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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交叉法治专题

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原则
的刑法适用
刘艳红
( 东南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1189)

摘 要:探讨民法公序良俗的刑法适用,是刑法理论因应民法典时代公私法之间如何
融合发展问题之体现。 民法公序良俗与刑法罪刑法定在概念的特定性、开放性以及价值
理念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均相抵牾,二者之间具有天然违和性。 然而,实然层面,公序良俗
早已打通了进入刑事实证法的通道;应然层面,公序良俗刑法适用只可限制难以禁绝。 基
于公私法一体化视野,公序良俗刑法适用的功能定位应为弱调节性补充原则。 为防止道
德法庭的刑事司法化,公序良俗不能成为刑法的入罪原则,但刑法可接纳立足于该道德性
原理上的出罪尝试,以弥补我国《 刑法》 出罪机制不畅之天然缺陷。 公序良俗是隐居在法
律规则幕后的条款,在刑法的具体适用方式上,宜将之嵌入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之中并
充分说明适用理由;反对刑事判决书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以防止其嬗变为刑法定罪量
刑的一般性原则。 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应特别防止未来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伦理主
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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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面对我国法治化进程中民法典编纂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举措,在公法私法日渐融合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之下,应加强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研究,打通
学科之间的隔膜。 公序良俗具有与合法、公平、平等等法律原则相通的功能,它描述了一幅人类所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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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均应符合社会共同利益与善良风俗的价值理念与理想蓝图。 然而,公序良俗“长期以来仅被看作是
民法专有的一个概念和原则,而在其他的部门法中少有问津,其实公序良俗支配着整个法学领域。” ①
身处当下民法典时代,基于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以及公序良俗原则天然具有的贯通各部门法之间尤其
是“促进公私法价值融合” ②的属性,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刑法适用展开分析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理论
和实践意义。
一、公序良俗与罪刑法定之抵牾:刑法能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吗?
民法公序良俗原则具有高度抽象性、不确定性以及强烈的伦理性、主观性,它是一个特定性低与开
放性高的概念。 刑法帝王原则是罪刑法定,它要求高度明文性、确定性以及规范性、客观性,它是一个
特定性高与开放性低的概念。 公序良俗与罪刑法定的价值理念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均相抵牾。
首先,公序良俗原则的高度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性和安定性相抵牾。 民法公
序良俗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确定性。 民事立法上,1986 年《 民法通则》 第 7 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尊
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虽未采用公序良俗之表述,但被民法学
界普遍认为其在实际上规定了该原则。 2017 年 3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以下简称《民

法总则》)第 8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 10 条规定,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于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 153 条
第 2 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上规定,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的法典化地位。 民
事实践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第一案为 2001 年“四川泸州赠与案”,进入 2010 年代之后适用该原则
的民事案件日益增多。 民法理论上,随着公序良俗法典化地位的确立,民法学者对该原则的研究如火
如荼。 然而,明确的立法、坚实的司法与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对于什么是公序良俗这一基础性问题,
在民法学界仍然语焉不详。 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二者即为公序良俗原则的内容。
其中,“所谓公序就是指公共秩序,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所谓良俗,就是善良风俗的简称,
它相当于社会公共道德,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许、遵循的道德准则。” ③然而,民法学界一致认
为,公序良俗具有高度抽象性,是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民法概念,是特定性低和开放性高的法律原
则,④还需要通过法官的价值补充予以具体化。 虽然“公序良俗原则被认为不是限于个人意思之例外,
而是支配法律的根本理念。 然而,地位之尊崇并不能掩盖其高度抽象、内容不固定、难以精确把握的事
实。” ⑤内容的高度抽象性与不确定性,由此成为公序良俗原则最突出的特点。
刑法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规范的明文性与确定性。 罪刑法定要求,“犯罪行为的法律要件(犯罪)
及其法律效果(刑罚),必须在行为时,事先以法律明文规定,始可触发该行为。 行为时,法律对一个行

①

赵万一主编:《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8 页。

③

王利明:《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详解》(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9-40 页;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1

②

杨德群:《公序良俗原则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2 页。

年版,第 51 页;等等。
④

参见赵万一主编:《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 页以下;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法律出版社 2017

⑤

易军:《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55 页。

年版,第 489 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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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若未事先制定处罚规定,则该行为即不构成犯罪,也无刑罚可言。” ①据此,刑法中的每个犯罪的构成
要件都由立法明确加以规定,这是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性、确定性与
法的安定性理念高度一致。 法的安定性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强行性与可预测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
了法的安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即“人可以依据法之规定,预测未来应为之行为或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予
以信赖”。② 可见,罪刑法定的高度明文性、确定性与公序良俗的高度抽象性、不确定性完全相反。
其次,公序良俗强烈的伦理性、主观性与罪刑法定突出的规范性、客观性相抵牾。 公序良俗具有强
烈的伦理性。 公序良俗由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所组成,这极易被误解为其中的善良风俗才具有伦理性
而公共秩序不具备。 对此,史尚宽先生曾指出,“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大部分同其范围,而且有时明为
区别,亦甚困难。 唯一者自外部的社会秩序方面言之,一者自内部的道德方面言之,同系以社会国家健
全的发展为目标,而使障害此发展之一切法律行为悉为无效。” ③ 换言之,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同样具
备伦理性,只不过视角不同。 “社会道德与善良风俗之间的源流与互动是公序良俗原则确立的道德基
础”,公序良俗早已“嬗变为一般道德标准。” ④ 从整体性视角分析,公序良俗的根本性质为具有强烈伦
理性的道德原则。
公序良俗的伦理道德性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对于风俗,孟德斯鸠曾指出,“ 风俗和礼仪
有一个区别,就是风俗主要关系内心的动作,礼仪主要是关系外表的动作。” ⑤ 风俗的主观性由此暴露
无遗。 《德国民法典》第 138 条第 1 款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 虽然其司法实践普遍
认为,此种情况是指违反了“一切公平和正义的思想者的法律与礼仪感” ( Rechts - und Anstandsgefühl

aller billig und gerecht Denkenden)。⑥ 公序良俗的高度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学界放弃对其做统
一定义的尝试,从而导致其主观性充分显露。 德国学者 Zippeliu 指出,在语义上尤为不确切的是那些
表示价值判断的语词,比如禁止侵害“善良风俗”。 这些语词所指称的行为是需要根据具体时空条件
下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加以具体判断的行为。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无
法确切判定的。⑦ 作为主观个体的人对于何为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本身差别甚大,而该原则的伦理道
德性则加剧了其主观性,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都是不同的。 18 世纪的伏
尔泰对中国古代的风俗极为关注,他指出:“中国已有 4000 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
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地狱之说虽然有用,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 他们只满足于鼓励
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 ⑧显然,在伏尔泰看来,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就是中国社会的风俗。 而敬
天,实乃有遵循天道之意,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天道是什么实乃“大道”难求令人不明所以。 至于为
人正直,每个人的标准更是差异甚大,尤其是它常常会混同好人坏人等概念从而彻底沦为主观伦理性
的表达。 评价伏尔泰观点是否正确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它表明了,公序良俗在每个不同的人那里

