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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终身监禁的必要性和体系化构建

———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防控为视角

舒洪水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西安 710063)

〔摘 要〕 我国刑法学界有关终身监禁的争议，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主要是以死刑废除为视角展开的，

争议的焦点在于终身监禁可否作为死刑废除的替代措施;《刑法修正案( 九)》之后，则主要来自于刑事立法对贪污

罪、受贿罪使用终身监禁以实现特殊预防的根本性疑问。终身监禁的法典化立法方向，在制度上具有重大意义，但

在具体类罪指向上出现了较大偏差。以恐怖活动犯罪防控为视角，综合其客观上的主害、次害结构，主观特质以及

感染性质，可以发现终身监禁兼具报应和预防的双重价值。以严谨的刑事立法方式增设可以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

实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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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ispute over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field mainly expand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bo-
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before“criminal law amendment ( nine)”，and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lies in whether or no life
imprisonment can be an alternative to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 fundamental question mainly focuses on whether
the use of life imprisonment on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n realize special prevention after“criminal law amend-
ment ( nine)”． The codification of legislative direc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ystem，but its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categories of crime appear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It has double value with both of retribution and
pre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errorist activities，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 main dam-
age，the secondary damage structure，the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ature of infec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It is
necessary that by the way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rigorous system parole is added to life imprisonment．

Key Words: life imprisonment; personal danger; terrorist crime; secondary harm; infectivity
中图分类号: DF61 文献标识码: A

2015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刑

法修正案(九)》，至此前后历经三年的刑法修订工作

完成。其中，《刑法修正案(九)》第 44 条关于对重特

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

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

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

刑、假释”的规定，成为最为社会及学界关注的焦点，

引发了关于终身监禁的新一轮争论热潮。如若废除

死刑，终身监禁作为终极刑罚具有突出意义，但其适

用和运行则是持久的谜团。〔1〕
在厘清国内外争议的

基础上，科学考量《刑法修正案(九)》有关终身监禁

的立法目的，对终身监禁的自身性质、制度建设的必

要性和体系化进行思考，对认识终身监禁至关重要。

一、《刑法修正案( 九)》前后关于终身监禁的争议

在《刑法修正案( 九)》出台之前，我国刑法学界

与实务界就是否应增设终身监禁作为死刑废除的替

代措施存在极大的争议，而在《刑法修正案( 九)》出

台之后，关于是否有必要设立终身监禁的讨论不仅未

达成共识，而且增加了理论上争议的焦点，即刑法对

贪污罪和受贿罪设置终身监禁是否合理。当前，我国

关于终身监禁的讨论，绕不开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死刑亦或终身监

禁?

《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终

身监禁的争论是死刑存废问题下的争论点之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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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死刑存废之争的衍生品，这一争论实际上是在死

刑废除支持论内部展开的。其中一部分学者主张将

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这一观点肇始于贝

卡利亚的经典论述，他提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

影响 的，不 是 刑 罚 的 强 烈 性，而 是 刑 罚 的 延 续

性。”〔2〕66“取代死刑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

决意的心灵。”〔2〕69
我国亦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外国

的经验对我国的无期徒刑进行改良，“对少数罪行十

分严重、主观恶性很深、人身和社会危害性很大，被判

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既不得减刑也不

得假释。这样就使无期徒刑真正成为‘终身监禁’，

可以充分发挥它的威慑作用。”〔3〕77，78“为了弥补由于

废除死刑所造成的刑罚严厉性下降的缺憾，确有必要

延长减刑后、假释前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期限。”〔4〕

还有的学者认为:“在以死刑废止为目标的语境当

中，鼓吹终身刑的好处，满足民众一般的法情感与法

期待，才能最终有效地影响到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

最终从政治层面，而非法律层面消解死刑。”〔5〕444

另一部分死刑废除支持论者则认为死刑的废除

并不需要终身监禁刑替代。例如，有的学者指出:

“终身刑大体是作为死刑替代措施而得以提倡的。
是否需要改造现有的自由刑，以终身刑替代死刑，是

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谨慎对待。”有论者认为:“我国

在削减和废止死刑的过程中，不需要也不应当设立替

代死刑的终身刑。”〔6〕
还有的学者认为:“事实上，我

国刑法大部分适用死刑的犯罪不存在替代问题;另一

方面，替代也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并对立法和

司法提出新的挑战。”〔7〕“在我国，不但没有必要确立

死刑替代措施，反而要对其负面后果保持高度的警

惕。”〔8〕

上述争论集中于废除死刑趋势下终身监禁的必

要性、正当性与副作用问题。本文无意过度卷入上述

争论，因此，对以上各方具体观点不予一一评析。本

文的基本观点是:以终身监禁替代死刑在政策上的必

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刑法学界均将终身监禁看

作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对于终身监禁的必

要性、正当性问题，无论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

措施抑或是仅仅作为刑罚的执行制度，均应当从其内

在性质和目的价值中进行探寻;对于其副作用，则应

当通过制度确立后的逐步完善和调整予以控制。
第一，就终身监禁的正当性问题来看。相对于死

刑，终身监禁本身并非是残酷、不人道的。〔9〕“所有惩

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10〕217
任何刑罚

对服刑人的权益都是一种侵害，因此，评价一种刑罚

残酷与否是一个相对概念，终身监禁相对于其他自由

刑而言，其严厉性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相对

于对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予以彻底消灭的死刑而

言，它又是相对轻缓的，因为在客观上人只要活着才

有无尽的希望与可能①，这也是人类对待自身生命的

积极态度②。“随着死刑的逐渐退出，终身监禁将是

下一个紧迫问题。”〔11〕
由此，只有将终身监禁放置于

死刑的替代措施的论题下讨论，其本身才具有内在的

正当化根据。把终身监禁与其他刑罚制度分离而独

立看待，进而评价其是否残酷，则是站在纯粹经验主

义的立场得出的感性结论，因而也就无合理性可言。
在英国，欧洲人权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关于终身监

