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32,No.1(2020)pp.259-279

当代美国犯罪控制策略体系
及其借鉴

两极化刑事政策解构   

葛 磊*

摘 要 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背后是一整套完整而精密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这套策

略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对有限的刑罚资源进行开源节流,国家利用社会公众的“集体被害人”的

心态,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犯罪,一方面通过社区矫正所承载的社会化规训策略,将矫治资

源有选择地倾注在有挽救价值的部分犯罪人身上,同时以以情境预防为主线的社会控制策略

维护社会的安全;另外一方面,通过长期监禁刑所承载的隔离策略将不具备矫正价值的人以最

小代价排除出社会,从而形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中互相补充和替代的严厉层面和宽松层面。

当代美国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犯罪控制效果,有很

多地方值得我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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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马丁森在提出“矫正无效论”之后,美国的刑事政策

逐步从“矫正模式”转向“公正模式”,〔1〕继而形成了对严重的犯罪人处罚更加严厉、对轻微的

犯罪人处罚更加轻缓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尽管两极化刑事政策受到不少批评和质疑,甚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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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重刑化刑事政策,〔2〕但美国的犯罪率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不断

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统计,美国的犯罪率从1991年峰值的5897.8人每十万人,持续下

降到2012年的3255.78人每十万人,降低了约45%,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分别从1991年峰值

的758.2人每十万人和5140.2人每十万人降低到386.9每十万人和2859.2每十万人,回落到

了六七十年代的水平。〔3〕

事实上,大多数对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批评,都只是针对某个或数个法案、项目,从法律层面

进行论述,〔4〕这就如盲人摸象,未能窥其全貌,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内涵却远非如此。20世

纪以来,晚期资本主义的困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犯罪浪潮持续不断,而现代社会不断尝试

依靠国家刑事司法来达到犯罪控制的目标却屡屡遭遇挫折,国家逐渐无法独立承担起控制犯

罪的责任。面对大众对社会失序的恐慌,国家势必要找一个突破口,由此而诞生了两极化刑事

政策,而这一刑事政策的背后,是一整套完整而精密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在这套犯罪控制策

略中,国家通过建立公私合作的犯罪预防伙伴关系,标示并严惩高危群体来扩张控制网络,选
择性地施展严厉的打击力道,精确地将被认定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危险分子从社会中隔离;而
矫正宛如风险投资,有限的资源只施用于有挽救价值的对象;同时,国家利用社会公众不断累

积的不安全感和潜在的“集体被害人”心态,以维护社会安全和提升生活质量为旗帜,强迫他们

“自愿”地加入到控制犯罪的力量中去,并运用情境预防等社会控制方式,维系着复杂社会的运

作,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细密的监控。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被世界各国和地区所

借鉴,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很多学者也认为在技术和逻辑上与两极化刑事政策基本一

致,本质上并没有区别。〔5〕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背后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进行完整

的剖析,以期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良好实施有所启示。

一、犯罪控制责任的扩散与被害人情结的营造

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推行首先源自于国家刑罚资源的匮乏和传统犯罪控制策略的失效,从
而导致了犯罪控制整体策略的变革:犯罪控制不再由国家所专擅,尽管对重罪的处置仍然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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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把持,但对数量更多的轻罪的控制则由国家与社会力量分担。

长久以来,国家一直通过警察、法院、监狱等暴力机关垄断性地行使着犯罪控制的职

责,这是国家赖以维持其存在的基础,犯罪控制的权力是仅限于统治权威才能行使的排

他性力量。然而,当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同时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矛盾

激化,犯罪率节节上升,累犯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犯罪大幅上

升,社会治安恶化,犯罪问题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以监禁刑为主导的美国现代

刑罚体系中,单纯地依靠国家力量无论是从打击犯罪行为还是从矫正犯罪人的角度都无

法抑止犯罪率上升的势头,国家无法独力完成治理社会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

的控制不得不由国家一力承担转向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合作,籍由此延伸国家机关的触

角,将犯罪控制的一部分责任转移给社会公众。〔6〕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逐步开始采用一

系列以社区为基础的犯罪控制策略,其关键词包含了“公私部门协作”“跨机构合作”“协
助自助”“合力创造安全”等,〔7〕此时,犯罪控制的工作不再只由国家的刑事司法机构所

独占,而成为国家与社会成员的联动,由公权力部门和地方自治团体、社区工作委员会、

物业保安公司等私部门结为伙伴关系,共同开展犯罪的防控工作;犯罪控制的场域也从

警察、监狱等刑事司法机构向社区扩散,其边界日益模糊。相应的,警察的角色也不再仅

是犯罪后的事后侦破,而是转为致力于“问题为导向”的社区警务,将事前的越轨行为的

预防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时与上述社会组织互相合作并分享犯罪预防策略的决策权。〔8〕

另一方面,一大批私营保安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他们负担起来了许多原来由公权力部门

所负责的社会保安工作,包括社区保安、门卫、银行运钞、家庭保全、商店防盗等,被政府

视为维护治安与犯罪控制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些情况表明,政府已清楚地认知到在现代

社会最合适的社会控制方法,不再是建立一个强调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独占式的主权

式国家,而是通过组织和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社会治理目标。

然而,让社区和其他私部门共同担负起这个一向由国家掌握的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根据社会契约论,每个公民都让度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形成国家权力,以维持社会共同体

的秩序和安全,这种权力来源的设定尽管可能是虚构的,但对刑罚权的行使和对犯罪的控制而

言,长久以来由国家完全掌控却是一种实然的状态,公众已习惯由国家提供社会安全服务,国
家保护其合法权益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自己却只需尽到遵守刑法规范的义务。因此,要让

社区和其他私部门接受犯罪控制责任的分配,就需要努力营造一种普遍的被害人情结,从而激

发起公众参与犯罪控制的责任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政府和媒体一直在致力于在社会

公众中营造一种“下一个被害人就是你”集体被害人情绪,透过大量的深度调查、脱口秀、访谈

节目、问卷调查等传播活动,将一个个动人心魄、感染力极强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被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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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与被害人具有类似背景的公众,〔9〕个案当中的被害形象在公众的意识中被不断地强

化和复制,甚至一些特别的法案也常常用被害人的名字来命名,而当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布

这些法案的时候,被害人的家属频频出现在聚光灯下,引起广泛关注,最终达到引起社会公众

普遍的对被害的恐惧和对犯罪的同仇敌忾。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心目中都过度地放大了犯

罪率升高的严重程度,认为无论哪一种犯罪类型皆是如此,并且对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是否能

够继续有效地保障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于是乎,政府与媒体藉由一

个个极度震撼的犯罪事件,轻易地撩拨起大众对于犯罪歇斯底里的惧怕与愤怒。〔10〕尽管美

国的社会早已发展为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社会”,但是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集体愤怒,仍然

产生了强烈的惩罚与报应的要求,〔11〕而对犯罪的严惩与报应又反过头来强化了社会公众的

集体被害情结,并且通过已经发生的具体个案在各类传播媒介中的反复展现,将一件件犯罪的

恶行蚀刻在每一个正直善良公民的脑海当中,将无数个尚未发生的潜在事件,营造成为潜在的

被害想象,进而逐渐摆脱具体个案的被害经验,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抽象的、普遍的心理印