①

王皇玉:《刑法总则》,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版,第 37 页。

③

赵万一主编:《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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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异:《法学方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71 页。

杨德群:《公序良俗原则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6、33 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12 页。
Vgl. NJW-RR 2012,332,335.

Vgl. Reinhold Zippelius,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11. Aufl. , 2012,S. 38f.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239、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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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有多么大,这些正是其强烈伦理性和主观性之体现。
刑法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规范性和客观性。 一方面,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的运用,规范性的条文而
非伦理道德才是刑法法源。 启蒙运动以前,法官可以适用习惯法,亦可以创制罪名。 比如,“在罗马皇
帝时期,与争议程序相反,允许法官依照习惯法科处刑法;因此,中世纪的‘判决发明人’ 从其法确信中
‘创造’了法律规范。” ①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认为,基于罪刑法定主义思想之萌芽,即“只有法律才能
为犯罪规定刑罚”,“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而应该“严格遵守刑法文字”,②法官日渐
成为机械地将法条与案件事实对接适用的机器,排斥习惯法遂成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原则之一。 时
至今日,刑法虽已允许法官只要不是根据习惯法创制新罪名就可援引习惯法作为解释依据,但排斥习
惯法这一派生原则仍然深深地制约着刑法对公序良俗等类似于习惯法渊源的适用。 规范性也许并非
与伦理性相对应的概念,但它体现出对作为习惯法内容或者载体的公序良俗的排斥。 另一方面,罪刑
法定要求刑法具有客观性。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了犯罪和刑罚才能对他人给予刑罚
威慑,而犯罪则是侵害他人权利亦即法益的行为。 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罪刑法定和法益概念自产生
之日起便联结在一起。 作为法益概念之早期体现的犯罪概念,“意味着对中世纪以来得到扩张的、暧昧
的犯罪概念进行实质性的限定。 这与强调罪刑法定主义的论调相并列,具有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性和
刑法不安定性、保护市民个人自由的意图。” ③自此以后,刑法理论的共识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
不是为了保护道德。 与作为“社会上一般所承认的人的良心为基础的规范的总体” ④ 即公序良俗原则
相比,法益理论不是以人内心的主观善恶感受为标准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是根据对法益的侵害
或威胁亦即从结果无价值角度分析判断。 通过与罪刑法定密切联系的法益概念,刑法确立了其所保护
的只是具有客观性的利益即法益,而不是如同公序良俗所意欲维护的是主观性的伦理道德秩序。
综上所述,公序良俗原则具有高度抽象性、不确定性以及强烈的伦理性、主观性,它是一个特定性
低、开放性高的概念;罪刑法定具有高度明文性、确定性以及突出的规范性、客观性,它是一个特定性
高、开放性低的概念。 公序良俗与罪刑法定在价值理念与具体内容等方面均相抵牾,二者具有天然的
违和性。 因此,刑法领域能否适用该原则,显然还需小心求证、认真作答。
二、实然现状与问题:公序良俗原则的刑事立法化与司法实践运用
民法公序良俗与刑法罪刑法定在价值理念等方面相抵牾,但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公序良俗
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分析我国刑事立法,公序良俗在我国刑法典中地位卓然、保护甚广;最高司法机
关通过司法解释将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直接纳入刑法规制;分析司法判决,公序良俗已被普遍运用于
刑事司法实践。 同时,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广泛运用也反映出诸多问题。
(一)公序良俗原则的刑事立法化及问题
刑事立法对侵犯集体法益犯罪的规制等于将公序良俗上升为了刑法保护法益,侵犯个人法益的某

①

[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8 页。

③

[日]尹东研祐:《法益概念史研究》,秦一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 页。

②
④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2 页。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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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犯罪因其涉及人格尊严与名誉或者家庭权等,它们所侵害的利益也涉及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的刑事
立法化体现程度甚高。 同时,最高司法机关也在通过司法解释将公序良俗纳入刑法保护范围。 在立法
和司法解释中,公序良俗的刑法保护存在扩大化的问题。
刑法通过惩罚侵害集体法益的犯罪等于将公序良俗纳入了刑法保护领域。 公序良俗是“ 维护社
会公共秩序及基本道德” ①和“旨在落实社会性价值的基本原则”,② 所谓社会公共秩序或社会性价值,
也就是社会共同体利益;转化为刑法话语,亦即刑法中的集体法益,“集体法益是指一切潜在的社会成
员均可以对其加以利用的法益,不可能将他的特定部分分配给社会中的特定成员。” ③集体法益是超越
于个体之上的全社会成员均可享受的利益,是个人法益的一般化,集体法益包括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
“今日的刑法乃是国家的刑法,可以说所有的犯罪最终都包含着对国家法益的侵害乃至威胁,但是,特
别作为针对国家法益的犯罪所提出的,是指以直接攻击国家本身的法益为要素的犯罪群。 它们可以大
致分为针对国家的存在的犯罪和针对国家的作用的犯罪。” ④按此标准,我国《刑法》中侵犯国家法益犯
罪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侵犯社会法益犯罪则
包括:(1)对公众的安宁、安全的犯罪;(2)对公众健康的犯罪;(3) 对公众信用的犯罪;(4) 对风俗的犯
罪。⑤ 据此,我国刑法侵犯社会法益犯罪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 其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保护的是“国家对社会各个方面会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稳
定有序的社会状态”,⑥这种秩序属于集体法益中的典型内容。 尤其是,该类犯罪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犯
罪、性犯罪和淫秽物品犯罪等,均为“对风俗的犯罪”。 换言之,刑法典第六章就是公序良俗的刑事立
法化之体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务中适用公序良俗的案例都发生在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可
见,刑法保护社会共同体利益力度大、范围广,刑法典十类犯罪中有八类均属侵犯社会共同体利益亦即
集体法益的犯罪。
有些具体罪名直接将公序良俗作为其保护法益。 比如,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非法剥夺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等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罪名。 整部刑法典唯一
将“风俗”二字写入罪名的是《刑法》第 251 条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该罪是指“ 侵犯少数民族在
日常生产、生活中一贯遵循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为公序良俗所认可的惯例、习俗,包括饮食起居、婚
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风俗习惯。” ⑦通过该罪,破坏某种特定风俗的行为直接被予以了犯罪化。 再如,刑
法典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八节规定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本节犯罪
所侵犯的法益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⑧ 又如,《刑法》 第 303 条赌博罪,赌博
是“通过偶然的胜负,二人以上争夺财物、财产性利益之得失的行为”。⑨ 赌博通过刺激性的活动,将人
际关系涣散为金钱关系和输赢关系,并通过偶然的胜负刺激和激发人好逸恶劳的阴暗面,令人沉迷其
①