禁的判决。所有这些案例的争论都基于关于自由权

和安全权的《欧洲人权宪法》第 5 条的规定，即上述

情况是否与《欧洲人权宪法》第 5 条所保障的权利相

冲突③。1990 年锡恩、威尔逊和甘内尔诉英国国家案

中④，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国内制定法上，依法绝

对地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服刑人、经自由裁量被判处终

身监禁的服刑人和谋杀罪未成年人犯之间并无差

别。”上述审判实践说明，绝对性终身监禁并没有被

作为一个强制关押终身的刑罚。2013 年欧洲人权法

院在“文特诉英国案”⑤中认为，没有评估、释放实际

可能性的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与《欧洲人权公约》
第 3 条的要求不符。对此，2014 年英国上诉法院判

决书中说明，司法部长不受无期徒刑犯手册中晚期快

死、卧床类瘫痪两种情形的限制，而必须在个案中具

体考虑所有例外的值得同情的情形决定是否释放⑥。
由此，2015 年欧洲人权法院在“哈钦森诉英国”一案

中⑦认定英国终身监禁的法律已经明确为并非不人

道。
问题是，终身监禁是否为一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

刑罚。这一问题意味着，假设一个刑罚不具有社会相

当性，则等于“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而这是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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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狱的角度看，即使是不可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也有特

赦的可能性。
不出狱也能做很多事，活出生命的意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 5 条第 4 款，其规定:“经逮捕或拘留

而被剥夺自由的每一个人，有权提起诉讼，如果对他的拘留是合法的

应当由法院作出快速逮捕的决定，如果拘留是非法的则应作出释放的

决议。”
See Thynne， Wilson and Gunn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ECHＲ 25 Oct 1990，Ｒeferences: 11787 /85，11978 /86，(1990) 13
EHＲＲ 666，12009 /86，〔1990〕ECHＲ 29，(1991) 13 EHＲＲ 666) ．

See vint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Applications nos．
66069 /09，130 /10 and 3896 /10) ．

See Ｒ － v － Ian McLoughlin and Ｒ － v － Lee William Newell，
〔2014〕EWCA Crim 188．

See Hutchinson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57592 /
08) ．



宪法的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这一问题的争议主要

集中之一便是对非暴力惯犯适用终身监禁刑是否具

有社会相当性。在 1991 年的“哈梅林诉密歇根州

案”中①，美国最高法院遇到了一个问题，即经自由裁

量判决一个非暴力惯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是否合

宪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在美国宪法第八修正

案的意义上，一个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并非是残忍

和不寻常的。
第二，所谓终身监禁的目的价值，则属于刑罚根

据的问题，即要求应当从刑罚的目的出发来考量设置

终身监禁的外在效能。首先，终身监禁能够实现罪刑

相适应。终身监禁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对于罪行极其

严重，造成极为严重危害结果的犯罪人，根据罪责刑

相适应原则对其适用终身监禁，是实现刑罚报应机能

和满足社会正义情感的应然要求。其次，终身监禁具

有刑罚预防机能。一方面，终身被关押在监狱的犯罪

人，不可能再犯罪，因而能够实现特殊预防;另一方

面，终身监禁具有强烈的威慑效果，有利于实现一般

预防。
当然，也有学者对终身监禁的上述两种机能提出

了否定的观点，认为终身监禁既不具有报应刑的机

能，也不具有预防犯罪的机能。〔6〕
针对前者，该学者

指出:“在近现代的欧洲国家，对严重犯罪科处 10 年

左右的有期徒刑，就会认为是等价的。”〔6〕
以此认为

我国设置终身监禁制度有违社会正义观念，不符合报

应刑机能。但是，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虽然可

以说对危害程度不同的各个犯罪，有一个相应的、由
强到弱的刑罚阶梯，〔2〕18

但这一刑罚“价目表”就像各

国的物价水平不同一样，对某一类犯罪行为适用终身

监禁对于国外而言或许超越了其社会的一般正义观

念，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却可能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的要求，从而更有利于满足社会的一般正义感情

的，不能完全以国外有关终身监禁的态度来论述我国

有关终身监禁的问题。而且，该论者的论据并不符合

实际情况———尽管终身监禁在近现代的欧洲国家受

到了强烈的抨击，但是，《德国刑法典》仍将其保留了

下来———《德国刑法典》第 38 条(1)规定:“自由刑是

有其期 限 的，但 法 律 规 定 为 终 身 自 由 刑 的 不 在 此

限。”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增加的对法秩序和公共

安全构成威胁的最为严重的犯罪形式这一客观事实，

刑法的严肃性和严厉性(保留终身监禁) 必须明确的

保留。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个判决( 联邦宪

法法院判决 45，187)，1981 年 12 月 8 日的第 20 部刑

法修改法引进了终身监禁可以假释的新规定，但以被

判刑人已执行刑罚 15 年者为限( 第 57 条 a)。司法

实践中每年科处的终身监禁刑或许有所增加(1999
年共有科处终身监禁的判决 96 个)，因为第 6 部刑法

改革法在相当数量的犯罪构成中，对过失造成他人死

亡规定可科处终身监禁或 10 年以上自由刑( 例如，

强制猥亵罪和强奸犯罪，刑法典第 178 条)②。
针对后者，该学者指出:“由于终身刑是没有任

何希望的刑罚，如果给犯人封闭了可以重新生活的道

路，他们必然会反过来否认自己的罪行，不利于其悔

罪;由于犯人没有出狱的希望，也可能继续实施杀人、
伤害等犯罪。事实上，预防严重犯罪并不依赖于终身

刑。”〔6〕
但是，可以认为，刑法中的规定是针对普遍性

问题而制定的，例外情况或交由解释论解决，或交由

其他社会防控措施解决。刑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力

图对任何犯罪行为进行普遍性规制，但就其内部结构

而言，各个刑种、刑度则具有明确分工，对于不同的犯

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实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罪罚相