象。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迦兰就明确地指出,被害人已经不再是个别的掩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遭受犯罪侵害的不幸市民的形象,而是一个有着普遍共性(CommonandCollective)的被害经

验的代表性角色,这当中蕴藏着“下一个被害人就是你”的隐喻。〔12〕总而言之,在当社会公众

对大量犯罪案件的关注焦点从具体犯罪人转移到具体被害人,再转移到潜在被害人的过程当

中,社会公众的心中已被成功地播下了恐惧的种子,借助不断放大的不安全感,每一个人都认

为自己是潜在的犯罪被害人,并且明确认识到如果自己没有尽到“守望相助”的义务,国家根本

无法确保犯罪不发生,一旦发生了犯罪只能归咎到自己没有防范得当,从而创造出一种自我的

责任感,使公众与犯罪控制自觉地联系起来,自己既是被整个社会细密的监控网络所监控的对

象,又是这个监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监控网络。

此外,要让社区和其他私部门有能力接受犯罪控制责任的分配,还需要通过构建一种福柯

所称的“监狱连续统一体”,即将整个社区、实施矫正的机构、场所和监狱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宏

大的规训机制,使规训网络的日益发展,各种社会机构与刑法机构的交流日益扩大,将司法功

能大规模地转交给它们,让医学、心理学、教育、公共援助、“社会工作”等承担愈来愈多的监督

和评估权力。福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

者-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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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13〕人们必须习惯于生活在规训的机制之

中,同时也习惯并且能够行使规训的权力。

二、借监狱卷土重来的隔离策略

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严厉层面,主要是通过隔离策略实现。所谓隔离策略,是指通过刑

事制裁等措施将犯罪人或有人身危险性的人从社会中分离出去加以控制,排除在社会之外,或
使其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从而防止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控制策略。在18世纪,通过流放

制度对囚犯进行隔离是英国等欧洲国家控制犯罪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各种社会历史原因,隔
离策略在各种犯罪控制中的重要性逐步减弱,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监狱的功能发生

翻转,隔离策略重新成为当代美国主要的犯罪控制策略。

当“公正模式”在美国兴起之后,监狱的功能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质疑和批判,有人认为监

狱对矫正犯罪人来说,“长期的实践证明,高压势态下的犯罪矫治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14〕

而有的人认为即便有些许效果,但投入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是无效率的。〔15〕基于这一时期

发展起来的标签理论则认为在监狱中对犯罪人实施的矫正工作,都是在贴附犯罪的标签,反而

会再度刺激新的犯罪,还不如在社会中加以矫正以实现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目的。〔16〕但是,

监狱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指责而消失,它依旧是对抗犯罪的重要手段。英国著名社会学者查尔

斯·默里指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监狱。如果我们问监狱能否让越轨的年轻人变得有

用,能否让失业者不再失业以及能否让惯犯改邪归正,那么答案都是否定的,但如果你问监狱

能否对犯罪起到威慑作用,那么你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至少在这一点上监狱是有用的,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问如何避免那些已经定罪的人继续犯罪? 那么监狱将是唯一完美的答

案。”〔17〕当监禁刑取代公开的酷刑以后,监狱一直是犯罪控制的规训策略实施的主要场所,同
时也是规训技术和犯罪学理论的研发工厂,大量的关于控制人的躯体的知识都是从监狱中诞

生的,但当监狱作为矫正场所的运行逻辑濒临破产的时候,监狱的功能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后矫治时代的封闭式监狱不再强调犯罪人危险人格的矫正与再社会化的培养,而是将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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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会计总署(TheGeneralAccountingOffice)统计,1994年全美(包括州和联邦)所有监狱的成

本开支为177亿美元。该年度,全美监狱共关押罪犯110万名,也就是说,每名罪犯一年的花费是1.61万美

元。参见“GOAReportandTestimonyFY-97GGD-97-15”,转引自沈海平:《寻求有效率的惩罚———对犯罪刑

罚问题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0页。
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4-1193页。

MurrayCharles,“TheRuthlessTruth:PrisonsWorks”,UK:SundayTimes,12.Januar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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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犯罪人隔离出社会,消极地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18〕

根据美国联邦司法统计局(BureauofJusticeStatistics)的最新报告,截止到2016年底,尽
管监禁率近年来有所下降,达到了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所有年龄段的监禁率高达450名

每十万人,每十万名年龄在18岁以上美国居民中就有582名囚犯,其中,每十万名成年男性有

1108人服刑超过1年,占美国成年男性比例1%。〔19〕也就是说,每100个成年男性中,就有1
个人被监禁超过1年,这个比例冠绝全球,直接导致监狱人满为患,甚至出现服刑人员住帐篷

的帐篷监狱,根本不具备进行矫正的现实可能性。盖尔·芬克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美国各州

监狱在矫正工厂中从事劳动的百分比从1885年的90%下降到1979年10%;〔20〕罗伯特·格

雷泽等学者在1983年对各州矫正系统的一项调查中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各州监狱系统

中参加劳动的罪犯不到10%。〔21〕

从监狱的形式来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修建了许多“最高警戒模式监狱”,从这些

监狱看起来似乎是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的极致表现,但是实际上却欠缺圆形监狱的核心精神,

美国社会学家鲍曼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此类监狱缺乏规训的技术以及劳动习惯的培养,

仅仅是单纯进行排除的工作,通过空间禁闭(Space-confinement)的手段,接收着现代社会中被

全球化运作逻辑排除并丢弃的残余物。〔22〕从这些监狱的运作模式中可以更加深刻地看到这

一点,例如,在伊利诺伊斯监狱,囚犯一天的监禁时间长达23小时,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

离开监房放风,可以到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到室内运动场所锻炼身体,一周只能沐浴3次。其

余时间每一个囚犯都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一日三餐都是直接送到监房中。根据监狱的设计,

囚犯和工作人员也处于隔离状态,与工作人员走的路都是分隔开的,监狱各个区域和监房遍布

安全摄像头,工作人员可以连续不断地对囚犯进行远程监控,安全门也是通过计算机操作,避
免囚犯越狱。〔23〕另一方面,美国的监狱也发展成一种收容精神异常、具有毒瘾和贫困之人的

处所,配合“零容忍”(Zero-tolerance)及“提高生活质量”政策,以更为积极的逮捕程序,将这些

被视为商业利益或生活质量的妨碍人排除于公众空间之外。〔24〕总之,在两极化刑事政策之

下,监狱从劳动习惯的规训场所摇身一变,走向强调隔离与控制的安全戒护模式。

当然,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严厉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世纪的酷刑一样,也是一种权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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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24〕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开放性和半开放性的监狱和社区矫正制度紧密相连,仍然在行使着矫正的功

能,但是现今美国封闭式监狱的主要功能却不在于此。

E.AnnCarson,“PrisonersIn2016”,https://www.bjs.gov/index.cfmty=pbdetail&iid=6187,最
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23日。

SeeGail.S.Funke,AssetsandLiabilitiesofCorrectionalIndustries,Lanham:LexingtonBooks,

1982,p.27.
SeeR.C.Grieser& N.Miller& Gail.S.Funke,GuidelinesforPrisonIndustries,Washington

DC:NationalInstituteofCorrections,1984,p.15.
SeeZygmuntBauman,“SocialIssuesofLawandOrder”,TheBritishJournalofCriminology,