赵万一主编:《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③

Vgl. Roland Hefendehl, Kollektive Rechtsgüter im Strafrecht, 2002,S. 111f.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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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军:《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64 页。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6 页。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2 页。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4 页。
刘艳红主编:《刑法学(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1 页。
黎宏:《刑法学各论》,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77 页。

[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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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能自拔,从而成为万般祸患之首。 刑法通过将赌博行为规定为犯罪,意欲倡导埋头苦干、自食其力
的社会风气。 因此,赌博罪是直接以善良风俗作为其保护法益的。 至于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
淫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这些同样直接以善良风俗作为保护法益的
罪名,因为丧失构成要件定型性而经年饱受学界批评,它们不但沦为了口袋罪,甚至成为刑法保护公序
良俗的反面典型;还有其他直接以公序良俗为保护法益的罪名,囿于篇幅,此不赘述。
未来我国刑事立法在公序良俗的保护上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张。 比如,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在
推动增设背信罪。 背信罪源于德国和日本,指为他人处理事务,以谋求自己或者第三者利益,或以损害
委托的利益。 背信行为原本来自民法领域,民法基于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将受委托人接受他人
委托的行为视为民事契约或民事合同行为,当接受委托之后又违背达成合同之时的意愿超越权限或滥
用权限,违背其任务而造成损失的,民法仅仅追究背信者赔偿责任,这在一般人看来无法完全实现法律
的公平正义价值。 通过刑法将背信者定罪处罚,对于恢复正义、弥补损失、弘风淳化都具有保障法的良
好效果。 未来我国刑法增设背信罪似乎已是大势所趋,果真如此,则刑法对公序良俗的保护又将增加
一个典型罪名。
有些具体罪名间接将公序良俗作为保护法益。 比如《刑法》第 305 条规定的伪证罪。 我国刑法通

说认为该罪保护法益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 ① 然而,该罪实则保护的并不完全是司
法制度,还间接保护了信守诺言的社会诚信。 “只有‘依法宣誓’的证人才可能成立伪证罪。 所谓依法
宣誓,是指宣誓根据是由法律或者法律所授权的命令所规定。 如果不具有这种法律上的根据,即便宣
誓之后再作伪证,也不能予以处罚。” ②我国《刑法》 规定的伪证罪不要求依法宣誓。 但根据《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证人在被告知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在保证书上签名之后,如同宣誓一样,意味着要遵守如
实作证的诺言。 歃血为盟、有誓为约、立字为据,表达的都是诚意和对诺言的信守,在法庭作伪证,则是
对这种信守承诺的善良风俗的破坏。 刑法中还有很多犯罪都间接保护公序良俗,如拐卖妇女、儿童罪、
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遗弃伤病军人罪等。
最高司法机关也常常将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纳入刑法规制。 我国最高司法
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一直起着刑法典之外副法体系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司法解释还是以解释之名行立
法之实。 基于司法解释有别于学理解释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故此处将保护公序良俗的司法解释也作为
公序良俗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比如,2019 年 4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
部《关于办理“套路贷”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规定要依法严惩“ 套路贷” 犯
罪。 虽然《意见》在何为“套路贷”的问题上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规定和解释,然而最终也无法让
人明确“套路贷”和民间借贷的本质区别。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套路贷” 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
念。 一般而言,“套路贷”本身是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为目的,这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意见》 打击“套
路贷”犯罪是为了保护公民财产利益。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意见》开篇即表明“为持续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而制定本规定。 打击“套路贷” 行为实际打击的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在更深层次,
打击“套路贷”的目的是扫黑除恶、弘风淳化、维护平稳和健康的社会秩序。 通过有权司法解释,违背

①
②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56 页。
[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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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的“套路贷”行为由此正式进入了刑法规制的领地。 再如,2018 年 9 月 10 日“两高” 《关于办
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4 条规定,可以根据“ 他人从事的相关
交易活动明显不具有符合交易习惯”来判断何为《刑法》第 180 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规定的
“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也是将对公序良俗的违反作为犯罪成立的判断标准。 类似司法
解释不胜枚举。 当然,司法解释也有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出罪的,虽然这样的司法解释数量较少,但其价
值值得肯定。 比如,2018 年 1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为追讨合法债务或者因婚恋、家庭、邻里纠
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这正是对家庭属于“人民内
部矛盾”以及对营造良好邻里关系等公序良俗的尊重。
总之,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表明,公序良俗早已通过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进入了实证法的保护领
域;刑法对公序良俗原则的保护不限于集体法益,个人法益中的相当一部分犯罪也保护公序良俗;未来
刑事立法对公序良俗的保护范围似乎还有扩大的趋势。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刑事司法实践运用及问题
在公序良俗与罪刑法定相抵牾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时常常适用公序良俗作为定罪量
刑的理由,这看似不可思议但却又如此常见。 根据笔者对“ 中国裁判文书网” 的相关案例进行的搜索
与分析,适用公序良俗作为判决理由的案件五花八门且形态各异。 然而,透过繁杂案情和看似没有规
律可循的司法适用,还是能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
司法实践判决中适用公序良俗最多的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其次的则为侵犯民主权利罪、侵犯
财产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贿与渎职类犯罪等,而危害国家安全罪、危
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基本没有适用公序良俗的实践案例。 首先,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中,扰乱公共秩序罪是适用公序良俗最多的一类犯罪。 其次,实践中适用公序良俗较多的犯罪依次是,
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罪中的名誉类犯罪、性犯罪和家事类犯罪,① 侵犯财产罪中的熟人或亲属间的盗窃
犯罪,②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邻里熟人之间的放火或好友同乘婚丧喜庆饮酒等引发的交通类犯罪、③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犯罪、④ 贪贿与渎职类犯罪⑤ 等。 最后,实践判
决中几乎没有适用公序良俗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军人违反职责罪这三类犯罪;由于
没有穷尽所有判例,尚不可断言这三类犯罪的判决没有一例适用公序良俗的;但至少在笔者的统计中,
还未有见。
透视林林总总的实务判决,如果要折射出刑事司法实践对公序良俗原则运用所反映出的问题,选

