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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冤错案件需!以审判为中心"

&'()

游伟
! ! ! ! 以往办理刑事案件"&侦
查中心主义'格局的&公安做
菜$ 检察端菜$ 法院吃菜'方
式"在法治进步中渐渐显露出
其不足!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议*" 提出要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 以保证庭审在查明
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和
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近来受到业界热议!
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目标"就要改变
传统的办案观念和刑事诉讼
理念!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公安
机关侦查案件的目的就是为了

&破案'$&抓人'"最终将犯罪者
送上法庭$绳之以法! 而且"这
样的思维还颇有 &群众基础'"
甚至得到一些地方领导的肯定
和支持!但事实上"即便一个人
犯了罪"也应当在公开$正当的
程序下受到追诉! 司法行为的
&合法'状态究竟如何"始终是
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和文明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 也是公安司
法权力能不能受到依法$ 有效
监督和制约的反映! 它也反映
着普通公民的 &生存状态'和
面对公权力时的&安全感'!
长期以来"我们的诉讼制
度设计尤其是刑事司法实践"
突出以侦查为中心" 公检法三

家配合有余$制约不足"法院审
理案件中的庭审作用没有得到
充分发挥" 审判的中立性以及
对侦查$起诉机构的监督$引导
明显不足" 以至于在整个诉讼
过程中控辩力量严重失衡"辩
护律师的地位十分低下" 没有
真正起到有效制约控方$ 充分
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作用" 这也
是形成冤错案件并得不到及时
纠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来"&以审判为中
心'其实更需要重视法院庭审
的意义"尤其要关注正当程序
在庭审中的应用和举证$质
证$认证制度的法庭实践! 这
样"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才能保

持地位平等$力量均衡$充分
举证$质证和发表意见! 各级
公安司法机关理应在正确的
诉讼理念指导下"依照法律规
定的职能分工和各自权限"在
现行诉讼法确立的制度和证
据规则下"围绕着事实$证据
和定罪量刑的标准展开侦查$
起诉和审判工作!
在公安$ 检察侦查活动
中"尤其需要强化刑事追诉行
为的正当程序和证据规则!这
是因为"作为涉嫌犯罪的被侦
查人员"其权利在案件侦查阶
段最容易受到侵害!而在他们
处于&孤立无援'$较为封闭的
环境之下"也更容易使侦查人

员产生&恃强凌弱'$强取口供
的所谓&地位优势'冲动!
实践证明"种种非正当手
段甚至采用酷刑$变相肉刑等
方法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0无
论最后被证明是真还是假1"
也大多发生在案件秘密侦讯
的场合! 正因为这样"为了防
止违背法律原则和侵犯人权
状态的不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国家对案件侦查过程的第三
方介入0比如辩护律师介入1$
合法性监督 0比如同步录音$
录像1$讯问地控制0比如不得
带离看守所1等"在我国刑事
诉讼法中都有了明确规定!这
表明"证明犯罪不仅需要多种