Vol.40,2000,pp.205-221.
R.A.Sheppard,“ThePrisoners’Accomplice”,PolicyReview,Vol.79,1996,p.69.
Ibid.,at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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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策略的体现,在通过长期监禁,将不具有改造价值的犯罪人进行隔离的同时,发挥着宣示国

家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象征作用。迦兰指出,《刑法》的设立及刑罚的执行有没有在实质上控制

犯罪的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民感觉到国家为打击犯罪努力,并让人民相信严厉的惩

罚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降低人民的失序感。〔25〕不过,由于监禁刑执行的封闭性,社会公

众通常不能直观地感受到刑罚的严酷,因而这种权力的展现主要是体现在公开的刑事审判之

中,籍由媒体的传播而得以实现,而监禁刑的执行主要还是承载着犯罪控制的隔离策略。

三、成为风险投资的社会化规训策略

在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轻缓层面主要是采用规训策略对轻微的犯罪进行控制,通过犯罪

标签的反复贴附,筛选出有价值的对象进行矫正并促使其复归社会。所谓规训策略,指通过监

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这三种基本的规训技术手段,使犯罪人这种异质个体能够重新遵守社会

规范,恢复为社会有机链条中的正常组成部分从而实现犯罪的特殊预防。这里的规训(Disci-

pline),是指福柯最先提出来的 “对于躯体进行外部控制与训练,通过对人体的不间断的监控,

通过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编码并以纪律的形式来实施的,最终造就或者生产了

驯服的个人”的方法。〔26〕当社会演进为规训社会以后,以规训机制为主的现代监禁刑自然而

然地替代了中世纪的酷刑,成为犯罪控制的主要手段。〔27〕当代美国仍然是通过对犯罪人的

规训,对其进行矫正并促使其复归社会,然而和2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矫正模式”相比,现在

的规训策略无论是行使的对象还是实施的场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当马丁森提出“矫正无效论”以后,刑罚福利主义和矫正刑在20世纪七十年代受到很大的

质疑,“矫正模式”在表面上呈现出衰败之势。但尽管如此,大部份矫治机构却并没有被取消,

大多数教育刑理论发展起来的技术与知识仍然持续在使用,少年法院与缓刑、假释继续扩张其

适用范围。〔28〕特别是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针对社区与监狱中犯罪人的矫正计划数量

上反而有了显著增长,矫正工作仍然非常重要。然而,现在的矫治与以往相比具有很大的区

别:政府更重视的是犯罪控制效果与矫正的成本收益比,而不是把重心放在犯罪人的福利之

上,如果治疗计划不能有效地防止再犯风险的发生,则应采取其他的犯罪控制策略,比如通过

监禁或各种禁止令进行隔离。如果说过去的刑事政策是以社会福利的提升为目标,那么现在

的刑事政策则是注重于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29〕也就是说,现在的矫治,更像是一种风险管

理与投资活动———是通过对矫正对象的价值就进行评估之后,将有限的刑事福利资源投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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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DavidGarland,“TheLimitsoftheSovereignStates:StrategiesofCrimeControlinContemporary
Society”,BritishJournalofCriminology,Vol.36,No.4,1996,pp.449-471.

张海斌:“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6期,第71页。
参见(法)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SeeGarland,supranote1,p.101.
SeeGarland,supranote1,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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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资价值的那一部分。首先,犯罪人将被区分为“值得投资”与“不值得投资”的两种类

型,〔30〕对于“值得投资”的犯罪人,投入相当的刑法资源予以矫正,对于“不值得投资”的犯罪

人则以隔离、监禁,并作为废物利用般地强制从事最繁重的劳作。

从“投资价值”来看,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暂时失足的一些中产阶级显然是主要的“值得

投资”的犯罪人,这部分人通常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学历、工作、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可谓是

“优质资产”。由于监禁刑的种种弊端,如果将他们投入监狱服刑,很容易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或感染犯罪恶习,再难复归社会,这是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不如通过缓诉、假释

等转处程序将其分批回流社会,重新赋予其正常的社会人身分,让其继续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

更多的财富。而且从“投资价值”的另外一个层面———矫治的成效来看,与其耗费心神处理一

些投入大、见效慢的根本性社会矛盾,不如拿此类在市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犯罪人开刀,不但

可以展现改善的功效,同时亦可巩固大众对刑事司法的信赖感,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当

这部分犯罪人被筛选并定位为尚具备矫正的可能性的人之后,将矫治资源大幅灌注在这一批

人身上,通过多样化的处遇方案进行程度不一的规训,分别依照行为人背离社会规范的质与

量,科以损害赔偿、恢复原状、公益劳动、社区服务等不同的处分,并辅以职技训练、就业咨询、

心理辅导等社会福利措施帮助其复归社会。而如此一来,有形监狱的规训功能在刑罚体系或

规训策略中的角色就不再那么的重要,通过各种社区矫正措施的实施,就可以将福柯所称的

“圆形监狱(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扩散出去,透过社区及其他社会力量来实现对这些可

以挽救的犯罪分子进行规训的目标,使社会道德重新内化,并把理性公民的身份重新加以确

认。社区与那些社会内处遇的机构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监狱作为社会缩影以及人体实

验工厂的地位,成为崭新的规训场所。在美国,短期监禁刑与社区矫正的界限正在消失,行刑

社会化的理念被引入监禁刑之后,监禁刑与各种社区矫正措施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

控制着社会中从轻微的违法行为、越轨行为到最严重的犯罪,不过,在晚近年代,监禁刑已更多

地成为严惩犯罪以恢复公众的法秩序感和安全感以及将高度危险的犯罪人隔离在社会之外以

社会防卫工具,规训的重心和主要场域已转移到社区之中,

另一方面,相对于中产阶级的失足份子,其他犯罪案件往往是对无再“投资”(规训)之必要

的下层阶级所实施的。这类犯罪人通常缺乏良好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游手好闲,居无定所,大
部分靠社会福利救济过活,有的甚至将犯罪当作家常便饭。面对这一批矫正“投资回报率”低、

规训可能性亦低的下层阶级犯罪人,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宽松层面不再以矫正他们的价值观与

劳动态度,使其复归社会为目的,政府也不愿意再耗费多余的福利资源来改造这一批人,〔31〕

所谓的矫正只不过是在严密的社会内监控之下以“矫正”为名,让他们反覆堕入累犯、再犯的循

环,从而宣告这批人终究在本质上不可挽救并名正言顺地将其排除出社会。对于这一批回流

到社会上的“危险源”来说,社会内处遇的各种“矫正措施”已失去了它们最初的改善和教育的

目的。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大量罪犯在重新犯罪后被送回监狱,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被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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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参见李茂生:“少年犯罪与二分论的刑事政策”,《新世纪智库论坛》1999年第5期,第92页。

SeeDavidGarland&RichardSparks,supranote9,pp.18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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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违反假释规定重新入狱的,这个比例一直在不断增长,1983年有20%被收监的罪犯是假释

人员,1987年增加到26%,1993年增加到了30%,主要原因不是重新犯罪,而是违反了假释的

监管规定。〔32〕1991年,近一半的缓刑犯在考验期内仍犯新罪,包括1.3万起谋杀、3.9万起抢

劫以及几万起其他案件。著名学者彼得西利亚(Petersilia)的研究表明,在加州所有的缓刑人

群中,有65%的人又被逮捕,有51%的人被判有罪,有22%的人被收监狱。在1992年,有

25%被指控持枪的罪犯正是在缓刑中的人,因而学者们指出,缓刑作为英美社区刑的主要类

型,其表现实在不敢恭维。〔33〕事实上,这种表面的高复发率正是两极化刑事政策运作框架

下,宽松层面的“矫正”所隐藏的重要功能之一。可以说,对这些人施以矫正只不过是作为“矫
治无效”、再犯后严罚倾向的合理化、正当化的依据而已。当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国家无力消除