当，这也是罪刑相当主义的基本内涵。因此，对于该

学者引用的绞刑对于扒窃犯罪没有威慑力的例子而

言，既然死刑对其没有威慑力，自有有期自由刑、罚金

刑等对之行之有效的刑罚制度予以惩罚，因而不能简

单地将扒窃犯罪与终身监禁挂钩。终身监禁同样是

专门针对某一类具有普遍性的犯罪，对于该类犯罪而

言，终身监禁能够发挥最大的威慑效能，从而达到预

防犯罪的目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泛泛而谈终身

监禁对于任何一种犯罪是否都有良好的规制效能，那

是对终身监禁的苛求;真正的问题是针对哪一类犯罪

才能适用终身监禁，即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问题，只

有科学界定了适用终身监禁的罪名范围，才能够证成

其存在的正当性，实现其最大的目的价值。
(二)《刑法修正案(九)》之后:贪污贿赂亦或其

他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在审议过程中，对于

增设终身监禁就不乏反对之声，理由主要包括:死缓

特别是死缓限制减刑，已较为严厉，罪犯关押二三十

年后已基本丧失再犯能力，没有必要再予以终身关

押;终身监禁让罪犯看不到希望，违背教育改造的刑

罚目的;与联合国有关囚犯待遇的公约等国际公约相

关规定的精神冲突;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对罪犯予以

实际上的终身监禁;贪污受贿犯罪不属于最危险、最
严重的犯罪，不宜规定终身监禁。〔12〕35

有的学者还从

实证研究视角出发认为，职务犯罪人对于刑罚严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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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呈现两头化现象:对于立法威慑感受不强，但对

于适行威慑感受极强。〔13〕114
因此，对该类犯罪规定重

刑以产生威慑、预防作用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

《刑法修正案(九)》并没有采纳反对者的意见，主要

是国家立法机关认为，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的贪污受贿

犯，根据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对其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采取终身监禁的

措施，有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维护司法

公正，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

径致服 刑 期 过 短 的 情 形，符 合 宽 严 相 济 的 刑 事 政

策。〔14〕

《刑法修正案( 九)》通过之后，理论上对终身监

禁可否作为死刑废除替代措施的争议不仅没有停歇，

还带来了新的理论争议的焦点，即对贪污受贿犯罪可

否使用终身监禁进行特殊预防。有的学者就明确指

出，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终身监禁，在特殊预防上毫

无意义。一方面，从剥夺再犯能力的角度看，因贪污

受贿入狱的国家工作人员，都被褫夺公职而仕途终

结，出狱之后几乎无再犯贪污受贿的可能，因此，没有

基于再犯危险性预测而剥夺其犯罪能力的必要性;另

一方面，从教育改造的角度看，终身监禁只能适用于

那些完全没有任何教育改造可能性的犯罪人，这实际

上是认为这些贪污受贿者属于没有任何教育改造可

能性的犯罪人，然而贪污受贿并不属于这类犯罪。〔15〕

有的学者同样认为，终身监禁的原意是针对人身危险

性、再犯可能性犯罪，贪污受贿罪这种可能性较小，难

免怀疑终身监禁制度是为了惩罚而惩罚。〔16〕
有学者

甚至指出，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设置终身监禁刑存在

情绪性立法色彩。〔17〕

可以这样说，中国语境下的终身监禁，其本质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贪污受贿罪的对策措施。但这种

对策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并无充分的理

论根据和实际效果。说其无奈，一方面，因为其承担

着代替死刑的国际压力，在国际范围内，针对非暴力

犯罪废除死刑无疑是国际潮流，我国也概莫能外，压

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终身监禁也承担着严惩贪污

受贿犯罪，针对严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民

意压力。所以，针对国际，强调其非死刑，回应废除死

刑压力;针对国内，强调其监禁终身性，满足民意诉

求。对贪污受贿罪规定终身监禁的，有现行刑事立法

框架下的政策必要性 ( 减少死刑适 用 后 的 刑 罚 相

当)，但无终身监禁制度本身的理论正当性( 特殊或

一般预防目的)。前已述及，我国增设终身监禁的立

法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看来在确定终身监禁的

具体适用范围方面却出现了偏差。对于终身监禁来

说，应该基于特殊或者一般预防的目的，主要适用于

社会危害和人身危险性极大，而又不需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的罪犯。
从我国所面临的犯罪形势出发，当前最需要详加

论证和最需要适用终身监禁的领域应当是恐怖活动

犯罪。“预防恐怖活动犯罪是国际义务背景下的国

家道德义务。”〔18〕
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终身监禁的具

体证成，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预防和打击恐怖

活动犯罪的应对制度，还将推动终身监禁整个制度在

我国的重构和适用。

二、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终身监禁的具体证成

恐怖活动犯罪是某一地区特定历史、地域和人文

条件的产物，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相对于国外的恐怖

活动犯罪而言具有其特殊之处。我国面临的恐怖活

动犯罪主要涉及“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

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 的范畴，其中，暴力恐怖是手

段，极端宗教是旗帜，民族分裂是目的。“‘三股势

力’三位一体，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煽动民族仇

视，制造宗教狂热，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大

搞暴力恐怖活动，残杀无辜，挑起暴乱骚乱。他们的

目标就是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来，建立所谓的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19〕
在此意义上，我国的暴

力恐怖犯罪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影

响之下，为了达到民族分裂的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因

此，与一般暴力犯罪相比，恐怖活动犯罪基于政治、宗
教或其他意识形态的目的，采用暴力、破坏、恐吓等非

常规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

产，社会危害性极大，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具

有鲜明的特征，故在刑罚配置上需要区别对待。
在客观上，与其他暴力犯罪相比，恐怖活动犯罪

的客观危害结果更为严重，对该类犯罪适用与其他暴

力犯罪同等刑罚无法体现罪刑相适应，也与报应刑理

念相悖，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在恐

怖活动犯罪的现行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加大刑罚量，

增设独立的终身监禁刑。在主观上，恐怖活动犯罪的

特征更为突出。在“三股势力”中，恐怖活动犯罪作

为宗教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征表，仅处于手段

地位，“去极端化”以及消除民族分裂思想，实现民族

团结，才是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的根本之策。作为最后

防控手段的刑罚当然也不能偏离这一轨道，否则，则

会导致刑罚的无效或无必要。并且，刑罚在其中能够

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恐怖活动犯罪极强

的感染性，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层面也要求，

有必要通过增设终身监禁以预防该类犯罪的再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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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一)客观上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