可靠的事实材料"并且"这些
事实材料同时必须是合法取
得并需要在法庭上进行质证!
如果在法庭上被证明控方证
据材料内容确实为&真'"但侦
查机关是采用刑讯逼供等手
段强制逼迫获得"法院就应当
依法予以排除"不予以采纳!
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尤其
是法院在庭审阶段对案件证据
来源合法性审查的严格程度"
以及他们的独立判断能力与权
威地位" 将直接决定着某些案
件的性质认定"并将左右被控
涉嫌犯罪被告人的最终命运!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
法研究中心主任、
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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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慎独$慎微"在未来一
个时期里" 恐怕不再是对
&圣人'$&君子'们的高要求"
而是人人都得小心对待的
&头等大事'了! 因为 !" 小
时 #$% 度&天眼'监视$&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好莱
坞科幻大片情节"正在加速
成为现实! 可怕的是"多数
人都还没来得及清醒适应!
苹果手机新产品亮
相"是前几天的热点!据说
为了适应中国市场需要"
&'()*+, 多了相机识别二维
码$垃圾短信识别$欺诈网
址识别等功能"但让搭载众
多创新黑科技的 &'()*+刷屏的" 却是吐槽人脸识
别解锁&不适合中国'的段
子%%
%&男的不敢睡觉"女
的解锁还要化个妆" 网红
脸可以解锁一酒吧的手
机" 闺蜜看了一眼我老公
的手机就解锁了++'夸
张搞笑之后"仔细想想"还
真是汗毛凛凛$脊背生凉!
几乎同时" 阿里系蚂
蚁金服宣布将其人脸识别
技术向物流业开放" 上海
率先有了全国首批智能自
提柜" 剁手族方便省事到
无需签字$拿出手机$输入
验证码"靠&刷脸'就能自
动完成开箱收货和支付!
根据报道" 在上海等不少
地方" 还可以 &刷脸办政
务'" 比如查询公积金$申
报个人所得税等等" 再不
用填报验证身份证件!
更多时候" 我们是在
&被刷脸'状态的! 比如也
是这两天" 上海媒体报道
说" 交警部门在部分路口
新装了可以同时抓拍 . 种
机动车违法行为的集成多
功能型电子警察" 两年内
就能实现利用 / 套电子警
察管住路口所有机动车交
通违法的目标" 以前很难
治理的违规鸣号$ 转弯不
让直行$ 滥用远光灯等都
会被自动识别$记录!
上海的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大整治进行了一年
多"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
电子警察系统的快速提
升$悄然成网!如果开车人
还习惯于瞄着有没有警察
叔叔身影来决定是不是遵
守规则"而不是自觉调整$
时刻约束日常驾驶行为的
话"注定会&吃药'!
还是不要开车$挤在公
交人流里够&安全'# 也是这
两天"一个在上海地铁上乱
吐痰还怒怼他人&你在上海
有几套房'的男子"和一个
因为自行车无处停放就拿
着砖头怒砸十几个共享单
车解锁器的女子"都因为被
路人拍下$上传"不仅引来
网络上的众人围观声讨"更
是被很快从茫茫人海中&识
别'出来"受到行政处罚!
发展了 !% 多年的&互
联网'0现在是真的到了既
&1*2+3*+2' 又 &452+3*+2' 的
时候"个人的生命$行为在
其中活成了一股细弱的数
据流"以近乎裸奔的状态"
无时无刻不接受着监视$
算计$整合$分拣"有违法
逾矩的被记录追踪" 有商
业价值的被定向投入和开
发"无可逃避"不会停息"
只会越来越严密完善!
每天上下班高峰时
段"地铁站里都会看到以各
种姿势逃票的人, 互联网
上"每天也还有人以为&网
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而放
任乱喷++我们迅速地学
会了享受高速$ 开放的便
利"却要慢慢才能充分意识
到它的强大约束力"乃至桎
梏和危害!如果我们不能做
到慎独慎微"又没有以人为
本$健康运行的社会制约机
制"也许很快就会因细小不
当而付出巨大代价!
还有十来天" 作为在
国内各省市中率先制定的
地方立法")上海社会信用
条例*就要生效了! &刷脸'
时代"你还能不能过上有面
子$有里子的生活# 厘清个
人$社会$政府在信息数据
应用中的权利义务新边界"
这最重要的一步"才开头!

*+,! ! ! ! 世上最难说得清的就是
男女之事!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
一对男女朋友晚上睡不着"一
时兴起"去外面吃宵夜!
两人开开心心出门"到了
夜宵摊"男的兴致勃勃地点菜"
十分钟后"满满一桌菜上来了"
女的却拉了脸"一筷不动!
他问怎么了#她说不想吃!
他说不想吃还出来干什么# 男
的边说边埋头自顾自吃起来"
而她还是不吃! 估计男的脸上
挂不住了"说了声不吃拉倒"呼
地起身"搁了筷子转身就走!
这下子女的不干了"端起
茶杯冲着男的后背就泼了过
去"男的火起"转身就给女的
一个巴掌" 这下女的来劲了"
扯男的衣服$头发"又哭又闹"
店老板报了警!
后来民警送给这女的一
个字%%
%&作'(
原来那个女的是怪男友
没有点她爱吃的炸带鱼!在这
之前" 她曾多次对他说过"这
家的炸带鱼超级好吃! 没想
到"他竟然没点这道菜! 她认
为他是故意的!
后来"男的也承认"看到
她变了脸色"他就想起炸带鱼
来了" 但他一下子很窝火"心
里也很憋屈"&想吃" 自己点"
干嘛非得我点# '
从女的这举动来看"平时
男友没少照顾她"肯定是她心
里想什么"嘴还没动"他就已
经想到了! 而这一次"偏偏他
没有想到"所以她不高兴了!
当然" 虽然两人大打出
手"可最终还是高高兴兴地一
起回家了!
海明威的 )白象似的群
山* 也是讲一对男女的战争
的"不同的是"他们从头到尾
打的都是心理战"要比上面的
那对男女更持久些!
这对男女在埃布罗河峡
谷对面的一家小酒馆门口等
车"男的大概是要女的去做一
种手术"而这手术女的是不愿
意的" 是为了他才去做的"所
以两人都心知肚明"但又都不

