 的方式反映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的大小。 其二,法益概
念如果想准确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必须对法益侵害的内涵和程度做动态的解读。 社会关系处于发展
变化的状态,因此,对于侵害社会关系的行为的评价也应当与之配合。 正因如此,“同样的行为在不同
的社会形势下社会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甚至是大不相同的。 同一行为在一定的社会形势下具有社会危
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大,在另一社会形势下,行为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 ④ 其
三,结合社会危害性对法益的内涵和侵害程度做动态解读不至于过度违反违法评价客观性的要求。 如
前所论,学界反思社会危害性概念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危害性客观的内涵并不确定,由此导致违法性评
价不具有客观性,很容易导致司法裁判假借社会危害性概念随意出入人罪的弊端。 而法益概念恰恰具
有社会危害性概念不具有的优点。 一方面,法益概念使得违法性评价对象具有客观性。 法益理论是一
种客观违法性理论,其“从非常明确的保护客观的、外部的生活利益的立场出发,将犯罪的成立限定在
发生了法益侵害或危险结果的情形”。⑤ 另一方面,法益的范围具有相对定型性,从而保证了违法性评
价的客观性。 我国《刑法》分则严格按照法益安排具体罪刑关系的法典位置。 一般而言,基于罪刑法
定原则,哪些利益是刑法保护的法益都可以通过对《刑法》条文的解读予以揭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①

刘宪权:《婚内定“强奸”不妥》,载《法学》2000 年第 3 期,第 58 页。

③

[日]井田良:《刑法総論の理論構造》,成文堂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②
④
⑤

付立庆:《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总检讨》,载《刑事法评论》第 26 卷,第 8 页。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 页。

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的疑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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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益认定的定型化评价。 对法益概念的动态解读,仍然应当建立在法益概念的客观性、定型性基础
上,才不至于重蹈陷入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覆辙。
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依法防控观之界限
(一)对法益概念的动态解读应仅限于特殊时期
首先,对法益概念的静态理解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违法评价的客观性,从而保障罪刑法定原
则的贯彻落实。 法益侵害说强调违法性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违法性评价的关键在于行为客观上是否引
起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 但是,在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害以及法益侵害程度上,立法规定和
司法解释具有两点重要意义。 一方面是我国的立法通常确定了某一犯罪保护何种法益,另一方面是司
法解释通常设定数额或者数量的方式对法益侵害程度进行规定。 如前所论,对法益概念的静态解读模
式虽然只反映某一地域某一发展阶段中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这种静态化反映的最大优势就是
保障了违法评价的客观性,同时也保障了违法性评价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
立法和司法对于法益概念的静态解读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立场,应当被毫无折扣地贯彻。
其次,在非特殊情形下,因不存在社会关系变更,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特殊利益,一般不存在对法益
概念进行动态解读的必要性。 由法益概念和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出,只要社会发展状况
不会发生突然性的变化,对于法益内容以及侵害程度的静态解读一般都能准确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的内涵。 因此,只有在客观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对法益侵害的内涵做
动态的解释。
最后,对于特殊时期必须做严格的把握,不能把任何社会关系的变迁都解读为特殊时期。 特殊时
期应当仅限于社会关系的变迁对于法律关系的影响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情形。 例如,战争状态、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紧急状态的情形。 对于这些情形以外的社会关系的变迁,一般不应当认为可以促
使对法益侵害的内涵和程度做动态解读。
(二)对法益概念的动态解读仅限于与疫情防治具有密切关联的罪名
首先,并非疫情期间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都需要通过对法益概念的动态的解释才能准确评价行
为的社会危害性。 在《刑法》规定的 400 多个罪名中,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仅对 30 余个罪名的法
益侵害的内涵和程度做了动态的解释,剩余的其他罪名的违法性程度的评价仍然遵循静态的违法性评
价范式。 这种做法原则上是妥当的。 因为,只有与疫情防范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的犯罪,才会因为疫情
防控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更,而导致行为违法性评价标准发生变更。
其次,对于相关刑事司法性文件涉及的罪名应当做动态的调整。 目前相关刑事司法性文件涉及疫
情的罪名大约有 30 多个。 但是,这 30 多个罪名是否都与疫情防范秩序具有密切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审
视。 一方面,可能基于更好地防范疫情的需要,动态地增加一些其他罪名;另一方面,可能随着我国全
面进入复工复产阶段,对前述罪名也要做动态减少。
最后,并非所有相关涉疫情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确定的罪名的法益概念的内涵和侵害程度都需要
做动态解读。 例如,故意伤害罪和诈骗罪都属于刑事司法性文件规定的涉及疫情应从严论处的相关罪
名。 但是,正如相关文件显示的那样,在疫情期间故意伤害罪的对象只有是医务人员的时候才对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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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内涵和侵害程度做动态解读,在故意伤害对象是与疫情防控无关的普通人员时不需要进行动态
解读;在诈骗罪涉及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时候才对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做动态解读,在诈骗的内容
与防疫秩序无关时,不需要对法益概念进行动态解读。 如前所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以及诈骗罪
保护的法益是个人法益,并不包含疫情防控秩序这一集体法益。 换言之,这些罪名与疫情防控秩序的
维护只有事实上的牵连关系,并不具有规范上的必然关联。 因此,即使行为人实施了诈骗罪、故意伤害
罪等,但只要其实施该罪行的手段、对象或内容与疫情防控秩序维护没有事实上的牵连性,就不应该通
过对法益概念做动态解读的方式,予以从重处罚。 因此,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做法大体是妥当的。
(三)原则上应在量刑问题上对法益概念做动态解读
首先,原则上在定罪问题上不应当对法益概念做动态解读。 我国《 刑法》 分则根据保护法益的不
同对刑法分则的条文进行安排。 换言之,不同的罪名原则上属于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 譬如,故意杀
人罪侵害的是生命法益,盗窃罪、诈骗罪等侵害的是财产法益。 因此,法益概念影响罪名的认定涉及的
是行为定性的问题,对此不能做动态的解释,否则意味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违反。 但是,就相关文
件来看确实有在定罪问题上对法益概念做动态解读的趋势。 特别是妨碍公务罪的认定的问题。 妨碍
公务罪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执行的任务才可能是公务。① 但是,根据《 意
见》在疫情期间妨碍公务罪的对象并不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 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
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
措施的”。 不少典型案例也再一次明确指出“一是关于涉疫情防控妨害公务行为的对象。 因疫情具有
突发性、广泛性,为了最大限度防控疫情,各级政府需要组织动员居(村)委会、社区工作人员等落实防
控职责,实施管控措施。 因此,对于符合“两高两部” 意见规定的三类人员的,均属于妨害公务行为的
对象。”事实上,妨碍公务罪的国家公务本身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前提,这同身份犯是同样的原理。
其次,只有在行为侵害了相应个罪的保护法益,但按照既有的定量标准不足以反映其社会危害性
时,才可以在定罪评价中考虑对法益侵害程度做动态解读。 例如,《意见》 指出:“办理破坏交通设施案
件,要区分具体情况,依法审慎处理。 对于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未经批准擅自封路阻碍交通,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由主管部门予以纠正。”这是因为,该类行为虽然侵犯破坏交通设施罪的
保护法益,但在疫情期间却有助于实现减少人员之间流动性,实现有效隔离,在此意义上,非但对疫情
防控秩序无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疫情防控。 再如,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伪劣口罩的行为,虽
然生产销售数额未达到通常的定罪数量要求,但是其对于疫情防控具有极大影响时,可以考虑在动态
评价法益危害程度的情况下,作入罪评价。
最后,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对法益概念的动态解读,主要适用于量刑领域,并将之作为对行为
人从重处罚的根据。 例如,《 意见》 指出行为人贪污用于防控疫情的物资,比如口罩、药品等,从重处
罚;在疫情期间冒充防疫人员抢劫的从重处罚,都反映了这一现象。 原则上应当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
的。 因为,定罪和量刑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 刑法保护法益的最主要方式就是
将侵害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设定相应的刑罚。 因此,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侵害相应的法益,即
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很大也不应当构成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然而,量刑以定罪为