①

参见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2016)川 1526 刑初 12 号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鄂 01 刑再 2 号再审刑事裁定

②

参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6)苏 0508 刑初 561 号刑事判决书、兰州新区人民法院(2019)甘 0191 刑初 125 号刑事判决书、四川

③

参见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川 1321 刑初 116 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7) 川 0181 刑初 396 号刑事判决

④

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 1972 刑初 1266 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 1972 刑初 878 号刑

⑤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 刑终 19 号刑事裁定书、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赣 03 刑终 103 号刑事裁定

书、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 0523 刑初 215 号刑事判决书,等等。
省剑阁县人民法院(2018)川 0823 刑初 100 号刑事判决书,等等。

书、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 08 刑终 171 号刑事判决书,等等。

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 1972 刑初 2349 号刑事判决书,等等。
书、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刑初字第 139 号刑事判决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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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典型案例并以之为视角予以放大镜式的分析,无疑既具有聚焦性又具有深入性。 既然司法实践中适
用公序良俗原则最多的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从中选取典型罪案无疑最具有代
表性。
典型罪案一:“都天书石林聚众淫乱罪案”。 被告人都天书与石林在集安市莲东花园 A 栋 2 号楼

西门一楼都天书的住宅内,先后 2 次与男女多人行性交淫乱活动。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都天书、石
林组织多人在同一房间内共同进行淫乱活动,违反公序良俗,危害公共秩序,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聚众淫乱罪。” ①
典型罪案二:“蔺王夫妇二人寻衅滋事罪案”。 被告人蔺王夫妇二人因对法院对其子交通肇事犯
罪的判决不服,先后 4 次到北京天安门等地区上访,北京派出所曾对二人多次训诫、劝返、警告、行政拘
留、教育,二人仍不思悔改。 公诉机关指控二人构成寻衅滋事罪,法院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严重扰乱
了公共场所秩序、社会治安秩序和信访秩序,破坏了遵纪守法的公序良俗,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②
构成寻衅滋事罪。
典型罪案三:“金安会侮辱骨灰罪案”。 被告人金安会携带榔头至镇江市润州区蒋乔镇三里岗栗
子山公墓,掀开死者沈登祥的墓穴,将沈登祥的骨灰盒从墓穴中搬出,并将盒盖打开,后使用榔头将盒
盖砸坏,使死者沈登祥骨灰露天放置,被告人金安会违反公序良俗,侮辱骨灰,其行为已构成侮辱骨灰
罪,依法应予惩处。③
以上典型罪案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为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均为适用公序良俗进行入罪的案
件、均直接援引公序良俗作为判决理由。 管中窥豹,从典型罪案大致可知刑事司法实践适用公序良俗
的概貌: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案件,常常采用公序良俗作为定罪入刑的根据且适用的方式为直接援引。
集体法益、定罪入刑、直接援引,也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适用公序良俗的三个关键词。 典型罪案反映
的问题在于,公序良俗刑法适用的功能如何定位,它在刑法适用中的方向是出罪或是入罪抑或均可,刑
事裁判文书可否直接援引该原则等。
综上所述,虽然民法公序良俗和刑法罪刑法定在价值理念等上相抵牾,刑法领域能否适用公序良
俗原则尚需质疑,然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实然的状况却是,公序良俗刑事立法化以及在司法实践中
的运用不仅时间久、范围广,而且还呈扩大化趋势。 在此情况下,反思立法和司法之现状,进一步讨论
公序良俗刑法适用的应然状态,即该原则刑法适用中的功能定位、司法实践适用的方向与方式等问题,
具有极大的必要性。
三、弱调节性补充原则: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刑法适用的功能定位
根据公序良俗的特点,在民法领域作为调节补充原则的公序良俗,如果运用于刑法领域,只能定位
于刑法的弱调节性补充原则,即弱于其在民法中的调节性补充作用,一般情况下尽量不适用该原则,其
适用范围宜限于“对风俗的犯罪”。 简言之,在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刑法适用的功能应定位
①