恐怖活动犯罪侵害的法益或者说其危害后果不

同于一般的暴力犯罪。相对于一般的暴力犯罪仅产

生危害人身权益的直接结果，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后果

的基本特征是其对公共安全法益的侵害，除了包括产

生危害不特定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命、人身的直接后果

之外，还包括对上述对象的危害可能性。前者是恐怖

活动犯罪的直接危害，亦是主害;并且，通常情况下，

这一直接危害一旦发生，其严重程度往往比其他一般

暴力犯罪都要严重。后者是恐怖活动犯罪的间接危

害，是次害，其内涵了恐惧与风险两个方面。但是，决

不能把恐怖活动犯罪次害的上述两个亚形态混为一

谈。它们虽然密切相关，却泾渭分明，其中每一个都

能独立存在。民众可能因听说发生一起恐怖活动犯

罪而深感惊恐，虽然当时事实上既未发生、也不会发

生恐怖活动犯罪。还可以处在被恐怖活动犯罪侵害

的关头，但对此一无所知。据此，有些恐怖活动犯罪

产生惊恐但无危险，另一些恐怖活动犯罪有危险但不

产生惊恐。
因此，为了体现罪刑相适应，从报应刑理念出发，

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终身监禁的必要性主要出于以

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恐怖活动犯罪的主害远远大

于其他暴力犯罪;二是恐怖活动犯罪的次害远远大于

其他暴力犯罪。
第一，恐怖活动犯罪的主害远远大于其他暴力犯

罪。“某个或某群可认定的个人承担的那份损害，可

称作主害。”〔10〕201
主害是正面的，眼下发生的，因而确

定无疑，它的对象是一名能被认定的个人，或是一群

能被认定的个人。就恐怖活动犯罪而言，其主害主要

表现为对民众的生命、人身以及公私财产造成的直接

侵害。虽然恐怖活动犯罪侵犯的主要为公共安全，即

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例如，2003 年某恐怖分子

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终身监禁，诉辩交易中的 8 项罪

行包括试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
但是，恐怖活

动犯罪一旦得逞，其危害后果即由具体的个人或群体

承担，因而其危害结果是特定的。恐怖活动犯罪这一

特定的危害结果具体表现为:一个或具体多数公民死

亡、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以及可以计算数额的公私

财产损失。相对于其他严重暴力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的主害的性质并无实质差异，即二者皆为造成民众的

死亡、伤害以及公私财产损失，但其在危害程度上却

远远超过其他严重暴力犯罪，即恐怖活动犯罪造成的

主害数量更多，范围更广。例如，皆为使用刀具的杀

人行为，一般暴力犯罪往往仅造成一人或数人死亡，

而 3·01 昆明火车站严重暴恐事件则一次性共造成

31 人死亡，141 人受伤，实害巨大。因而，针对恐怖活

动犯罪主害的严重程度，同时基于刑罚报应刑和预防

刑理念，对恐怖活动犯罪设置终身监禁，能够体现刑

罚相适应的要求，亦使得终身监禁具有适用的正当

性。
第二，恐怖活动犯罪的次害远远大于其他暴力犯

罪。“来源于主害并且害及整个共同体或其他某群

无法认定的个人的那份损害，则可称为次害。”〔10〕201

次害往往由两个因素构成，其一是痛苦，其二是危险。
其中，痛苦是由恐惧引发的心理痛苦，即社会不特定

多数人基于害怕遭受主害必然产生的损害而产生的

心理惊恐状态;危险则是关系到的社会不特定多数人

由于主害的缘故而可能面临或遭受此种损害的风险，

而这种风险是遭受痛苦或者丧失快乐的客观可能性。
具体到恐怖活动犯罪，首先，就痛苦而言，当恐怖

活动犯罪的主害发生后，社会不特定民众尤其是恐怖

活动犯罪主害发生区域的民众往往会产生恐惧心理，

此即为心理痛苦。并且，主害越大，对民众的恐惧就

越大，亦由此加大了惩罚的必要性①。其次，就危险

而言，不仅上述个人或群体由于已然发生的恐怖活动

犯罪而倾向于设想自身有可能遭到类似的侵害，而且

上述个人或群体确实有这样的客观风险，此即构成了

恐怖活动犯罪次害的另一部分，即危险。次害伴随主

害发生，它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可能的。虽然其他

暴力犯罪往往也产生次害，恐怖活动犯罪次害的直接

危害也不如主害那么大，但就范围而言，其规模分量

则远超过主害。这是恐怖活动犯罪相对于其他暴力

犯罪最为突出的特点。
综上可知，就社会危害总量而言，恐怖活动犯罪

要远远大于其他暴力性犯罪。故同样基于报应刑理

论，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罚量也应当大于其他暴力犯

罪的刑罚量，否则就难以实现刑罚相适应。
(二)主观上难以改造

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在于主观要素

的不同，这也是恐怖活动行为区别于其他普通刑事犯

罪的首要标准。在我国的“三股势力”中，宗教极端

主义是恐怖活动犯罪的思想基础，是旗帜，恐怖活动

分子在宗教极端主义的支撑下，妄图通过实施恐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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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一痛苦会由于个人的感知程度和客观情况而在程度

上有所不同。例如，距离恐怖活动犯罪发生地以及再次可能发生恐怖

活动犯罪地点的远近，以及由于居住或工作原因而不得不前往或身处

上述地点以及其频繁程度，对该区域民众的影响程度都会不同;另一

方面，即使同一区域的民众，由于每个人对于这种危害的感知及认知

程度不同，因而这种痛苦也是因人而异的。



动犯罪以实现将新疆地区从我国分裂出去的根本目

的。因此，新疆地区恐怖犯罪的诸多原因中，宗教极

端主义因素居于根本性位置。〔21〕
宗教极端势力“以其

极端的、激烈或畸形的崇拜和信仰为精神支柱和精神

动力，利用其信仰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控制和欺骗一

些信 仰 虔 诚、崇 拜 狂 热 的 宗 教 组 织、团 体 和 人

员”。〔22〕57
目前，在我国，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以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化形式存在的宗教极端主义，即