犯罪根本原因,也没有足够的矫正资源倾注于所有的犯罪人时,这些在一开始的刑事转处程序

中就被打上“无投资价值”标签的犯罪人,将“注定地”沦为屡教不改后被排除出社会的牺牲品。

事实上,两极化刑事政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打算去消除再犯或累犯的问题,反而是假借了初犯

和累犯的分类,去制造出反复再犯的情境,通过国家一次次赐予改过自新“机会”的矫正活动,

将“理应排除”的标签彻底地粘贴在无法顺利适应社会的那些人身上,从而理直气壮地以严厉

的隔离措施除之而后快。〔34〕

总之,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轻缓层面,并非是在人道主义旗帜下一味地实施刑罚轻缓化,

对于数量众多的轻微犯罪,国家以节省诉讼成本与矫治资源为根本目的,以多样化的社会内处

遇措施,将各种犯罪人的形象和价值进行分析并将其予以定位,根据社会生产对劳动力资源的

不同需求,分批进行操控。对于有矫治可能性且符合假释、缓刑或其他转处措施的犯罪人,将
其置于社区进行矫正,而通过以情境控制理论所建构的严密监控网络,将犯罪风险降低并将其

锁定在社会内的阴暗角落,以保护其它民众的安全;同时,通过犯罪标签的不断贴附名正言顺

地将那些不具有投资价值的“社会垃圾”永久性地隔离出社会,藉由高度的社会监控措施与隔

离措施双管齐下,使社会更顺畅地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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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N.Holt,“TheCurrentStateofParoleinAmerica”,inJ.Petersilia(ed.),CommunityCorrections,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28-41.
参见赵星:“缓刑制度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586页。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三振出局法”。美国在1994年制定《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Vi-

olentCrimeControlandLawEnforcementAct1994),号称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犯罪控制法案,共耗费30亿美

元,也就是俗称的“三振出局法”。该法案针对前以触犯两次严重犯罪的重刑犯或前曾犯一次以上严重犯罪之

暴力重罪犯(杀人、加重性虐待、劫持、勒索等),或一次以上严重犯罪之毒品犯,若再犯一次暴力重罪时,将被

处以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美国三振法案历经将近十年的实践,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明,第一次犯罪后所

给予的恩典,并不会去改变行为人继续堕入犯罪循环的命运,因为造成这些犯罪的原因绝非透过严刑吓阻可

以消除。因此初次犯罪的恩典只是让执法者与社会大众在随后的第二、第三次的加重处罚时更觉得理所当

然,而毫不考虑其累再犯的根本性的原因。SeeElliottCurrie,CrimeandPunishmentinAmerica,New
York:MtropolitanBooks,1998,p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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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境预防为主线的社会控制策略

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轻缓层面之下,社区矫正不断发展,规训的场域逐渐转移,大量本该

在监狱服刑的罪犯被安置到社区,尽管解决了刑罚资源不足问题的同时又攫取了人道主义的

美名,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这些罪犯成为了新的危险源,于是问题的焦点从能否让犯罪人顺

利地复归社会,逐步变成了如何能在资源有限的现状下保护公众安全,因此,在20世纪六十年

代后期,犯罪学领域先后诞生了社会联系理论和情境预防理论,〔35〕情境预防随着社区矫正的

全面发展,成为了社会控制策略新的主线和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36〕

与矫治主义对人性具有完善可能性(可矫正性),并将犯罪视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的假设不同,社会联系理论对人性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延续了霍布斯关于人类并非天

生就会顺从社会规范的论点,社会联系理论的创始人特拉维斯•赫希认为,犯罪是每个人的本

能,每个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倾向,而大多数人之所以从未犯罪,是由于有诸如学校、家庭、社区

等社会力量形成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其抑制。如果一个社会中这种控制机制受到削弱或消失,

犯罪就会不受约束地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因此,应该从加强社会联系(SocialBonds)的方式

来实现社会控制,包括增强个人对家庭、学校、社区、朋友的依附(Attachment)、对传统价值观

的奉献(Commitment)、合乎规范行为的参与(Involvement)以及对共同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

的信仰 (Belief)等。〔37〕

社会联系理论和社会学中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如出一辙,事实上,这种社会联系或纽带对于

美国早期的犯罪控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相关理论的存在。美国是

在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时期,社区、家庭和宗教是维护社会秩

序相对稳定的基石。同一定居点的殖民者往往具有相同的国别、文化背景和共同的宗教信仰,

很多人互相之间具有血缘、姻亲关系,为了对抗印第安人的袭击,团结一致是定居点的基本要

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定居点的生活是有序而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每一个定居点都形成了

一个具有紧密社会联系的社区,宗教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对社区居民的行为具有较强的

约束作用,因此,尽管在美国大陆上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白人统治者与黑人奴隶之间存在这样

那样的冲突,社会秩序反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犯罪问题并不是很突出。〔38〕这段历史也证明

了社会联系理论中犯罪成因观点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在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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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社会联系理论(SocialBondTheory)又称为社会控制理论(SocialControlTheory),为了区别该理

论和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及本书中的社会控制策略,本文采用社会联系理论这一概念。参见吴宗

宪,见前注〔16〕,第1160-1161页。
本文中的社会控制是指平等的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文化、建筑、社群关系等客观存在的社会

环境的影响来防止越轨行为发生的措施,主要是指没有外部的第三方自上而下干预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SeeT.Hirschi,CausesofDelinquenc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p.76.
参见刘强:“美国社区矫正与犯罪刑法控制的演变史研究———兼对我国的借鉴与反思”,华东大学

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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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增长,城市在不断扩张,但这些社会联系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一直对犯罪有重要的

抑制作用。然而,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急剧变迁,很多地方传统的社会纽带

迅速消解,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特别是当社区矫正高速发展,大量危险源

回流到社会之后,公众的安全保障成为首要问题,通过加强社会联系(SocialBonds)的方式使

自我产生内在的控制力来实现犯罪控制尽管仍然很重要,但是见效太慢,缓不济急,因此情境

预防理论迅速发展起来,情境控制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新措施。

所谓情境控制,是指对于某些普遍常见的犯罪类型(如财产犯罪与轻微的暴力犯罪),对可

能产生犯罪事件的微观环境加以系统地、持续地控制、操纵以及管理,以便增加犯罪的困难,减
少犯罪的收益和机会,从而防止犯罪发生。〔39〕情境预防理论不再探究犯罪是如何发生的,而
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致力于寻找阻却犯罪的切实方案,从而将社会控制的视野从犯罪的社会成

因移向犯罪行为时的具体环境,颇有“治标不治本”的嫌疑,但正是由于“治标”见效快,成本低,

可复制性强,针对特定的高发性犯罪预防效果良好,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公众而言,环境的改

变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的,围墙、栅栏、摄像头等不一而足的情境预防措施可以持续增加其安

全感,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危险源回流社会带来的不安和营造的集体被害人情结的负面影响,

