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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罪从无是防范冤案的根本

)*+,

宋鹏伟
! ! ! ! 最高法近日发布+关于全
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意见, 提出# 为防范冤假错
案#要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
人#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被告人有罪的案件#按照疑罪
从无原则# 依法作出无罪判
决# 严格落实不得强迫任何
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要求$
佘祥林(赵作海(张氏叔
侄(念斌(呼格吉勒图(聂树
斌))沉冤得以昭雪时#有人
终于重见天日#获得了国家赔
偿#而有人却早已因此而失去
了年轻的生命$迟来的正义也
是正义"那只是在和最糟的结

果作对比#对于蒙冤的当事人
来说#一旦冤案发生#无论结
局如何#悲剧都已酿就$
尽可能减少冤假错案的
出现# 靠的是司法体系的良
%能够在不断纠错
性运转%%
与制衡中避免一错到底$ 是
否能做到疑罪从无# 决定了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倾向
性#也决定着被告人的命运$
哪些证据可以采信# 证人是
否必须出庭# 如果本着疑罪
从无的理念审判# 必然不会
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在最大
限度保证当事人权益的同
时# 也会促使真相尽早浮出
水面$ 相反# 则制衡作用失

效#极易酿成冤假错案$
疑罪从无不仅是一种价
值理念#更是审判时必须坚守
的原则底线$ 体现在审判中#
就是一个个严苛的细节!不得
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定罪
证据不足的案件# 不能认定
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
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
罪判决# 定罪证据确实(充
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
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实
现办案模式从 &由供到证'向
&由证到供' 的根本转变))
既然实践表明#刑讯逼供(非
法取证# 是导致冤假错案的
重要原因# 那么在审判环节

排除那些无法证明收集方式
合法的证据# 就会在很大程
度上确保程序正义# 也让屈
打成招丧失了生存土壤$
&疑'的成本看似很低#
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数
据也显示#中国自诉案件的无
罪率较高#而公诉案件的无罪
率却畸低$ 其实这也不难理
解!在既不能完全排除被告人
犯罪可能性# 又不能充分证
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将
嫌疑人无罪释放确实并非易
事$ 一方面#要面对被害方和
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另一方
面#退回补充侦查和&无罪释
放'往往又被视作对公安机关

如果考评体系设定让绩效考
核同审判原则方向一致#自然
会鼓励法官更积极地去发现
疑点$ 其次#错案追究机制应
当更加完善$ 不仅要对故意
违法和具有重大过失的责任
人进行严惩# 也要对一般过
失的免责边界予以明晰$
完全杜绝错案也许很难
做到# 但从体制机制上不为
冤案的发生创造条件# 却是
可以也必须做到的$ 作为防
范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 &防
线'#法院在审判时唯有真正
贯彻落实疑罪从无# 才能避
免悲剧的二次发生# 并让法
治真正成为每个人的信仰$

和检察机关工作的否定#更可
能引发赔偿(质疑等一系列连
锁反应$ 然而#相比于不放过
一个无法证明有罪的&坏人'#
确保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显
然更加重要! 如果无法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公检法之间
的相互制约也就成为一句空
话# 更何谈让每个人坚信法
律可以还自己以清白"
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离
不开系统性的司法体制改革$
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
核机制$ 设想一下#如果有罪
判决率等是加分指标#关系着
法官的收入与升迁#那么有罪
判决岂不很有&效率'"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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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网上流传中学生嘲家
长的段子!问!为什么家长
只看分数"答!废话#你以为
他们看得懂题目"
不妨移植到杨振宁回
归事$为什么大家只看杨振
宁的婚恋八卦" 嘿#你以为
大家看得懂他的宇称不守
恒原理和杨!米尔斯理论"
一个年逾九旬的理论物
理科学家# 行了不少助学善
事# 大幅推进祖国相关领域
研究向世界前沿靠近# 垂暮
%他做错了
之年选择回归%%
什么# 竟招来同胞大面积嘲
骂" 鲜有人关注其学术建树
以及回归后将如何推动基础
学科建设# 几乎所有眼球都
浪掷在其私域# 把一桩科学
家美事变成了娱乐版头条$
如此舆论环境#谁还敢回"
说到环境#还真生出几
分杞忧$
吃瓜群众嘴碎也罢了#
如果中国人才环境也充满
风刀霜剑#兹事体大$
常有人把杨振宁和&两
弹元勋' 邓稼先相提并论#
以后者的壮烈来贬损前者
的&猥琐'$ 然而#杨是做更
&虚化' 学术的理论物理学
家# 又是国民党高官的女
婿#如果早年便归国#能逃
得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
吗"能执得理论物理研究牛
耳吗" 苟全性命于乱世#就
得额手称庆了$
时代天翻地覆#科学家
终于迎来好日子$
值得认真检视的是#当
下的科研环境#是否能让年
轻的&杨振宁'们安心科研
直至脱颖而出#让世界刮目
相看"
东西南北# 大城小镇#
各级政府都忙着建科技中
心(筑人才高地#招才引智
妙招迭出# 使尽浑身解数#
拿出房子票子还有北上广
的户口挖角#延揽院士或有