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 0582 刑初 69 号刑事判决书。

③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7)苏 1111 刑初 43 号刑事判决书。

②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 0482 刑初 365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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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弱调节性补充原则。
首先,基于公私法一体化视野,公序良俗可在刑法适用中发挥调节性补充作用。 公序良俗与罪刑
法定的相抵牾,似乎应该完全排除该原则在刑法领域的适用。 然而,公序良俗的刑事立法化及其在司
法实践中运用的实然状况表明,完全杜绝刑法适用该原则几乎不可能。 民法领域要实现良法善治,必
须尊重公序良俗规范民事行为,良法不仅是形式正义的外在要求,更是法的实质正义的内在品质。 公
序良俗正是侧重于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民法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灵活性与衡平性使其符合法
对实质正义追求的一般要求,它的内涵与外延极为广泛,兼具道德与秩序双重特性,集中体现了法对实
质正义的追求,①如果在个案中妥当适用公序良俗,则可以合理发挥其作为强制性规范的调节补充作
用。 基于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解释中查漏补缺的作用,以及公私法共同的实现个案正义
与实质正义之需求,公序良俗同样也可以在刑法适用中发挥补充解释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的传统图
景部分地基于如下分工:明确性命令适用于立法者;与之相对类推禁止则适用于法官”,“ 支撑这一分
工的构想是刑法规定由立法者颁布,而由法官来适用。 倘若立法者能够颁布足够明确的法律规定则对
于法官而言他的任务仅限于他须坚守在法律规定的界限之内。” ② 但是,构成要件的明确性、相对性决
定了罪刑法定明确性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针对司法实践个案根据法益保护目的
而对法条进行的,此种解释为在坚持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对刑法规范进行合目的性的实质解释,亦即对
构成要件从处罚合理性和必要性角度进行实质解释,才能真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③ 公序良俗作为实
现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法律原则,在刑法实质解释之中,恰好可以发挥解释不明确构成要件的调节
补充作用,以实现刑事案件的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其次,基于公私法一体化视野,公序良俗在刑法中只具有弱调节性补充作用。 在民法领域,通过公
序良俗这一具有“调节性的功能” 的“抽象的弹性条款,对民事行为提供更为全面的规制,并对其效力
作出评价”,从而“弥补强制性规定的不足”。④ 然而,公私法一体化不等于公私法同一化。 民法是私
法,如何合理保护平等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是其核心;刑法是公法,如何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权利
的侵害是其要旨。 公序良俗的刑法适用应该与民法有所不同。 基于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以及刑法的特
性,刑法如欲适用公序良俗,只能在坚守罪刑法定和刑法法益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将之作为刑法适用的
弱调节性补充原则,即一般情况下刑法并不像民法那样贯通性的适用公序良俗,其作用在刑法领域应
该被弱化,宜限于对某些犯罪的刑法规范予以调节性补充解释。
最后,公序良俗的弱调节性补充作用宜限定于对风俗的犯罪,而不宜过广适用。 根据公序良俗的
自身内涵以及典型罪案所反映出的问题,集体法益犯罪的范围仍过于宽泛,公序良俗的刑法适用宜限
于侵犯集体法益犯罪中的对风俗的犯罪。 其一,要排斥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适用公序良俗。 集体法益
范围广泛,除了社会法益还包括国家法益。 然而,根据公序良俗的内容,国家法益并无适用该原则的空
间。 所谓国家法益,“就是国家的存在以及作用的安全”,它保护的是“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职能”。⑤
①
②

杨德群:《公序良俗原则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1、72 页。

[德]路易斯·葛雷克:《刑法立法者应恪守类推禁止?》,陈晰译,载赵秉志主编:《 刑法论丛》 (2014 年第 1 卷总第 37 卷),法律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12 页。
③

刘艳红:《实质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5、184 页。

⑤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96 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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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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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国家内部或是外部侵害国家存在的犯罪抑或国家职能的犯罪,都是根据是否实现了国家安全
保护目的进行解释适用,而不需要根据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这一道德性伦理性主观性的概念予以补充
适用。 其二,公序良俗刑法适用范围宜限于侵犯社会法益犯罪中的“ 对风俗的犯罪”。 侵犯社会法益
的犯罪包括对公众安宁安全、公众健康、公众信用和“对风俗的犯罪” 四类。 (1) 对公众安宁安全的犯
罪不宜适用公序良俗。 公共安全法益直接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安全,而非空洞的公共
秩序或道德性的善良风俗,其在价值上更为重要,在判断上更容易可见,不需要也不宜由公序良俗发挥
调节性补充作用。 (2)对公众健康的犯罪不宜适用公序良俗。 对公众健康的犯罪主要涉及环境犯罪、
毒品犯罪等。 环境犯罪的认定主要涉及人和环境的关系,以人类为中心或是以生态为中心确立环境犯
罪的保护法益才是问题的核心,至于公序良俗,在此不宜过多强调。 毒品犯罪属于非常严重的犯罪,直
接侵犯了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在此领域,基本没有适用公序良俗补充解释的余地。 (3) 对公众信
用的犯罪也不宜适用公序良俗。 这类犯罪是“侵害公众对成为社会生活的教义手段的货币、文书、有价
证券、印章、签名的真实信用的犯罪”,①它们侵犯的是公众信用安全,真实性的判断如货币是真币还是
假币、文书是真的抑或是伪造的等,在此类犯罪的构成中起着支配性作用,至于公序良俗似无适用的余
地。 (4)只有“对风俗的犯罪”与众不同。 对风俗的犯罪“是指有害于性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中的
社会风俗、习惯的犯罪”,包括“有关猥亵以及重婚的罪”“有关赌博以及彩票的犯罪”“有关礼拜场所和
坟墓的犯罪”。② 这类犯罪直接侵犯了有关性健康、移风易俗的婚姻风尚、葬礼等公序良俗,它们是公
序良俗刑法立法化之典型体现。 借助对风俗的犯罪,民法公序良俗原则打通了进入刑法实证法的通
道。 刑法挑选最严重的侵害风俗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总体也是正当的。 认定对风俗的犯罪时,将公序
良俗作为其调节性补充原则最为合适。
综上所述,基于公私法一体化视野,在民法领域作为适用于整个民事活动的调节性补充原则的公
序良俗,当其适用于刑法领域时,只能将其定位为弱调节性补充原则,其范围则宜限定于“对风俗的犯
罪”,至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尽量不予适用。 刑事立法对公序良俗的保护应尽量缩小保护范围,对不该纳
入保护的犯罪行为如聚众淫乱罪等予以适时除罪化,未来刑事立法应尽量避免刑法的伦理主义化。
四、出罪与“更强理由”:公私法一体化视野下公序良俗刑法适用方向与方式
结合前述刑事司法实践典型罪案分析,司法实践偏好在入罪时适用公序良俗,对之应否纠偏或者
对该原则的适用方向予以限制? 司法实践判决往往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这种做法是
否合理,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应该采取何种方式? 这两个问题,均为在明确公序良俗刑法适用功能定位
解决之后司法实践运用之时所面临的问题。
(一)公序良俗原则的刑法适用方向:出罪原则抑或入罪原则?
公序良俗在刑法适用中的调节性补充作用,是为出罪服务还是为入罪服务,这涉及公序良俗原则
的刑法适用方向。 基于公序良俗原则高度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强烈的伦理性与主观性等特质,基于