因而情境控制成为了与社区矫正相搭配的社会控制策略的主线。

在美国广泛实施的情境控制措施主要包括提高犯罪成本、增加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可能获

得的利益等几个方面:〔40〕

第一个方面是提高犯罪成本。主要是指增加犯罪的困难度,其措施主要包括目标固化

(TargetHardening)、进入控制(AccessControl)、出口筛查(ScreenExits)、犯罪转向(Deflec-
tingOffenders)、控制便利因素(ControllingFacilitators)等几种类型。目标固化是指对犯罪

目标设置物理性的障碍措施,最常见的措施就是加防盗锁。进入控制是指在安全脆弱的区域

设置可控制的进入通道,比如为社区修建围栏和有安保的大门,在停车场采用电子准入制度,

机场登机的安检入口等。出口筛查是指在特定场所的出口处对违禁品和未付款物品进行筛

查,比如在超市出口安装感应器,地铁站出口的检票装置等。犯罪转向是指给潜在犯罪人提供

转向到合法行为的选择,在公共场所多修建厕所,避免行人随地大小便。控制便利因素是指控

制可能刺激犯罪发生或在犯罪实施过程中有助于犯罪顺利完成的各种便利因素,如在一些特

定场所限制带入刀具、枪械等武器,采用不容易被犯罪利用的专用设备,如在酒吧或监狱的餐

区采用塑料杯子和餐具,防止在斗殴时候被用作凶器。

第二个方面是增加犯罪风险,主要是指通过具体的环境改造,增加犯罪被查获和抓捕的可

能性,消除犯罪人的侥幸心理。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措施:一是增加守护 (ExtendGuarian-
ship),是指增加守卫、保安等对财产的看护因素,当看护人增加的时候,犯罪实施的难度和风

险会相应增加,当代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就是“邻里守望”计划,它是社区居民邻里之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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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onaldV.Clarke,SituationCrimePrevention:SuccessfulCaseStudies,Albany:Harrow
andHesston,1992,p.4.

Ibid.,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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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帮助的自愿性机制,邻里守望组织一般与当地警方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其社区互助以及增进

邻里关系等理念深得美国民众的认同和欢迎,加之它在警方指导下的运作规范、可操作性强,
社区犯罪的预防效果良好,所以这个机制已成为目前全美最有效和最普遍的社区安全与互助

机制。二是增强监控(AssistNaturalSurveillanceandStrengthenFormalSurveillance)包括

便利自然的监控和加强正式的监控,前者是指增加第三者能够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犯罪现场的

可能性和便利性,从而增加犯罪被他人发现和举报的风险,例如改善街道照明,剪除遮挡视线

的灌木,安装透明的玻璃窗户等。后者是指通过配置专门的安保设备或人员对犯罪易发地进

行监控,如加装摄像头、安装汽车报警器等。三是减少匿名性(ReduceAnonymity),是指通过

实名制等方式,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匿名行为,从而增加犯罪后暴露真实身份的风险,例如手机、
网络用户实名注册、银行开户实名制、出租车司机向乘客表明身份、学生和服务行业穿着有标

识的统一制服等。
第三个方面是降低犯罪可能获得的利益,主要是指让使犯罪的对象变得不再有价值,或将

对犯罪人有价值的目标置于其控制之外,从而降低犯罪对潜在犯罪人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以

下几种措施:其一,隐藏犯罪目标(ConcealTargets),是指让犯罪人难以发现有价值的犯罪目

标,例如撕毁废弃信封或包裹包装上的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不要炫富等。其二,消除犯罪目

标(RemoveTargets),是指避免容易成为犯罪侵害对象的目标进入潜在犯罪人的视野。如将

皮包等值钱的财物从车辆的座位上拿走,用信用卡或旅行支票的替代流通防止盗窃和抢劫等。

其三,标定财产(IdentifyProperty),是指给使财产特定化和标记化,使财物无法在公开市场上

流通或者一般人也很容易发现原物主。比如对汽车采取不动产的管理方式进行登记,强制要

求在发动机上打上识别码。其四,瓦解黑市(DisruptMarkets),是指让犯罪获取的赃物无法

通过黑市流通,不易变现,从而丧失收益。其五,否定收益(DenyBenefits),是指通过其他办法

让行为人无法获取通过犯罪获得的包括快感和乐趣在内的各种收益,比如24小时定时清除街

头涂鸦,将道路的交通指示牌更换木质,使飙车族无法通过射击交通牌听到刺耳的撞击声而获

得乐趣。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情境预防还包括减少挑衅,消除借口,促使犯罪人产生罪恶

感及羞耻感等,其具体措施不胜枚举。克拉克指出,实践中创新的情境预防策略会被理论逐步

吸收,而情境预防理论也会不断提出新的防控策略,正如犯罪手段随着新兴科技而日新月异,
情境预防的具体措施也会高速发展。〔41〕

总之情境预防理论的提出,为置于社区内进行矫正的犯罪人这一“危险源”可能产生的社

会安全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由此产生的以情境控制为主线的社会控制策略,除了预防一般

社会公众的犯罪之外,更负有监控在社会中服刑的轻微犯罪人的任务,为社区矫正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配套措施。此外,社会联系理论也为矫正策略的社会化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既然实施

犯罪行为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倾向,犯罪的发生是由于社会控制的减弱,社区、学校、家庭就应当

承担起预防犯罪的责任和义务。只要加强了社会控制力度,就可以减少在社区内服刑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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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次犯罪,无论是在其服刑期间还是刑期结束之后,因而,藉由“集体被害人”意识的营造以

及“公私部门协同对抗犯罪”的提倡,社会力量被充分调用起来;同时社区监视系统、人脸识别、

DNA与指纹建档、IC卡门禁、电子监控等犯罪管理措施和情境预防措施也得到迅猛发展并为

人们所接受,使国家的控制网扩张出去,达到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五、美国当代犯罪控制策略的借鉴

(一)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真实逻辑

当解构了美国晚近年代犯罪控制策略的种种变化之后,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真实逻辑逐渐

清晰。可以说,围绕着犯罪规训策略的社会化逐步形成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其核心逻辑就是对

有限的刑罚资源进行开源节流,一方面挟裹社会力量与国家共同治理犯罪,实现对社会的全面

控制,另外一方面将不具备矫正价值的人以最小代价排除出社会,这是国家在无力独自承担犯

罪控制的情况下的一种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必需的权力技术实现方式。在两极化刑事政策运作

构架下,监狱行刑制度构成了它的严厉层面,而社区矫正在各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措施的搭配

下,构成了它的宽松层面,二者各自调节互补,紧密结合而成为一整套完整的犯罪控制策略,一

旦其中的一个环节有失,即可能对整个控制成效产生妨害。

首先,以监禁刑为中心的严厉面刑事制裁体系与社区矫正制度为中心的轻缓面刑事制裁

体系可以互相作为对方合理化的根据。面对高犯罪率的社会,刑事司法系统无力处理那么庞

大的案件量,因而以社区矫正制度为中心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应对措施势在必行。然而这些

措施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其实是不能接受的,毕竟基于社会防卫的思想,这些措施代表着公众