打着宗教的名义，利用“宗教”作掩盖传播极端主义

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

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现阶段的反恐怖斗争即

是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去极端化”斗争。在二者关

系上，宗教极端主义是恐怖活动犯罪的思想基础，恐

怖活动犯罪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征表。
1． 宗教极端思想的主要内容。(1) 信仰的唯一

性和排他性。宗教极端主义推行信仰的唯一性，并且

力图通过歪曲宗教教义或者暴力方法来确保这一唯

一性，凡是不信教或者信本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甚至

虽信仰本教但是信仰的是非极端的其他教派的人，都

是宗教极端主义所排斥的。信仰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导致宗教极端分子主张极端的“去世俗化”，人为地

制造了社会分裂。极端的宗教宣传致使相当一部分

信众对伊斯兰教有了难以改变的曲解，他们被灌输如

下谬论:某特定民族人隐性掠夺了他们的资源并由此

改变了维吾尔民族的生活方式乃至阻碍了其发展，唯

有通过“圣战”才能建立以维吾尔族为唯一主体的穆

斯林国家，享尽自然赋予和发展机会，此为正义之道。
“东突”宗教极端分子便是利用信教群众对《古兰经》
的虔诚，引向实施暴恐活动的歧途。他们把现实社会

简单粗暴地分为“我”和“非我”，对“非我”一律排斥

甚至毁灭;它的政治主张复古，强调反对社会和政治

现状，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反伊斯兰教”的，视我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异端”，视政教分离的体制为“压

迫”，并企图将这种思想渗透进信教群体的日常生

活，要求以所谓“圣战”来摧毁现实社会，建立真正的

伊斯兰社会。他们还反对、排斥服从政府的任何行

为，禁止使用结婚证、身份证、工作证等，禁止与不信

教或信其他教派的少数民族干部互相问候、交往，禁

止与“异教徒”联姻、为“异教徒”送丧，禁止听从清真

寺爱国宗教人士的讲经等。他们主张人们过清教徒

式的生活，不准唱歌、跳舞，“婚礼不许笑，葬礼不许

哭”。日常生活中，几乎衣食住行都要依从宗教极端

主义角度做出强制性规定，导致“清真”的严重泛化，

甚至药物、化妆品、衣物等都被强行分为“清真”和

“不清真”，强迫群众仿效国外的一些做法戴面纱、穿

罩袍等，消解、异化维吾尔群众的生活方式。
(2)“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主义为了确

保伊斯兰教信仰的唯一性，通过歪曲宗教教义，将

“行善进天堂”的教义歪曲为“圣战、殉教进天堂”，宣

扬应当对所有“异教徒”进行“圣战”。极端宗教主义

主张所有穆斯林，不论社会哪个阶层、哪个领域、哪个

年龄阶段的人，都要进行武装继而上前线，肆意在居

民聚集区实施恐怖暴力活动，向他们眼中的“异教

徒”开展“圣战”。他们极力渲染“天堂”的美好和

“火狱”的痛苦，其中“圣战者”和“殉道者”死后可以

进“天堂”，鼓吹“杀死一个异教徒胜做 10 年功，可以

直接上天堂”，甚至在清真寺祈祷时号召:“每周单日

杀一个卡甫尔，就可以直升天堂”;而在现实生活中

做过任何违背教义行为的人死后则会下“火狱”。但

是，“圣战”和“殉教”具有“前科消灭”的作用，即使

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做过违背教义的行为，但是只要

进行了“圣战”或者“殉教”，他的罪恶不用常年做功

课就可以一笔勾销，叫嚣为安拉而圣战一次，胜过做

60 年乃玛孜(祈祷)，在他死后不再是下“火狱”而是

进“天堂”。一个穆斯林极端组织的领导就曾表示:

“以最小的损失毁灭对方的办法就是这种行动———
殉教，通过这种行动，烈士赢得了进入天堂的权利，从

现世的苦难中得到解放。”〔23〕56
通过以上述宗教极端

主义思想培养出来恐怖活动分子，如同经过某种洗脑

和思想冲 刷，以 至 于“对 死 的 渴 望，超 过 对 生 的 渴

望”。
2． 极端宗教思想难以改造。(1) 就极端宗教思

想本身而言难以改造。“假如一个人想用自己的双

手，或用正义之剑，来暗杀那些被他称为异端者的人，

即那些对于双方都不懂的问题有不同想法、或也许只

有不同说法的人，那么他什么时候都倾向于这么干。
宗教狂热永不平息，永无满足。它永不因善行而中

止，因为他以蔑视善行为荣;永不因良心而中止，因为

它趋使良心为自己效劳。贪婪、淫欲和报复心有虔

诚、仁 慈 和 荣 誉 与 之 抗 衡，宗 教 狂 热 却 无 任 何 克

星。”〔10〕216
上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通过反复地灌输，

对人影响的强度、广度极深，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思想

活力，培训出一群极为虔诚、保守、残酷的恐怖活动犯

罪分子。信徒的头脑被灌输进大量的极端内容，其精

神已经麻痹，必然要在行动上实践其政治主张，去实

施那些他们认为是属于穆斯林应尽的义务而实际上

是被刑法所严厉禁止的犯罪行为，并且实施暴力时意

志坚决，毫不犹豫。因而在新疆地区的恐怖犯罪分子

有一个突出的共性:冥顽不化，难以改造，人身危险性

极大。这说明，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思想信仰，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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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麻醉剂，当它成为犯罪人的犯罪意志的来源和