①

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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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亦即以相应的法益被侵害为前提。 如前所论,即使对法益造成的侵害在客观上并无区别,在不同
时期或者不同的地域,其反映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同。 例如,在防控疫情期间,侵吞抗疫物资的行为,
就比平时侵吞抗疫物资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 因为,在紧急状况下,侵吞抗疫物资,对于抗疫秩序造
成了急迫的危险,但在非防控疫情期间并不产生相应的危险。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社会危害性
越大,其刑事责任越重。 因此,在量刑领域,对法益概念做动态解读,并将之作为对行为人从重处罚的
根据的做法,原则上是妥当的。
(四)对法益概念的动态解读原则上应当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
如前所论,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规定很多涉及疫情的罪名,至少在保护法益层面与疫情防控秩序
并无规范上的关联性,只不过两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牵连性。 因此,无论在定罪层面还是在量刑层
面对法益概念做动态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刑法规范中并不存在的“ 防疫秩序” 的利益作为影响
定罪量刑的标准。 但是,对法益动态解读模式在以下意义上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一方面,法规范只确
定了法律适用的一种框架,法律的适用不可避免地要求在该框架内予以具体化;另一方面,法益侵害最
终反映的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 但是,在如何判断法益侵害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存在静态解
读模式和动态解读模式。 在社会关系状况发生变化时,动态解读模式更能准确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 然而,对于这种动态解读应当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 一方面,有利于统一司法适用,避免司法恣
意;另一方面,也符合《刑法》第 63 条第 2 款的规范意旨。 该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
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可
见,该款规定是《刑法》无明文规定的影响量刑因素的适用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类推适用于对法益
概念做动态解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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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riminal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reflect the
concept of providing strong legal protection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lthough it is conducive to
forming a joint force of norms and avoiding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supply of norms, it is bound to face
the test of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The current concept of legal interest cannot provide interpretive
ground for it, and it must be dynamically evalua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social harm in order
to properly explain it. The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benefits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the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gal benefits is limited to special period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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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sentencing, and the highest judicial organ should unify its applicabl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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