的安全将会受到严重的妨害。要消除民众对于公共安全的疑虑,同时又能够解决案件负担量

过大的问题,除了发展安全与监控措施(如电子监控装置)之外,另一个有效的途径便是以严厉

的惩罚措施来宣示国家捍卫民众的决心。〔42〕但是,过去自诩为进步、理性、重视自由与人权

的资本主义民主精神并未完全消退,单纯的严刑重罚虽然可以满足民众对社会安全的信心,但

是这也会让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时代退步、走回头路的疑虑。相对的,对于那些质疑重刑

的人来说,社区矫正等相对和缓的刑事制裁措施无疑是美丽的糖衣,可以缓解他们对严罚政策

的疑虑。在美国现行的刑事制度下,轻缓刑事政策的设计实际上也并非是以实体上的除罪化

来调整罪刑对价关系的,而是以程序上的转处措施来达到和缓对待和分类处理的目的。如此

一来,即可通过实体法上犯罪化的认定,将不能适应社会的群体标识出来。首先是以犯罪的轻

重来进行分类,对触犯重罪者固然是直接予以严罚并隔离,对触犯轻微罪者,则适用转处程序

或其他替代自由刑方案,将其置于社会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并通过严密的社会监控网络,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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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风险降低,以保护其他民众的安全。同时,通过不断的监控、检查和规范化裁决,将没有挽救

余地和价值的社会边缘人从中甄别出来,打上人身危险性严重的标签,这部分群体纵然通过转

处程序被置于社会服刑,但随后并不会将更多的福利或矫治资源灌注于上,当其再次越轨时即

以屡教不改的名义隔离出社会。这样,一方面能够达到节省刑罚资源之目的,另一方面,转处

与刑罚替代方案作为“法外施恩”的宣称,也可以让刑事制裁体系巧妙地平衡,而不至于显得过

度严酷。

其次,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架构下,二者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和替代。监禁刑作为严厉面刑

事制裁的中心,其刑罚机能发生了蜕变,当代美国监狱的规训功能已经减弱了许多,它们现在

的重心在于集中收容那些透过严厉面刑事政策加以排除的人口。因而监禁刑的主要机能除了

向民众宣示作为主权者有能力解决犯罪问题、确认法秩序的存在的象征意义外,就实际层面来

说,已嬗变为彻底地将不能适应社会的“不良品”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工具和场所,由此便需要通

过社区矫正制度,搭配以情境控制措施为辅助的社会控制策略,塑造出新的规训与社会控制的

场域,而多样化的社会内处遇措施纵使没有监狱中的高墙、电网和哨塔,其所发挥的监视与规

训的力量却有增无减。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构架下肩负着积极地筛选与

重新定位国家人口资源的作用的同时,成为了培养国民自我控制意识与自律的新规训场域。

(二)借鉴

二战以后,尽管欧陆国家《刑法》的体例与美国家截然不同,但是在晚近年代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状况下,大陆法系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与英美并无二致,同样需要社会各部门与社

区的力量分担犯罪控制的责任,因此在犯罪控制模式方面也明显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均向两极

化方向发展。〔43〕在我国,刑事政策从“严打”逐步转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很多学者认为

后者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逻辑上都基本一致。〔44〕尽管也有学者认

为二者仍然存在区别,〔45〕但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结

构的转型过程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社会问题,如刑事资源匮乏、转型期

社会矛盾等,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严峻,因此,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及其背后的犯罪控制策

略体系,对中国而言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这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犯罪控制中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

在美国当代犯罪控制策略体系中最值得中国借鉴之处是犯罪控制责任由国家与社会在一

定范围和程度上分担。在中国,刑罚资源的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社会乃至全球

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传统的社会规范瓦解、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单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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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Garland,TheCultureofControl:CrimeandSocialOrderinContemporarySociety.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erface.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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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瓦解导致社会控制的削弱等等社会原因,导致了犯罪率的迅猛增加,刑事立案数量从20世

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每年50至100万件,增加到2012年的600多万件,增加了5倍以上。〔46〕

然而,各种司法资源严重不足,以警力为例,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我国民警的比例只占到万

分之十一左右,而发达国家都是在万分之三十以上,美国平均267人中有一个警察,英国平均

288人中有一个警察,日本平均434人中有一个警察,而中国928人中才有一个警察。〔47〕尽

管有文献指出,以上数据统计的只是正式的在编民警,此外还存在大量没有编制的合同制民

警、辅警、群防组织、警察部队没有被统计,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的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48〕但

是,一方面这些编制外的非正式警察无论是在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都不能和经过严格训练的

正式警察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哪怕算上这些“非正规军”,警民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是

存在的,在发达国家,即便这么高的警民比例,国家依然不足以独力承担有效控制社会发展过

程中高涨的犯罪浪潮的责任。因此,强化社会力量对犯罪控制的参与是解决刑罚资源不足的

重要途径。中国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一再强调要依

靠群众,〔49〕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实际上仍然是在国家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

犯罪治理,无论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还是组织安排、经费保障、资源调配都是政府专门机构为主

导,承担协同责任的部门也多以公共行政部门为主,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不

强,参与机制并不健全。随着单位社会的解体和社会流动的加强,社会上人际关系日益复杂和

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对发生在身边的轻微违法犯罪视而不见,参与犯罪控制积极性越来越差。

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力量加入到犯罪控制之中,如银行的安保工作、现金押运

等业务已经不再由经济警察负责,全面外包给了保安公司。2010年1月1日生效的《保安服

务管理条例》也为保安行业参与犯罪控制提供了合法性,但我国的保安公司或多或少都带有官

方背景,并非单纯的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也不愿意为了追求效益而承担政治风险,将治安承包、

招标破案等市场机制形成制度而普遍推行。因此,在当前的犯罪态势下,社会治安的治理必须

作出相应的改变,加强公众力量的自主参与,充分实现社会力量的价值。因此,加强社会公众

犯罪控制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方便、合理的途径,是当前国家真正

能与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分担犯罪控制责任的基础。当然,为了防止出现私刑滥用、践踏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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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娜:《刑罚威慑效能实证研究———以犯罪预防未视角》,武汉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55页。
参见中国网:“公安部:我国警力长期不足,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http://www.china.com.cn/

txt/2007-01/23/content_770010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6日。
郑震:“犯罪压力下的警力资源不足之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

期,第66页。

1986年2月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近几年的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就是

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不能只靠哪一个部

门,而是要靠全党全社会”。徐显明、刘远:“理念与模式———‘入世’对社会治安工作的启示”,《法学论坛》2000
年第6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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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的主要环节仍然应属于国家权力专属范畴,并通

过严格诉讼程序和完善的民主机制进行约束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控制,主要应是在犯罪

的防范阶段、刑罚的执行阶段以及刑事立法创制阶段。〔50〕除了在制度层面的完善以外,还应

该大力支持非官方组织的群众自治性团体的发展,从信息技术方面增加群众参与犯罪控制的

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和犯罪研究关注的焦点从犯罪人移焦到被害人及潜在的被害人,激励公

众自发地参与犯罪控制。

2.规训策略的社会化

我国当前实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打”刑事政策失效的理性反思之下提出来

的。〔51〕“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尽管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重者更重、轻者更轻”有所区别,但

该政策仍然有严厉层面和宽松层面两个层面。在历史上,中国从未放松过重刑为特征的权力

展现策略,长期以来的“严打”,刑事政策中“重”的一面运行良好,已经够“重”,无需更“重”,当

前犯罪控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好“轻”的一面,只有这样,在刑事法网日益严密、法定犯激增