支撑时，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同犯罪预

防的可能性成反比。
(2)现行刑罚体系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改造难以

奏效。虽然正如上文所述宗教极端本身极为顽固，难

以改造，但是，我们不能就因此对其置之不理，放弃改

造的任何努力，也不能对任何恐怖活动犯罪分子，不

分青红皂白，不予区分而一律判处死刑，一杀了之。
这两种态度是刑罚对恐怖活动犯罪防控的缺失或不

当，因而是不可取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在罪刑相

适应的前提下，本着惩治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积极

对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活动犯罪分子进行

改造。然而，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改

造难以奏效。这主要是因为，即使是无期徒刑，也可

能因为减刑、假释等刑罚执行制度而使服刑期缩短，

而过短的刑期难以对服刑人员根深蒂固的宗教极端

思想进行有效地清除，致使这些人在出狱后其宗教极

端思想死灰复燃，重新进行恐怖活动犯罪。因此，从

恐怖活动犯罪的预防角度来看，除死刑外的刑罚难以

奏效。但是，死刑的适用因受到国际政治以及国内死

刑政策的影响，对恐怖活动犯罪动辄适用死刑在现实

中则面临困境。基于此，对恐怖活动犯罪的防控就有

了增设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的必要性，并且，在众

多新形式的恐怖活动犯罪防控路径中，终身监禁将是

一个最为不坏的选择。
(三)恐怖活动具有极强的感染性

所谓恐怖活动犯罪具有极强的感染性，主要是指

一次恐怖活动行为极有助于引起另一起恐怖活动行

为，诱使潜在的恐怖活动分子或其他人效仿再次实施

类似的恐怖活动行为。“过去的罪过倾向于为未来

的罪过铺平道路:或者是诱发犯罪的念头，或者是加

强诱惑力。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是凭什么方式，都

可以说它是靠范例的影响或效力来起作用。”〔10〕
这主

要是因为，已然发生的恐怖活动犯罪能够削弱趋于制

约未来发生该类犯罪的法律的效力，并且，发生的次

数越多，这一削弱力越强，从而致使刑罚更具不确定

性。尤其是在无法对恐怖活动分子绳之以法的情况

下，这一不确定性更为突出。因为，刑罚依其宣告对

任何犯有恐怖活动犯罪的人施以某种具体的惩罚，以

此预防该类犯罪，但这种刑罚的效能会由于其不确定

性而减小，每当一个人犯了此罪而未受惩罚，这不确

定性就相应地增加一分。关于该问题可以从两个层

面加以理解:

第一，在恐怖活动组织内部，其他成员受到已然

发生的恐怖活动犯罪的感染和刺激，其内心受到鼓

舞，进而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已然发生的恐怖活动犯

罪不仅指由国内恐怖活动组织成员实施的，而且，国

外的恐怖活动犯罪对我国境内的恐怖分子的感染和

刺激也同样严重，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恐怖活动犯罪

“严打”时期下，国内恐怖活动犯罪空间缩小，“东突”
势力转而加强对我国境内的渗透，而利用国外恐怖活

动犯罪事件对境内恐怖分子进行刺激和鼓动是其主

要方式之一。由于上文已述的原因，受到宗教极端主

义影响的恐怖分子不惧怕国家的死刑，更不惧怕在

“圣战”中“战死”。恐怖分子“不畏死，奈何以死惧

之”，但是，无法进“天堂”对其却有非凡的威慑力，因

此，有必要增设终生监禁，对上述以身试法者使之无

法实现上“天堂”的目的，已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
第二，已然发生的恐怖活动犯罪对非恐怖活动组

织成员的普通民众也同样具有感染性，这一部分人会

效仿恐怖活动的犯罪方法，进而实施“独狼式”恐怖

袭击。这是因为，刑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刑罚的无

力，会弱化民众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义愤，进而也就无

法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反恐局面。因此，凡

恐怖活动犯罪多发并且不受惩罚的地方，从事恐怖活

动犯罪便毫无羞耻感可言，从而不利于对恐怖活动犯

罪的防控，从而使上述民众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只要

对社会心生不满就动辄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宗教极

端主义正是利用这一规律，利用宗教对人的精神上的

终极关怀，用隐晦方式灌输宗教极端思想，以此来迷

惑普通民众和虔诚信徒，他们“以宗教情感、宗教认

同来网罗、纠集并激励那些宗教盲从者、政治不满者、
社会失意者、失学失业者、生活无着落者以及无赖和

游民”〔24〕
去从事与宗教无关的极端活动。

刑罚 的“确 定 性 之 不 足 须 有 加 重 惩 罚 来 弥

补”。〔10〕231
因此，基于一般预防理论，有必要对已然实

施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员处以重刑，以使防控恐怖活动

犯罪的法律规范得以再次确证。为了防控恐怖活动

犯罪，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终身监禁性，不仅能够有

效威慑潜在的恐怖活动犯罪分子，而且还能够通过对

法律规范的确证，有效预防社会一般民众效仿实施该

类犯罪。

三、终身监禁制度的完善

对于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完善，应借鉴国外的做

法①，结合我国有关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规定、当

前面临的犯罪形势和国际义务背景，进行本国既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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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内的逐步调整。
(一)明确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

从上述国内外有关终身监禁的争议和恐怖活动

犯罪终身监禁制度的增设中引申出的是终身监禁的

适用条件问题，即一个罪行在满足怎样的条件时才能

够对其适用终身监禁这一刑罚制度。在美国法律中，

终身监禁的严厉程度仅次于死刑。被判终身监禁的

犯罪人，如果在服刑中表现良好，一般执行 10 年( 或

15 年)后可以获得假释。但美国由于其严重的暴力

犯罪居高不下，导致其刑罚体系总体来讲为重刑结

构。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犯罪人的服刑期往往较

长。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并罚制度，同一犯罪人可

以被判两个以上的终身监禁。〔25〕260，265
在英国法律中，

终身监禁是由刑罚因素和安全因素共同决定的———
绝对的终身监禁刑的适用，既要求罪行的严重性本身

足以判处终身监禁，还要求罪犯危险性达到实行具体

罪行对公众造成严重危害的危险①。人格调查评估

表中反映的个人的罪过和罪行情况是刑罚因素;随

后，在刑期执行完后，由客观风险和人格危险因素决

定是否继续关押，此即安全因素，后者是为了赋予国

家保卫自身安全的职责而设计的，对一个人的心理状

况不稳定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的担忧，能够决

定刑罚因素期满后对犯罪人继续羁押。由于安全因

素能够敏感改变刑期的长短，因此，在监禁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合法化的新问题。〔26〕