①
②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9 页。

[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86、587、601、6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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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天然的违和性,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宜限定于出罪,入罪尽
量不适用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 基于这一理念,民法可以宽泛地适用公序良俗,但刑法应秉承谦抑主义
尽量限定于出罪时才适用。 首先,如果不将公序良俗作为刑法适用的出罪原则,势必危及刑法的安定
性。 民法之所以要适用公序良俗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因为民法作为世俗生活维护法,必须
扎根于社会风俗习惯礼仪之中。 公序良俗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伦理性与主观性,故而“公序良俗原
则的适用,势必危及法的安定性”。① 而在刑法领域,为了确保公序良俗不致冲击刑法安定性,防止利
用该原则对刑法构成要件的不当扩容,宜限制在出罪方向适用。 其次,如果不将公序良俗作为刑法适
用的出罪原则,而任由其作为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予以适用,则为法官于罪刑法定之外道德法庭的刑
事司法化开辟了渠道,刑法规范之外的价值伦理、社会伦理或者社会风俗习惯等不确定性主观性因素,
会冲击刑法规范的安定性和法治国的罪刑法定原则。 为了重振社会道德风尚,刑事司法实践一度出现
以“马尧海案”为代表的比较混乱的局面,该案也是适用公序良俗这一道德原则对被告人不当入罪的
反面典型。 马尧海私自多次组织或参加“换偶”,但其客观上没有侵害或者威胁本罪法益,主观上并没
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的故意,然而法院罔顾刑法构成要件,仍以马尧海的行为危害了社会公共秩序
而判决其构成聚众淫乱罪。② 此案的判决受到学界一致批评。 马尧海行为的“不道德性只是来自对通
行社会道德观念的违反,因此法律的干预或惩罚就面临着正当性难题”。③ 这类判决在“马尧海案” 之
后仍广泛存在,比如前述“都天书石林聚众淫乱罪案”,再如“刘某等人聚众淫乱罪案”。 刘某患有艾滋
病期间,隐瞒其患病事实,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先后与多人多次发生性行为。 法院审
理认为,被告人刘某“违背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多次组织罗某某等人实施淫乱活动,被告人行为构成
聚众淫乱罪。” ④这些案件的大量存在,使刑法的法益保护主义让位于了伦理主义,令人对刑法的安定
性和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产生怀疑。 最后,如果允许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刑法适用的入罪理由,就使刑法
成为道德的力量而放弃了本该具有的坚守法规范强制性的力量。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文明
古国,“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⑤以维护公
序良俗之名维护公共利益的例子层出不穷,如果进一步强化公序良俗原则在入罪方向的适用,只会使
集体法益超越个人法益,使法的不确定性战胜法的安定性,使客观不法沦为主观入罪,使伦理道德充斥
刑法领域,而刑法原初的任务其实就是“必须排斥那种立足于道德性原理上的道德性惩罚”,⑥ 公序良
俗不能成为入罪原则,但刑法可以接纳立足于社会秩序善良风俗等道德性原理上的出罪尝试,以弥补
我国《刑法》出罪机制不畅之天然不足。⑦
当然,刑事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案件是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予以出罪或轻罚的。 比如,“ 杨某某涉
嫌侮辱罪案”。 田某与王某有债务纠纷,为促使王某还款,田某身穿白布衣手举写有催债字样的白布

①

李双元、杨德群:《论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法商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64-65 页。

③

郑玉双:《道德争议的治理难题———以法律道德主义为中心》,载《法学》2016 年第 10 期。

②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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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0)秦刑初字第 66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 2223 刑初 7 号刑事判决书。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7 年版,第 249 页。
[日]庄子邦雄:《近代刑法思想史序说》,李希同译,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页。
参见刘艳红:《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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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于某日内先后三次来到王某家门口向其债。 前两次王某外甥杨某等人均将田某的白布幡撕毁,第
三次则在撕毁白布幡之时也扯下了田某身上的白布衣,田某身上只剩下一条内裤。 事发现场有群众围
观。 田某向法院自诉杨某构成侮辱罪。 法院审理认为,自诉人手持白布幡,身穿白布衣,其索要欠款的
行为本身不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杨某某撕扯自诉人的白布衣其本是为了减少自己亲属的名誉受到损
失,制止自诉人的行为,而不是为了侮辱自诉人,① 故杨某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侮辱罪。 分析本案,根
据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丧服就是白布制成的衣服,白布幡则是人死之后招魂使用的;穿孝衣和手举白布
幡其意为给已故去的人送葬。 田某身穿白布衣和手举白布幡几次三番出现在王某家门前,这无异于辱
骂王某为死人或诅咒其快死,不但极为不吉利而且严重侵犯了王的人格名誉。 在此情况下,杨某撕扯
白布衣和白布幡予以还击乃人之常情,而并无侮辱之意。 法院审理过程中,通过对田某行为严重违反
公序良俗之界定并对杨某行为不予定罪,有效发挥了该原则的出罪作用。 再如因好意同乘引发交通事
故的陈平交通肇事罪案,爷爷因过失致孙子死亡的冉某甲过失致人死亡罪案,因邻里纠纷发生的林温
讲故意伤害罪案,②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运用公序良俗出罪案件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案件
都是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入罪的。③
综上所述,为了确保刑法安定性和法益保护目的之实现,防止法官以个人偏好代替刑法规范、以道
德审判代替规范适用,公序良俗该原则的刑法适用方向应该是出罪而非入罪,借此也恰好弥补我国《刑
法》出罪机制不畅的先天不足,这也正是该原则作为刑法弱调节性补充原则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公序
良俗原则刑法适用的方向。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刑法适用方式:直接援引抑或“更强理由”?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适用公序良俗时,基本上都是采取如同直接援引具体《 刑法》 条文一样直接援
引公序良俗原则。 具体《刑法》条文是法律规则,司法裁判理应直接援引;公序良俗是刑法之外的一般
法律原则,司法裁判可以参考其价值理念但不宜直接援引。
刑法适用的是具体罪刑规范,换言之,是法律规则而不是法律原则。 公序良俗承载的意义是实现
社会共同体价值而非个体性利益,是表达“应该是什么”的原则而不是“应该做什么”的规则,它担负的
是价值指引性作用。 司法适用的是法律规则,实务判决直接援引的也应该是法律规则;原则是在适用
法律规则之时应予遵守的价值理念,它们只能体现在规则的解释适用之中。 公序良俗原则好比幕后,
具体的罪刑规范条文好比台前,只有当台前的规则适用比如出罪说理无法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时,“隐
居幕后的法律原则便走到了前台”,④ 从而为刑法解释适用提供法理上的根据。 即便是罪刑法定这样