挑明!
于是"别扭自始至终横亘
在他俩之间!
她说对面的群山就像白
象"可他说他看不出来! 女的
很失落!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以前她如果赞美"他一定是和
着的! 还有"他俩在点饮料的
时候"服务员问要掺水吗# 他
转问一句"你要掺水吗# 女的
又不高兴了"&你要吗# '很显
然"平时"他是知道她的口味
的"并且经常替她作主!
显然"他这样做也是故意
的!他只是不想合着她的心意
来做事!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篇
这个小说的书评" 作者说"如
果男女之间发生这样的情况"
说明彼此已经不爱了"或者说
男的已经不爱女的了!
我的看法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无论是新闻中的
那对男女"还是海明威故事中
的这对男女"他们不是没有爱"
他们只是在挥霍爱"在爱还在
的时候不懂珍惜! 用那个民警
的话来说"就是太&作'了!
爱情这种东西其实是易
耗品"并不是说我们得到了一
份爱情"就会一劳永逸"爱情
需要经营"千万不要借着爱的
名义来不断挑战对方的底线!
如果一直一直这样 &作'
下去"总有一天爱会消失的!
很显然"海明威的那个故
事中"女主从一开始就在讨好
男主"可男主并不配合"因为男
主太懂她了"知道她是在演戏"
其实她内心并不快乐"因为她
要去做一个她不喜欢的手术!
既然双方都心知肚明"为
什么不能开诚布公地把症结
拿出来谈一谈呢#
还有新闻中的那对男女"
自己爱吃炸带鱼" 自己点啊"
再说那个男的"既然你马上就
明白了她的心思"为什么不退
让一步"再加上这道菜也许就
会风平浪静!
这大概就是男女之间常
有的较量吧"男女之间一段关
系的建立"会延续多久"我认
为就要看这对男女的较量何
时停止"一旦较量停止"估计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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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他人眼里的 &天才'程
序员"写下一纸遗书痛陈前
妻的勒索与威胁后跳楼自
杀!67 岁的苏某从天台跳下
的那一刻" 不知是否想过"
在他去世后"自己的&私事'
还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
程序员之死" 这是一
个极端个例" 尤其还是因
家庭问题而走上绝路"说
这是私域内的事情并不为
过" 但为何这桩私事还能
闹得沸沸扬扬#闪婚$闪离$
互联网新贵$程序员$网站
相亲$疑似骗婚"是不是因
为有了这些元素"才加剧了
这场悲剧在舆论圈里的发
酵程度# 以&程序员'这个
&标签身份'为例"在很多人
眼里" 程序员就是 &宅男'
&老实人' 的代名词"&老实
人'被&毒妻'逼死"无论如
何都值得探究一番!
涉事网站的审核是不
是形同虚设"程序员的前
妻有没有骗婚"在真相水
落石出之前"很难去评判
各方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
责任! 但是"在我们对跳
楼而死的程序员扼腕叹息
时"有没有觉得支撑其情
商的常识获得$情感接受
和表达$以及价值的认知
和辨识几乎都缺位#
从死者披露的信息来
看"他的前妻不仅婚前收了
大量高价值礼物"比如那辆
价值 8%% 万的特斯拉豪华
车和钻戒等等"甚至连看她
的离婚协议都要收 ,, 万!
在咀嚼这些已被呈现的细
节时" 围观者是否会想"难
道当时程序员苏某就看不
出一点儿问题吗#即便算是
&互联网新贵'中的一员"一
掷千金的&恋爱成本'依旧
让人咋舌不已"况且事后据
苏某的同学透露"这些&恋
爱成本'都超出了他的经济
承受能力!如果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一般人身上"或许会
掂量一下"这其中有没有什
么猫腻"是否值得继续向前

发展# 然而"苏某以他自己
的生活逻辑继续着这场冒
险"直到悲剧发生!
苏某的哥哥在悼念他
的文章里写道"&我一直在
想"为什么我弟如此单纯"脆
弱"一步步遁入陷阱"走上不
归之路!现在才明白"原来他
就是所谓的-雨人.! 也就是
极度擅长于某方面" 但却拙
于表达自己" 拙于人际关
系! '苏某去世后"很多媒体
都在追溯他作为 &程序员'
的短暂一生"承认苏某是一
个&天才'的程序员"但在成
为&天才程序员'之前"他是
不是更应该成为一个相对
完整的社会人"而&社会人'
的基本属性之一"总应该有
起码的&辨识人'的能力吧#
逝者为大" 这么剖析
并非对逝者的不敬!从这场
悲剧里"我们是不是总该汲
取一些什么# 如果说&敬畏
生命' 这样的表述过于宏
大"不妨将其转化为&对自
己的生命负责'" 而对生命
负责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对
自己的生活负责吧#
没错" 生活或许是一
场冒险" 它需要一种基本
的能力来对抗这种冒险"
这种能力从哪里来# 一个
相对成熟的人" 他一定是
在社会常识以及共识的价
值观中不断规训自己的"
在这个规训的过程中"不
断提高自身的生活能力!
能码出迷宫般的代
码"绝对是一种&高能'! 但
如果这样的&高能'绝缘于
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很可
能遇到非正常的危机"从而
造成悲剧! 在唏嘘&程序员
之死'这场悲剧时"我总是
忍不住在心底暗示自己去
除&程序员'这个标签/首先
是一个&社会人'"其次才是
&程序员'"以这样的价值次
序去考量" 这样的悲剧到
底是否可以避免!
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可
以方式不同" 但最起码不
能做连生活常识都不懂的
&怪才'! 那些&生活之外'
的天才"我不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