我国《刑法》第 5 条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同

时限定着立法上的刑罚配置与司法上的刑罚适用。
而报应目的决定着刑罚的上限，预防目的确定着刑罚

的正点。我国的终身监禁如要设计为比现有的死刑

缓期执行更为严厉的刑罚执行制度，则必须在罪质上

达到现行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条

件，在刑事责任上达到终身预防的危险性。以此为视

角，我国终身监禁的适用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只能适用于侵害的客体重大，且造成了极

为严重后果的犯罪。也就是说，行为侵犯的客体必须

是生命权或者不能低于生命权的价值，主要是指最为

严重的侵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犯罪、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也包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超越社会最基

本的承受底线的犯罪;并且，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

公民人身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或具有极

其紧迫的危害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只能适用于人身危险性极大，且主观上极

为难以改造的犯罪人，即李斯特指出的:“矫正能够

矫正者，不能矫正者不使为害。”〔27〕15，16
根据犯罪人主

观因素，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若对其适用其他自

由刑可能导致出狱后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的可能性极

大，并且通过其他自由刑无法实现对其教育改造的可

能性的，没有必要再考虑使其重返社会的刑罚方式，

对其适用终身监禁，将该类犯罪人与社会完全隔离起

来。
第三，不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于上述

严重犯罪的行为人，如果是具有较强政治影响力的犯

罪人、具有政治黑保护伞或其他复杂社会关系的首要

分子等，不仅极难改造，极易再犯，即使对其判处终身

监禁也“可能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

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

引起危险的动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实现特殊预防

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时”，〔28〕45，46
自然不可能

适用终身监禁。
(二)界定终身监禁适用的罪行范围

只有某一犯罪人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才可

以适用终身监禁。但是，鉴于终身监禁的严厉性，应

当对适用终身监禁的特定罪名进行限定，严格限制其

适用范围。可以认为，终身监禁应当仅适用于那些能

够导致“国将非国，人将非人”的犯罪行为。这是实

体上的罪质要求，应当作为长远目标进行考虑;而就

形式上的法治要求来看，则应当从《刑法》第 50 条第

2 款规 定 的 死 缓 限 制 减 刑 的 犯 罪 情 形 中 进 行“选

拔”②，在短期内修法应当重点考虑暴力性犯罪的累

犯、组织者、主要领导者等严重情节犯。具体主要指

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一方面，该类犯罪侵

害的客体为国家安全，牵涉国家的主权和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因此具有极强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该

类犯罪许多涉及身份犯，并且犯罪人往往位高权重，

势力巨大，能够影响和掌握国家的运作形势，若对其

仅适用长期自由刑，以其为首的政治势力仍无法消

解，因此潜在的威胁极大。基于此，只有对该犯罪人

适用终身监禁，使其出狱无望，才能彻底打消该犯罪

人和以其为首的政治势力继续危害国家安全的念头。
第二，恐怖活动犯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恐怖

活动犯罪的范围较广，涉及罪名众多，所体现的社会

危害性不同，因此，对恐怖活动犯罪是否适用终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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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

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些犯罪情形也是第 81
条第 2 款规定的不得假释的情形。



禁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当区别对待。首先，对于组织、
领导、指挥恐怖活动组织的首要分子，因其具有极强

的影响力和主观上的不可改造性，因此，对该类犯罪

人可以适用终身监禁;其次，刑法第 120 条第二款规

定:“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

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只有出于极端宗教动机，

例如，为了“圣战、殉教进天堂”而杀害“异教徒”，以

及为了制造社会恐慌以及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实施

无差别的杀人、爆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的，才可以适

用终身监禁。对于其他情形的恐怖活动犯罪，如准备

实施恐怖活动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

罪等则不宜适用终身监禁。
第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里仅针对黑社会

性质组织中“教父”级别的首要分子，对其存在适用

终身监禁的必要性，理由大体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一

致，都是为了彻底断绝其对犯罪组织的领导力，并防

止其在出狱后继续领导、指挥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实施犯罪。我国《刑法》第 74 条对于犯罪集团