①
②

参见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2018)冀 0425 刑初 97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7)川 0181 刑初 396 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4) 肥刑初字第 497 号刑事判决

书、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4)莱山刑初字第 2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邵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 0523 刑初 215 号刑事判决书、潜江市人民法院(2018)鄂 9005 刑初 437 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5 刑初 1513 号刑事判决书、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赣 03 刑终 103 号刑事裁定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鄂

01 刑再 2 号再审刑事裁定书、平山县人民法院(2017)冀 0131 刑初 170 号刑事判决书、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 川 1321 刑初 116 号刑事判决
书、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 05 刑终 271 号刑事判决书、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 苏 0612 刑初 603 号刑事判决书、苍南县人民法
院(2016)浙 0327 刑初 664 号刑事判决书、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 1973 刑初 131 号刑事判决书、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松刑
初字第 139 号刑事判决书、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4)甘刑初字第 713 号刑事判决书、安福县人民法院(2010)安刑初字第 156 号刑事判
决书,等等。
④

周汉华:《现实主义法律运动与中国法制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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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法帝王原则,很多刑事判决书也会直接援引,但其实这种做法本身是不妥的。 只要解释适用罪刑
规范时做到了根据成文法解释法条、禁止类推解释、禁止溯及既往等且尽量实现处罚的均衡性,就是实
现了罪刑法定,而不是在判决书中援引了罪刑法定才是对该原则的遵守。 法律原则在具体法条解释适
用过程中作为价值理念的存在,可以起到调节补充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发挥,不能通过直接援引的方式
来实现,而应通过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适用来实现。
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充分说理才能更好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公序良俗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如果
法官在适用它时不充分说理,只是简单地表达一句“违背了公序良俗” 或者“为了保护公序良俗” 等诸
如此类的语言而决定定罪与否,无论对被告人或是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而言,都是粗暴的。 特别是“在
现代多元化开放的社会,关于公共至于或善良风俗,难期有定于一尊的见解,在审判上终究有赖于法官
个人的认知。 然法律乃在规范社会生活,实现正义,故法律的适用自需克服个人的主观性,排除可能的
偏见,而使其评价‘事理化’。” ①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必须对违反了何种类型的公序良俗、为何要遵
循此种公序良俗、未能遵循所造成的影响等充分说理,实现公序良俗在刑法适用时的“事理化”。 公序
良俗这一抽象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要有“更强理由” 的说明,即“从目的论上限制其适用,因此尚需对
目的进行正当化论证;‘更强理由’即为对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法律论证,从而为‘实现个案正义’提供
正当化证明。” ②否则,直接援引公序良俗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无异于通过抽象模糊概念的适用而架
空了《刑法》条文。
比如,“陈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陈某利用“屋播”为平台进行淫秽色情直播,并通过该直播平
台观众刷礼物获利,法院判决指出,陈某以牟利为目的直播淫秽表演的行为“ 不仅破坏了社会管理秩
序,亦与社会公序良俗相违背”,③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本案判决直接援引公序良俗,然而,违背
了何种类型的公序良俗、违背的程度如何、违背之后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又是什么等等,判决书中均
无任何说明。 “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之表达与违背公序良俗实乃同义反复。 根据《刑法》第 367 条规
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
他淫秽物品”。 淫秽表演是一种活动、是动词,淫秽物品是一种物品、是名词,将直播淫秽表演的行为理
解为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是将《刑法》第 363 条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犯罪对象由静态的淫秽物品扩
大到动态的淫秽表演的类推解释。 法院仅因直播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就予以定罪而没有丝毫说理,此种
判决,不顾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构成要件之规定,通过道德性的判断取代法规范性的判断,以价值立场
的宣判取代构成要件适用说理,极为不妥。
当然,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也有说理非常充分的案件,这些案件堪称今后适用该原
则的典范。 以“程幼泽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为例,应被告人程幼泽要求,刘某等数名被告人组织了
一场车辆和人群云集、现场鞭炮燃放以及道路两旁由统一着装人员列队欢迎的声势浩大的迎接程幼泽
出狱仪式,后出狱相关视频被媒体大量转发并评论。 《刑法》第 290 条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
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才能构成犯罪。 如何认定
本案中的严重损失? 法院判决指出,“至于‘严重损失’应当包含有形的物质利益和无形的社会利益等
①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8-279 页。

③

参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 0302 刑初 228 号刑事判决书。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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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群:《公序良俗原则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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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 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
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 它包含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公共道德维护等。 公共秩序、道德的核心
就是公序良俗、善良风俗。 监狱是承担国家刑罚执行、矫正改造罪犯职能的国家机关,这是众所周知的
常识。 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明知大量车辆、人员聚集在晋城监狱迎接程幼泽出狱,不仅会影响晋城监
狱的工作秩序,而且会产生不良影响,但仍然聚众、列队、喊口号,向社会炫耀程幼泽出狱,产生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严重破坏了公序良俗,扰乱了社会秩序,给社会公众带来了恐惧感和不安定感,造成了社
会利益的严重损失。” ①本案法官结合公序良俗原则对于如何理解《刑法》 第 290 条中的严重损失这一
客观处罚要件进行了深入剖析,既说明了破坏了何种公序良俗,又说明了破坏的程度及恶劣影响;尤其
是,法官适用这一原则不是泛泛的作为一般原则而引用,而是将其嵌入该罪客观要处罚件“严重损失”
的解释适用时发挥补充作用。 笔者认为,本案是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说理充分的典型案例。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应杜绝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而不进行详细说理的适用方式,以严格控制法
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刑法的适用遵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
(三)对典型罪案的回应分析:公序良俗作为刑法适用弱调节性补充原则的实践展开
行文至此,需结合本文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定位、适用方向与适用方式对前述典型案例展开分
析。 下文三个典型罪案共同之处是,将公序良俗作为刑法定罪原则而非调节性补充原则,将其作为出
罪原则而非入罪原则,判决书中均直接援引了该原则且没有任何理由说明。
“都天书石林聚众淫乱罪案”中,被告人仅先后 2 次与男女多人行性交淫乱活动,即法院以“ 违反