导致犯罪率持续攀升时,才能在刑罚资源投入增量有限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刑罚资源,有效

地控制犯罪,而规训策略的社会化则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监禁刑作为传统的规训策略的载体,尽管在犯罪的特殊预防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

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成本高,矫正人数受限于监狱等设施的规模,资源投入和矫正效果

成正比等特点,在当代犯罪数量激增的情况下,监狱人满为患、矫正效果差几乎成为每个国家

的通病。在我国,随着1997年新《刑法》和历次《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犯罪

圈不断扩大,但通过对各年刑事生效刑事判决案件的统计中可以发现,犯罪的增量部分大多数

都是法定犯。〔52〕一般认为,法定犯大多是因为社会快速变迁导致不适应社会规范的变化所

产生的,较自然犯而言,反社会性格和危险倾向较小,对于这类犯罪,应该作出不同于自然犯的

制度安排。〔53〕在当前社会规训机制更加成熟,并且已经具有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社会”

明显特征的情况下,将部分规训的场域从监狱等设施内转移到社区,将社区矫正作为监禁刑在

一定范围内的替代,对于大多数冒犯“集体意识”不是那么严重的法定犯而言,将是更好的解决

方案。因为社区矫正与监禁刑相比,具有更多的“恢复性制裁”的特征,不仅比监禁刑表现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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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卢建平、莫晓宇:“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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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2013年以后,这两类犯罪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发案数一直仅次于财产犯罪的侵犯人身、民主权利

犯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最主要的是交通肇事罪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而经济

犯罪从2008年开始,也有明显增长。参见“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统计表”,载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
《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9—2016各卷。

参见张文:“刑事法人格化———21世纪的抉择”,《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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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温和,而且成本较低,通过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规训机制实现对犯罪人的矫正,也更加有利于

其复归社会。对于法定犯而言,大多数犯罪人都表现出对各种规则的不尊重和任意践踏社会

规范的特征,虽然和自然犯相比人身危险较低,但这种漠视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异常人格并不意

味着没有规训的必要性。社区矫正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社会现有的规范体系,根据每一个矫正

对象的活动范围自动生成它所应遵循的规范,并由社会公众或其他社会部门进行裁决。它的

规范标准不同于监规那种过分强化的纪律,而是社会生活中正常人普遍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监视方式多元化和多方面强化的检查技术,也极大提高社区矫正的犯罪人违反规范

的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因而这种社会化的规训策略是以比监禁刑更加相对温和而延绵不绝

的方式,培养异质个体对各种社会规范的遵守,消除法定犯人身危险性的同时而不致于出现犯

罪人适应了监规,出狱后却对社会规范无所适从现象,更加有利于矫正对象复归社会。

在中国,从2003年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开始以来,社区矫正实践取得了巨大成绩,通过

《刑法修正案》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社区矫正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刑罚制度。然而,尽管社

区矫正适用的绝对数量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是更多的原因是犯罪总量的增加,而非适用社区

矫正人数的比例在增长。从《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数据来看,缓刑的比例不足30%,管制的

比例不足1%,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比例仍然远超判处缓刑和非监禁刑的比例,假释的适用比例

也非常低,截止到2015年,假释的人数年均不到3万人,社区矫正的适用比例和美国差距巨

大。〔54〕根据美国联邦法务部2018年的统计,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美国有453.7万人

在社区服刑,其中缓刑有357.3万人,假释87.5万人,每10人中就有7人社区服刑,在联邦和

地方的监狱服刑的仅有216.2万人,在服刑人数中的比例不到30%。〔55〕因此,社区矫正的发

展还有巨大的空间。

第一,应进一步扩大缓刑和假释的适用范围。其一,对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建立明确的

量化考察机制,使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有据可依,从而避免由于司法人员观念保守等原因,可适

用可不适用就不适用的情况;其二,可调整监狱对罪犯的奖励政策,改变减刑为主的奖励结构,

扩大假释适用面,放宽对老病残罪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范围;其三,还可以尝试改革监狱行

刑方式,采用累进处遇制,借鉴外国的学习释放、工作释放、周末放假、周末监禁、中间监狱等措

施,从而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范围。此外,还应该增加管制的适用,凡是根据《刑法》规定

可以适用管制刑的,优先选择适用管制刑,尤其对未成年犯、老年犯、初犯、过失犯等犯罪情节

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应当大量适用管制刑。

第二,将社区矫正由一种刑罚执行方法扩展到尚未构成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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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社区矫正被定义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而在中国的刑罚体系之外,还存在《治安处罚

法》为核心的针对普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制裁体系,因而导致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缓

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管制刑之中,却无法适用于在美国适用群体最多最广的青

少年越轨行为和轻微的社会危害行为。这种情况,制约了规训场域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社区矫正本应具有效力。因此,可以借鉴美国“中间制裁”的立法模式,〔56〕在条件成熟的

情况下,将社区矫正独立出来,从单纯的刑罚执行制度转化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制裁措施,既可

以独立适用于轻微的犯罪和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附加适用于机构外处遇的缓刑、假释等转处

措施。

第三,完善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目前的中国社区矫正的矫正内容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罪

犯的管理,体现理念仍然是以“社会为本”,目的是防止矫正对象再犯罪而不是复归社会。矫正

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法制、时事政治、监管规定、社会道德为主,而社会适应和职业培训所占的

比重相当小,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加缺乏。从帮教扶困工作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和法律援

助是当前各地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的最主要的帮助措施,而就业帮助和入学帮助实施

较少。但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帮助非常重要,根据

美国监狱局调查,在美国释放前获得监狱提供的就业帮助的罪犯重新犯罪率是27.6% ,没有

获得相应帮助的罪犯的重新犯罪率是51.8%。〔57〕因此,首先要完善分类机制,要建立以罪犯

人身危险性为主要分类标准的分类体系,创造条件逐步建立统一的对犯罪人的人格调查与分

类制度,对于不同矫正对象应当采用比较有针对性具体执行方式。其次,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

的评估机制,通过量化的检查督促,用指定时间地点汇报和不定时抽查的办法,掌握他们的动

态,在矫正过程中随时根据矫正的效果调整矫正方式;其三,建立多层次的奖惩机制,以激励犯

罪人自新。其四,要防止在犯罪人与普通人之间制造鸿沟。随着社区矫治的深入发展,除了对

犯罪人的监管之外,应当加强对犯罪人的保护和帮助,提供各种免费的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

重视关心他们的生活,及时给予救助,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协助他们与被害人、社区公

众的沟通以避免遭受歧视和报复,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松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最主要还是如何有效控制日益增

加的法定犯的问题,而通过社区矫正的继续发展,尽可能地使规训策略社会化将是这个问题的

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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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制裁一般被认为是社区矫正发展大一定阶段的产物,包含中途之家、社区服务、住宅监禁、电
子监控、短期军事化禁闭等,不同的措施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既可以适用于非暴力犯罪等较轻的

犯罪也可以附加适用于缓刑、假释,具有为刑罚和刑罚执行方法的双重性质。与传统的社区矫正相比,更注重

对被矫正人员的惩罚和监管。参见尹露:“美国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与本土化思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2018年第6期,第116页;姜楠:“美国矫正制度中的中间制裁制度”,《中国司法》2015年第3期,第91页。

M.D.Harer,Recidivism AmongFederalPrisonersReleasedin1987,WashingtonDC:Federal
BureauofPrisons,1994,p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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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情境预防措施