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可营造
催生人才( 吸引人才的环
境#并不只喂胡萝卜那么简
单#眼晴更不能只盯着功成
名就的&杨振宁'$
人民日报有篇报道#说
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生
活窘迫#&每个月只能算计着
过日子# 一度怀疑十年寒窗
苦读有什么意义'&一旦哪年
没争取到课题# 就只能拿一
两千元的基本工资'#只能举
债度日甚至被迫离职))学
术环境也过于严苛# 比如只
认效益不认人#不能瞬间变
现的科研易遭冷遇*一些院
所用管官的办法来管科学
家(管科研经费#甚至影响
了正常的学术交流))
科学探索充满艰辛#需
要专注更需要尊重$精神和
物质层面的双重宽松环境#
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
基础研究领域更是原始创
新的重要源头#也是培养创
新人才的战略要地$ 然而#
&创新'虽成热词#创新的主
角%%
%科研人才#却是被漠
视的模糊背影#非得等到诺
贝尔奖之类的承认#才奉若
神明$
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有
能力为世界级学者创造世
界级工作环境$拥有获诺贝
尔奖的学者不再是难事#难
就难在让年轻的学者有优
渥的土壤#以在中国获得的
研究成果去争取今后的诺
贝尔奖$而且#中国的发展#
亟需实现动力转换#在顶层
设计中# 倚仗科技创新#乃
至万众创新#是动力转换的
要义$ 但创新这事#核心就
是集聚人才$ 科研人员得不
到善待(得不到机遇的&苦'#
是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不但
伤害科学研究本身#也会挫
伤社会创新氛围$
骂了杨振宁#会寒了人
才的舆论环境*苦了基础科
研工作者#就会让聪明孩子
都趋之若鹜往来钱快的行
当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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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万物均有盛衰$有些事
物的生长# 挡也挡不住*而
有些事物的衰败#谁也无可
奈何$+增广贤文,里#&运去
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不容易讲清楚的
现象#在古代被命名为时运#
干某件事情失败# 往往归之
于&时运不济'#俗称命不好$
譬如近十年来# 前后有
过两轮股市暴涨暴跌$记得第
一轮暴涨时#几乎是全体股民
喜气洋洋#马路上#商场里#餐
馆就餐#十步之内#必有人谈
股票$ 只要有股#无一不涨#连
一些垃圾股都有数倍的涨
幅$ 这就是&时来铁似金'$
但一进入股市下行通
道#再绩优的股票都扛不住#
非但人群聚集的地方人蔫儿
了#个别心理脆弱的#轻则闹
出神经病# 重的了却一生$
这就是&运去金成铁'$
这种场景#几年后几乎
原封不动重演了一次#可见
有内在机理在发挥作用$
这个内在机理是什么"
有各种见仁见智的分析$既
然能够分析#就说明它是可
知的#并不是像古人所说的
神秘莫测的&大势'$
不过在 &时运'&大势'
里#微末的个体#很多时候
是无能为力的#比如你是个
小散户#股票要跌#你还能
阻挡得了"今天你在高位卖
出#明天暴跌了感叹&时来
铁似金'#恰如其分*反之#
你刚低价卖出#随后就是一
路狂涨#于是你哀叹&运去
金成铁'#也恰如其分#也能
获得某些心理按摩$
不过如果你是大户#资
金足以左右某只股票的涨
跌#那么你大概不会经常想
到&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
金'这两句话*你如果是更
大的大户#资金量足以左右
一批股票的涨跌#那么你更