公序良俗”为由判决其构成聚众淫乱罪,该判决值得商榷。 《刑法》第 301 条规定,“进行聚众淫乱活动
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罪位于刑法典分则第六章妨
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中,其保护法益为公共秩序。 刑法设立聚众淫乱罪的
目的不是为了惩处多人性交行为,而是为了惩处公开的多人性交行为,只有公开的多人性交行为才违
背了性的私密性与非公开性这一善良风俗,并进而侵犯了社会公共秩序。 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均在其
家中室内进行,并无任何公开,没有影响或者侵害到社会公共秩序,其所侵犯的只不过是性道德或者性
关系的纯洁性。 然而,“即便在以宗教为基础制定刑法的时期,‘道德性’ 本身或关系的‘纯洁性’ 本身
却从不受刑法的保护。 刑法更多的是要避免对社会可能造成伤害的后果。” ②本案中,对公序良俗原则
正确的用法是,分析本罪所要保护的是何种公序良俗,如果明确本罪保护法益是性的非公开性,那么,
公序良俗原则本应发挥出罪作用;至于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而无任何说理的做法,如前述当然是极
为不妥的。
“蔺某王某夫妇寻衅滋事罪案”中,蔺王二人系因对法院对其儿子交通肇事罪案的判决不满故而

先后 4 次赴京上访,二人在京期间既没有随意殴打他人也没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更没有强拿
硬要或任意损毁或占有公私财物,也没有在公共场合起哄闹事,换言之,他们没有实施《刑法》第 293 条
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中的任何行为。 法院仅以“二被告人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社会治安
秩序和信访秩序,破坏了遵纪守法的公序良俗”,并判决其构成寻衅滋事罪。 分析本案,蔺王二人没有
①
②

参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 05 刑终 271 号刑事判决书。

[德]京特·雅克布斯:《保护法益? ———论刑法的合法性》,赵书鸿译,载赵秉志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 ( 第 1 卷),法律出版

社 2017 年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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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常渠道上访解决问题固然不对,然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二人行为不构成寻衅滋
事罪。 信访行为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秩序,但实施信访行为的人并非出于扰乱社会秩序
的故意,换言之,其所实施的也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而是谋求问题解决未果采取的非正常渠
道行为;法院直接援引并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是错误的。
“金安会侮辱罪案”中被告人金安会用榔头将盒盖砸坏并将死者的骨灰盒露天放置,这一行为法

院审理认为“违反公序良俗,侮辱骨灰”而构成犯罪。 毫无疑问,本案被告人将死者骨灰露天放置的行
为的确违反了公序良俗,不过,法院在此理应分析违反了何种公序良俗,比如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死者
为大入土为安等与葬礼和死者尊严有关的公序良俗。 是否一旦违背公序良俗即可构成犯罪,在做入罪
解释时法院本应慎重并深入说理,然而,本案判决书却只有“ 违反公序良俗,侮辱骨灰” 极其简单的几
个字。 侮辱骨灰究竟是只要实施了类似于暴骨灰于露天就可以构成,还是需要实施其他侮辱行为比如
抛洒骨灰、扔秽物于骨灰之上等行为才构成,亦即侮辱骨灰行为是否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对于这一
问题以及该案背景,判决书中均未提及。 从弘风淳化和安慰死者家属的角度,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似可
构成犯罪,但从侮辱骨灰行为的危害性、侮辱的程度与方式等综合判断,则犯罪定性存疑。
综上所述,公序良俗是隐居于法律规则幕后的条款,只宜在解释规则时作为参考的价值理念,而不
能在刑事判决书中直接援引。 刑事判决书是针对案件事实适用刑法罪刑规范而进行宣判的文书,其所
引用的只能是相关刑法条文亦即法律规则,而非抽象的法律原则。 当引用公序良俗原则时,必须定位
于其作为刑法调节性补充原则的功能,嵌入到具体构成要件的解释适用中,并充分说明适用的理由。
结语
在民事法领域,“立法出,习惯亡” 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刑事法领域,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的适用;
民法公序良俗与刑法罪刑法定在价值理念和具体内容等均相互抵牾,然而,“法律是一种文化的现象,
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① 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实现以及刑法出罪通道的构建需公序良
俗原则发挥作用。 公序良俗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有相当的存在度。 剖析民法公序良俗原则在刑
法领域的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刑法如何以及可否有效吸收民法该原则的合理性,在刑法解
释适用中发挥补充作用,无疑是民法典时代带给刑法的新问题,也是刑法理论因应“ 民法典时代公法
(刑法)与私法(民法)之间融合的关系” ②问题之体现,同时亦为刑事法律自我生长的使命使然。 基于
刑事法治国的底线要求,公序良俗的刑法适用宜定位于弱调节性补充原则,且宜以出罪为主入罪不用
或少用;作为幕后原则的公序良俗只有在作为台前的刑法规范的适用需要补充时才能出场。 刑事判决
书只应援引具体罪刑条文而非抽象法律原则,因此,刑法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应将之嵌入到对某个具体
构成要件的补充解释中并加以充分的说理,而非简单直接援引,否则,就有将公序良俗作为刑法一般性
定罪原则的嫌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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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in Criminal Law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LIU Yan-hong

(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in civil law in

response to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in the era of Civil Code.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in civil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criminal law contradict each other in
terms of concept openness, value standpoint and specific content, so there is a na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However, on real level, the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have already opened the way into
the criminal empirical law; on ideal leve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can only be
restricted and cannot be forbidde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in criminal law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of weak regulatory supplement, that is, it is weaker than its regulatory supplement role in
civil law, which is generally not applicable as far as possible. So, the scope of its applica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 crime against custom” .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riminal judicialization of moral court,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cannot be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ization. But the criminal law can accept the trial

of decriminalization based on the moral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 and good custom,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natural defect of the poor mechanism of decriminalization in criminal law.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are the clauses that live in seclusion behind the legal rules.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s to embed
them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ecific elements of crime and fully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ir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its evolution into a general moral principle of criminal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we
should oppose the criminal judgment directly invoking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in criminal law should especially prevent the
ethicization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weak regulatory supplement principle; decriminalization; crime against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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