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对犯

罪集团首要分子的特别规制。
第四，情节特别严重的故意杀人罪。国外对没有

死刑配置的谋杀罪一般都会规定适用终身监禁，并采

用绝对确定刑的量刑模式。就我国而言，可以考虑犯

针对实施故意杀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人适用

终身监禁。犯罪情节包括犯罪动机、手段、对象( 如

尊亲属、司法者、国家领导人等)、(公共)场所及造成

的后果等。不同的犯罪情节反映不同的社会危害性，

那些犯罪动机特别卑劣，例如，为了铲除政治对手而

故意杀人的，或者为了单纯取乐而故意杀人的;犯罪

手段特别残忍，例如，采取放火、泼硫酸等方法把人活

活烧死的故意杀人行为;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例如，连

续杀害多人的;特定的犯罪对象和犯罪场所，例如，专

门针对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或者在

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杀人行为，可以考虑判处终身监

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上述犯罪的累犯尤其应

当考虑对其适用终身监禁。我国《刑法》第 66 条关

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恐怖活

动犯罪特殊累犯制度的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刑

法》对上述三类犯罪的特殊规制。
(三)确立终身监禁的量刑和执行模式

终身监禁的量刑模式，有绝对确定刑和自由裁量

终身监禁两种。对于采用何种量刑模式，则应当根据

上述犯罪的具体情况分别设置。

英国国会几乎不变的做法是确定最高的刑罚而

不确定最低的刑罚，而留待法官或治安官来决定到底

应该处以从绝对无罪释放到载明的最高刑之间的何

种刑罚。即使在最高刑为终身监禁的情况下，法院仍

然可以 判 决 非 监 禁 刑，这 一 规 则 的 唯 一 例 外 是 谋

杀①———对于谋杀，从 1965 年开始，法院没有自由裁

量权，而是被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作出终身监禁的判

决。但是，英国 1991 年的《刑事司法法》并不影响支

配自由裁量终身监禁判决的普通法原则的效力，如果

一个法官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对于某一暴力或性犯罪

者作出终身监禁判决，他应该在法庭上当众说明该判

决中反映该罪行的严重性和犯罪者在被假释委员会

批准释放之前必须服满的刑期。〔26〕

从国外有关终身监禁的法律规定来看，在废除死

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属于最严厉的刑罚。根据是否可

以假释，终身监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可以假释的终

身监禁②。绝大多数国家规定的终身监禁都是可以

假释的，服刑一段时间并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假释，

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
罗斯、乌克兰、古巴和美国的大多数州。由于可以假

释，这些国家或地区终身监禁实际执行中很少存在终

身关押的情况。二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只有美国

联邦和伊利诺伊、路易斯安那、艾奥瓦等州的法律规

定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被判处此种终身监禁的罪

犯需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可以通过美国总统或者

有关州州长宣布的大赦、特赦获得释放。〔29〕366

在“加州诉拉莫斯案”中③，陪审团先行认定被告

一级谋杀，依法可判处死刑或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法官依法告知陪审团后者有可能被州长减为可以假

释，陪审团随后判处被告死刑，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该

程序法则合宪。在没有可以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背

景下，州长特赦权可能会直接影响不得假释的适用范

围，进而直接影响死刑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可以

假释和不可假释对于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具有重要

意义，影响死刑的适用范围，需要体系化的合理衔接。
南卡罗莱纳州新法规定，死刑陪审团首先认定法定加

重情形的存在是否排除了合理怀疑:如果就此不能达

成一致，不能提出量刑建议，而由法官判处终身监禁

或者法定的最低 30 年有期徒刑;如果达成一致，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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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urder (Abolition of Death) Act 1965 (后被议会决议固定下

来)。
裁量予以假释的条件是犯罪人是否是公众的威胁，犯罪人可

以被召回。See Ｒ． v Fort ( Jamie Daniel) 〔2013〕EWCA Crim 2332，

para． 59．
See California v． Ｒamos，463 U． S． 992 (1983) ．



团负责 建 议 判 处 死 刑 或 者 不 得 假 释 的 终 身 监 禁。
2000 年在“夏福尔诉南卡罗莱纳州案”中①，联邦最

高法院认定，因为陪审团在后一种情形中没有长期徒

刑的第三种选择，在做是否判处死刑的道德判断时，

应当依据正当程序条款被告知终身监禁是不能假释

的。这再次表明长期徒刑、终身监禁和死刑的合理配

置的重要性。
通过考察上述国家的终身监禁制度可知，不可假

释的终身监禁因不能体现刑罚的改造功能，以及彻底

限制人的发展因而过于严酷等原因而备受批判。因

此，就我国而言，正确的做法是，在合理扩展终身监禁

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应当引进可以假释的终身监禁。
可以假释的终生监禁因不可减刑，因此，犯罪人的服

刑期仍然是终身服刑，只是可以根据其在狱中的服刑

表现以及其他情况可以决定对其假释，假释期延续直

至其死亡。一方面，因可以对终身监禁予以假释，因

此，可以引导犯罪人在狱中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并且

使终身监禁不至于沦为一种严酷的刑罚执行方式;另

一方面，在直至其死亡的假释期间，因其处在社区矫

正机构的监管、帮教之下，因此，能够有效预防其再次

实施犯罪的可能性。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制度的

设计，本质上是在满足“罪行极其严重”条件下死刑

立即执行和纯粹的死缓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 执行

方式):(1)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判处死缓，再有故

意犯罪的，报请核准后执行原判死刑;(3) 判处死缓，

没有故意犯罪的，“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4)

判处死缓，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5) 判处

死缓，有重大立功的，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9〕
对于终

身监禁实际执行的年限要求，应当限定为 25 年以上，

也即不能宽于原来死刑缓期执行的最好结果，这一终

身监禁制度的设立将完善现有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以我国《刑法》有关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规定

为契机，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故意杀人罪，尤

其是这些犯罪的累犯，引入终身监禁制度，通过刑法

总则的阶梯性衔接，可以为我国死刑的逐步废除搭建

结构合理的刑罚配置和执行模式( 见下图)②。大体

而言，我国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的极具政治影响

力的犯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教父”级首要分子

以及恐怖活动组织的领导、指挥者应当采取法定的终

身监禁，而对于其他犯罪则可以采用自由裁量的终身

监禁;然后在终身监禁的执行上引进可以假释的终身

监禁制度。

初始判决 分情况 实际监禁的刑期

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

故意犯罪的 执行死刑

不得假释的

终身监禁
终身

可以假释的

终身监禁
(25 + 2)年以上

减为无期徒刑 (13 + 2)年以上

减为 25 年

有期徒刑
(25 /2 + 2)年以上

结语

贝卡利亚曾说，刑罚的威慑性不在于其严厉性，

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

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

那么，就会煽惑其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28〕59，60
这并

不是说刑罚不可避免，有罪必罚，就能够保证刑罚的

威慑性。而是说，刑罚的威慑效果不能完全依赖于其

严厉性。这一思想主要用于反思依赖死刑等重刑的

观点和实践。但是，这一思想也表明了，刑罚的严厉

性也是不可或缺的，严厉性和确定性二者动态地决定

刑法威慑的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安全刑法和

预防思想的兴起，刑罚的功能更加凸显为不限于一般

威慑，而且要重视特别预防，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再犯

的可能性。
在刑罚结构上，在废除死刑的大背景和大趋势

下，必须考虑在人们对安全需求日益上升的当代，在

保障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如何构建合理的刑罚制度满

足社会防卫的目的。而终身监禁制度既然已经进入

中国刑法的框架，就应当逐步明确其制度性目的和合

理性范围，通过明确其适用条件完善中国刑罚制度结

构。

① See Shafer v． South Carolina 532 U． S． 36 (2001) ．

② 英国法律(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c． 44，Schedule 21 deter-

mination of minmum term in relation to mandatory life sentence)确立了司

法裁量确定最低期限的指导框架，而非机械的或算术的方式(David

Thomas，Ｒ． v Oakes (David)，Crim． L． Ｒ． 2013，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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