不大会想到这两句话了$
所以#同样是这两句话#
在不同的人身上# 有不同的
贴切性$总的特点是#左右局
势-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界.
能力越弱#越是靠运气#越相
信这句话*反之#越不相信$
不过人左右局势的能
力#强弱是相对的$ 崇祯皇帝
权势最大# 据说也异常勤政#
但面对明朝末年的局势#他也
无可奈何$ 到那个时候#明王
朝不在他的手上倒掉# 多半
也会在他的子孙手上倒掉$
所以 &运去金成铁#时
来铁似金'这两句话#实际
有两种功效$
一种是自己的确无法
左右局面#真切反映了自己
的卑微(渺小#包括崇祯皇
帝这样的人# 也包括普通
人$ 人的各种技能在不断提
高#但总有人的能力无法达
到的地方# 只能留给命运(
偶然因素等等# 只能听任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
一种是可以掌握的命
运# 但由于自己的懒惰(疏
忽(愚蠢等等#而导致失败#
这时说&运去金成铁#时来铁
似金'#实际是一种推脱和掩
饰#有时候是自我开解#自我
的心理疏导$在这层意义上#
&运去金成铁# 时来铁似金'
就是一碗典型的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就是这样#它总
是试图用一小部分#甚至个别
人才可以从容应对的事情#
不问时空环境#暗示&你也可
以'# 或者你不是不可以#而
只是运气欠佳$ 加油哦$
但是它恰恰忘了#每个
个体的际遇都是不一样的#
顶多有一些大数上的相似
性而已#别人行#不表示你
也行*同理#别人不行#不表
示你也不行$
在大呼隆式的 &大势'
&命运' 中不经意间淹没个
性和个体的努力#是类似格
言警句的通病#它以貌似真
理的样子出现#但往往充满
市侩一样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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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来#&空巢青年' 一词
引起关注与热议$ 据央视等
媒体报道#&他们是主动选择
独居的年轻人# 他们远离家
乡#在大城市中打拼#还大都
有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他
们大多 "# 岁至 $% 岁# 他们
的同类人竟有 "### 万人'$
在媒体描述中#独居似
乎成了&空巢青年'的主要
特征#由此衍生的又主要是
孤独(无聊等心理或精神层
面的问题$ 所以也有人认
为#&空巢青年'更准确的称
呼应是&独居青年'$
但这么说并未触及问题
的根源$ &空巢青年'现象的背
后#远不止&空巢'那么简单$
试问# 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
人是主动选择独居# 还是被
迫无奈而独居" 这种生活状
态#又是否与其收入有关" 报
道指出#这群人&收入尚可'#
却也不能不提到#他们&更多
的是在出租房里上网'$+中国
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更明确地
显示出#他们面临的两大困境
分别为缺乏感情寄托-&'(%!.
和居住条件差-&'()!.$
缺乏情感寄托也好#居
住条件差也罢#都指向一个
问题# 即他们处于社会的
&夹心层'#无论年龄特征还
是经济收入都是不上不下#
不尴不尬#缺乏更好的上升
渠道$ 实际上#他们中不少
人就是因为现实条件所限#
才不得不选择&空巢'$ 报道
也披露#"*+的 &空巢青年'
有&月光'现象或轻度负债$
这和+穷忙,一书所谈
到的&穷忙族'有不少相似
之处$这本书描写的是美国
那些处于贫困线以及徘徊
在贫困线边缘的人群#&他
们苦苦挣扎# 筋疲力尽#找
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并没
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
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
活所累'$&无论年景是好是

坏#他们都过得很苦$ '&在
他们尝试逃离困境的过程
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
们不得不跨越的障碍$ '
从收入角度讲#&空巢青
年'并非绝对贫困人群#毕竟
他们还能单独租住或与他人
合租# 但从人生的基本需求
来讲#他们确实不仅穷#而且
真的是&穷忙'$ 他们中的许
多人# 每个月收入只够勉强
维持正常开支# 要想在城市
里安家落户(扎根下来#却仍
遥不可及$ 这里所说的安家
落户# 还不是把户口迁到城
里#在城区买房#而是指在城
里结婚生子# 让孩子像城里
人那样生活(读书(成长$ 这
意味着#在改善自身境遇之
前#他们只能无休止地陷入
既穷且忙的循环$
在媒体报道中#&空巢青
年' 可说是低收入白领的代
名词$ 但这又等于把收入更
低的一些职业人群排除在
外$ 比如数量庞大的快递小
哥(外卖小哥#他们居无定所#
收入不稳定# 多数只能群租
或住在集体宿舍#连&空巢'
机会都没有$ 这一部分人群#
明显也是&穷忙族'的一员$
&穷忙'作为一种职业状
态#或者难以避免$ 特别是#
对于刚踏出社会( 既无父辈
荫庇又无事业基础的青年#
有过这样的经历未必是坏
事$例如#刚在深交所上市的
顺丰控股的创始人王卫#因
为家里穷高中就辍学了#后
来靠送快递起家# 一路走到
今天成为千亿富豪$ 关键是
要看#在这个社会#依靠个人
奋斗实现梦想的概率有多
大$ 像王卫这样的例子固然
罕见#但如果一个人&穷忙'
而一无所获# 这就不光是个
人能力大小的问题了$
梦想是成功的入场券$一
旦&空巢青年'沦为&穷忙族'#
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他们将失
去对梦想的信念# 甚至厌倦
&梦想'这个词本身$所以#让年
轻人保持梦想#是一个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