在美国的诸多犯罪控制策略中,对情境预防为主线的社会控制策略的借鉴无疑是最具有

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犯罪率上升是必

然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这是由多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58〕转型期的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国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失序、贫富差距扩

大、价值异化和文化冲突等导致犯罪率上升的因素不可避免,社会问题的解决也绝非一蹴而就

的事情,我们既不能因为犯罪率升高而压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不可能违反社会规律在短期之

内消除引发犯罪的社会原因,而在刑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践证明严刑重罚并不能对所有的

犯罪类型起到良好的犯罪控制效果,一味地依赖刑事司法的的威慑功能,并不能阻止犯罪率的

持续攀升。而从犯罪的个体成因和犯罪发生时候的情境入手,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和

接受的范围之内,则是当前能够立竿见影的犯罪控制策略,因此,情境预防措施尽管具有“治标

不治本”的问题,但是胜在见效快、成本低,可以为转型期的中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根本上

治理犯罪争取时间。

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已广泛引入了部分情境预防措施,例如在道路和社区安装监控摄像

头,单位、小区、楼宇入口设置电子门禁,人口流动较多的商业区域、车站、机场设置流动警务

站,地铁机场等入口进行安检,网络和银行普遍实行实名制等。特别是监控摄像头的安装和应

用,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据统计,2017年中国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机场、火车站和街道)

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而在美国只安装了大约5000万个摄像头,预计在此后三年内中

国安装摄像头的数量会增加到6.26亿个。〔59〕这些情境预防措施,在对盗窃、抢劫等常见犯

罪、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大量治安案件的防控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实施的场所主要是在人

口稠密的市区和学校、交通站点、商业场所等公共区域,而广大城乡结合部、农村和城市里一些

老旧社区却实施较少,究其原因,仍然是资源的不足制约了情境预防措施实施的范围,因此,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向美国借鉴:

第一,应该打通社会各部门的界限,合理规划情节预防措施的实施,可以借鉴美国的

CPTED项目,〔60〕在不同的区域和社会领域,针对特定的犯罪,在经过专家的评估和设计

之后,系统性地设置情境预防措施,〔61〕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随意实施,尽量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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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路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宣海伦:“中国安装了1.76亿个监控摄像头,这市场还在增长”,http://www.qdaily.com/articles/

4743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0日。
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Design),简称 CPTED,最早

由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C.RayJeffery教授在70年代提出,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了情境预防的

重要理论和实践方案。参见赵秉志、金翼翔:“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2年第3期,第34页。

TimothyD.Crowe,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alDesign,Waltham:Butterworth-
Heinemann,2013,p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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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投入和浪费。

第二,可以大力借鉴美国以“问题为导向”的社区警务模式,从消除城乡结合部等警力薄

弱、安防设施较少的区域的无序和混乱现象入手,将可能引发犯罪的各种问题纳入警察活动的

视野,加强对高发案率的地区的巡逻、设立流动警务站,借助警察部门的防控犯罪的专业技能,

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提供适合情境预防方案和建议,配合街道、社区管理部门设置和改善情境

预防措施,提高情境预防措施的运行效率,以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目的。

第三,在各社区,特别是警力难以深入,情境预防硬件设施难以架设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

村,还可以借鉴美国的“邻里守望”计划。与我国的“群防群治”组织不同,我国的“群防群治”是

在各级综合治安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组织方式也是五花八

门,农村叫巡防队,城市叫治保队、安保队、反扒队等,活动方式比较单一,以组织社区成员带着

红袖箍巡逻查访为主,很难得到大多数居民的配合。〔62〕而美国的“邻里守望”计划与我国的

“群防群治”相比,则具有以下几点优势,其一,它是一种完全的由社区居民自我管理,邻里互助

的自愿性机制,“邻里守望”组织和当地的警务部门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种单纯由社区居

民自愿和自发形成的组织,开展的活动又与社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比较高;其次,尽管“邻里守望”组织是自愿组织,但却是在警务部门的专

门指导下进行预防犯罪活动的,在犯罪识别、操作规范、防范技术等方面有严密的行为实施细

节,具有极强的规范性;其三,注重情境展示和氛围营造,例如参与“邻里守望”项目的社区都会

房屋上显著的位置悬挂“邻里守望”的标志牌,上面印着“私人区域,此处有狗和摄像头”等文

字,使陌生人进入邻里守望区域后能够意识到可能处于社区成员的监视之下,从而可以增加犯

罪的风险,消除其实施犯罪行为后逃避的侥幸心理。因此,美国的“邻里守望”计划由于社区自

助和增进邻里关系等理念深得社区居民的认同,且兼具有较强可操作性和规范性,成为美国最

普遍和有效的犯罪预防机制,〔63〕其优点均值得我国的“群防群治”工作借鉴,这样不仅可以调

动社区居民参与犯罪预防的积极性,而且通过一些情境展示,让潜在的犯罪人随时可以感觉到

犯罪的风险,可以弥补情境预防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

六、结 语

一言蔽之,当代美国的犯罪控制策略,是国家联合社会力量,排除不可挽救的,规训可以矫

正的犯罪人,以此实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犯罪的有效控制。由此而形成的两极化刑事政策,

其宽松层面的默默温情,掩盖了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残酷和现实。如果以公平正义、人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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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鑫:“中外社区治安管理对策的比较———以西方社区邻里守望和中国群防群治为例”,《四川

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89-90页。
参见高英东,见前注〔8〕,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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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罪刑均衡等传统的刑法理念来考量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很可能会

得出一个糟糕的结论,甚至会产生美国的刑事政策正走向重刑主义观点,然而对于美国这个具

有实用主义传统的国家而言,尽管1970年制定的《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1994年的

《三振出局法》、“9.11”事件之后的《爱国者法案》等法案也受到一些争议,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

推行却没有受到实质上的影响,没有什么比犯罪率的持续降低更具有说服力的了。我国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尽管发轫于对“严打”刑事政策的修正,在内在逻辑等方面与美国的两极化刑

事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

形成时期的社会问题非常相似,因此,当代美国犯罪控制策略中诸多优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Abstract:BehindthepolarizedcriminalpolicyoftheU.S.,thereisacompleteandsophisticatedsys-

temofcrimecontrolstrategies.Theinternallogicofthesystemistoopensourcesandreduceexpendi-

turesonlimitedpenalresources.Thestateunitessocialforcestomanagecrimesthroughthepublic̓s
“collectivevictim”mentality.Ontheonehand,throughthesocializationtrainingstrategyofcommunity

correction,resourcesareselectivelypouredintosomeoftheperpetratorswhocanbereformed,whileso-

cialcontrolstrategiesbasedonsituationalpreventionareusedtomaintainsocialsecurity.Ontheother

hand,thecriminalwhohavenocorrectivevaluewillbeexcludedfromthesocietyattheminimumcostby

theisolationstrategycarriedbylongtermimprisonment,thusformingastrictandarelaxedlevelinthe

polarizedcriminalpolicy,whichcomplementeachother.ThecontemporaryAmericancrimecontrolstrat-

egysystemhasachievedgoodcrimecontrolresultssincethemid-1990s,offeringmanylessonsforChina

tolearnfrom.

KeyWords:CriminalPolicy;Imprisonment;CommunityCorrections;Situational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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