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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正是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司法的公正和正义 ,而完

善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应是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确定个体利益优先即被告人利益优先作为刑事

诉讼的价值取向 ,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公正文明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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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和完善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和正义 ,对建立我

国公正文明的司法体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理性地对待

被告人的利益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关键。有鉴于我国

的现实国情 ,我国刑事诉讼利益观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

发展的阶段性。我们在利益选择上应该是 :社会利益本

位 ,个体价值优先。利益不是由法律产生的 ,利益是由社

会经济基础产生的 ,利益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 ,法

律是对符合社会需要的利益关系权威的肯定。中国市场

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个体利益的成长 ,催发了个体

权利的要求 ,权利意识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 ,权利本位取

代义务本位 ,是中国法治建设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动

力。就刑事诉讼而言 ,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培养程序公正

的理念 ,是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其核心内容应该

完善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是

建立在程序公正理念的基础之上。法律不仅是通向文明

的工具 ,而且也是文明的产物。法律对过去来说 ,它是文

明的产物 ;对现在来说 ,它是维系文明的工具 ;对未来来

说 ,它是促进文明的工具。公正的刑事诉讼不仅可以捍

卫社会文明 ,还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与发展。

片面地强调社会利益的至上性 ,轻视个体的合法利

益 ,不仅与社会发展的潮流不符 ,而且还会破坏我国建立

不久的司法民主制度。刑事诉讼中的个体利益并不是某

个特定个人的利益 ,而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最强烈

的、最集中的反映 ,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侵犯就是对文

明、民主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从社会学意义的角度来说 ,

对社会的破坏比犯罪更大。犯罪是一种个案 ,司法制度

却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体现 ,没有公正的司法制度 ,社会的

文明、民主也无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

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权利意识的张扬为完善我国刑

事诉讼的公正与正义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确立被

告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是我国刑事诉讼迈向公正的突破

口。个体利益优先不会改变社会利益本位的价值取向 ,

个体利益优先是在社会利益本位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理性

的选择。

　　一、个体利益优先是实现利益平衡的前提

现代社会对被告人利益的承认和尊重 ,赋予了被告

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 ,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化。个

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如若统一于刑事

诉讼运行机制中 ,利益平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利益平

衡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决不是平分秋色 ,而是合乎比例地

调整利益和分配利益 ,尽量满足多方利益 ,并避免以牺牲

一方利益的方式去换取另一方利益的实现。利益平衡作

为刑事诉讼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 ,既体现了程序的工具

价值 ,又体现了程序的内在价值 ———权利保障。

个体利益优先是现实利益平衡的前提 ,刑事诉讼为

了追究犯罪 ,从一开始就以强制力作为手段。在客观上 ,

被告人利益在诉讼中始终处于一种被侵犯和被排挤的边

缘 ,使被告人的利益处于危险境地 ,在此情况下 ,实现利

益平衡是不可能的 ,利益的天平已自然地倾向了另一边。

为了谋求利益的平衡 ,有必要要求强大的利益有所让度 ,

弱者的利益应有所加强 ,被告人的利益优先就成为利益

平衡的前提条件。

被告人利益与追诉机关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关系 ,

也决定了被告人利益应该优先选择。被告人的利益并非

是某个人的利益 ,而是进入到刑事诉讼领域中所有人利

益的体现。刑事诉讼中追诉机关体现的社会利益 ,其实

质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消极维护 ,是对已破坏的社会

秩序的一种事后补偿 ,是以暴力、限制为手段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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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这种利益置于被告人利益之上 ,被告人利益的丧失 ,

必定是一种痛苦的代价 ,此种代价的付出必定破坏整个

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司法公

正观念的基础 ,司法公正是建立在保障被告人利益基础

之上的。

　　二、惟有个体利益优先才能解决我国刑事诉

讼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发生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一起强奸杀人案中 ,刘来金、

许瑞明、王辉忠等 3 名犯罪嫌疑人于 1990 年被警方逮

捕 ,案件历经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判 ,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均以证据不足两次发回重审 ,案件仍由惠

安县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而 3 名被告人已被整整关押 12

年。如此超期羁押 ,令人震惊 ,它成为一个毒性甚大的顽

瘤 ,充分显露出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现有的一些意识

和体制弊端。同时还表现出对公民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

由的极端漠视。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除超期羁

押以外 ,还有刑讯逼供问题、证据问题、控辩双方不对等

等诸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刑事

诉讼中司法权力缺乏规则的运行 ,从而导致司法权力侵

犯被告人利益。司法权力的性质决定了司法权的强大 ,

任何个体的权利都无法与之抗衡。个体利益的威胁来自

司法权力 ,我国过度强调社会利益、安全和秩序高于一

切 ,由此决定了司法权力的广泛性、适用的灵活性 ,相应

地程序的规范作用就要降低。由此也决定了我国刑事诉

讼运行机制与保障被告人利益方面的功能性缺陷 ,无法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被告人利益得不到保障 ,司法

公正的品质也必定丧失。

控制司法权力 ,强调法律高于权力 ,保障个体利益是

司法公正的根本所在 ,洛克曾指出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

而言与其说是限制 ,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

的人去追求他的利益。可见 ,唯有树立被告人利益优先

的观念 ,中国才能建立起体现司法公正的刑事诉讼运行

机制。

在刑事诉讼运行机制中 ,尽管国家追诉机关处于主

导地位 ,但刑事诉讼之根基却在社会公众 ,法律只有成为

人民自由的圣经 ,才会被信仰。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来自

司法的公正 ,公正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体现司法公

正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 ,如果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 ,

公众对刑事诉讼的认同感、依赖感就会由此而产生 ,才能

为刑事诉讼运行机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个体利益优先是中国刑事诉讼顺应国际

刑事司法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个体利益的精神已被世界大多数

国家承认和接受。1948 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规定了无罪推定、公正审判、充分辩护等体现司法公正的

措施。联合国在 1996 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

际公约》中规定了更多的保障被告人利益的措施 ,这些措

施被称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最低标准。由此可见 ,个体

利益优先已成为现代社会刑事司法文明的标志 ,现代世

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无不将其作为价值取向。这是因

为保障个体利益的要求 ,符合现代社会以人权为主题的

时代精神。

我国在 1997 年 10 月签署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

力国际公约》,1998 年 10 月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与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使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与世

界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基本保持一致。尽管在内容上我

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最低标准尚有距离 ,

但反映了我国改革刑事司法制度 ,实现司法公正与文明

的决心。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必将在“依法治国”

的精神指导下 ,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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