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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心主义”
视角下我国证据制度构建初探
——
—从“赵作海案”说起
■陆 远
“审判中心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刑事司法原则，是评价一

理，行政机关希望施加罪名的愿望才能得到实现和确定，
正符

国司法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而相比国外的司法实践，我国

合审判中心主义的言下之意。

刑事司法中的“审判环节”常受到行政权力的侵蚀，尚未成为
刑事诉讼的中心。河南“赵作海案”的发生，再次给我国不完

然而，
就中国的现状上看，
公安机关的取证作为最主要的
证据来源，
而辩护方基本不具有取证的能力，
很多时候还需要

善刑事程序制度敲响了警钟。因此中国亟待以证据制度的完
“审判中心主义”
的重构。
善为契机，完成由“侦查中心主义”向
一、赵作海案的司法反思

借助公安司法机关的“案卷”来了解案情。另一方面，由于辩
方的证据较少且难以取证，审判中产生了双方地位严重失衡
的状况，
法官极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控方的偏见。

10 年发生的“赵作海案”一度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
题。在审理本案证据的过程中，作为终极司法机关的人民法
院完全沦为侦查机关罪名认定的附庸。而从实质上看，证据

阶段论使审判格局由“控辩平等对抗、双方举证质证、法官中
立裁判”
的程序发生了扭曲。规则的缺失使法官心证过度，
导

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诉讼

上的瑕疵和对非法证据无端采纳系本案一切错误的根源。这
起错案不仅仅反映了审判人员在证据认定上的误断，更映射
着中国刑事诉讼立法体系的重大缺漏。这种缺漏使下列三个

致大量行政意志因此被渗透到了审判当中。
以下将从若干证据规则进一步分析：
1.“案卷中心主义”下直接言辞原则的不足与法官的擅

中国刑事司法存在的严重弊病在本案中暴露无遗：

断。在西方国家，法官的裁判要建立在庭审中控辩双方面对

（1）法官存在严重的预断可能性，
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并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判决。（2）非法证据难以排除并可轻
易进入审判，刑讯逼供问题严重。（3）司法审判带有严重的纠

面的、以言辞为主要工具的对抗式调查、质证和辩论的基础
上。
这种
“直接言辞原则”
，
既可以体现中立、
平等、公开等程序
正义的内在价值，也可以通过集中、
连续的对质促进法官对案

问式司法模式色彩。
二、审判中心主义与中国刑事诉讼实践现状

件事实的认知做出正确的实体判断，在最大程度上消解控辩
双方对法官裁断的怀疑和抵触。
在目前中国的刑事案件审理中，
采用的是一种
“复印件主

1.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审
判中心主义指的是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将
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而侦查、起诉等审判

义”
，但仍然会使法官产生对案件的预断：首先，由于“主要证
据”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各地的做法也不同，有的检察机

前程序仅被视为审判程序开启的准备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
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维护，被告人的刑事

关担心提供的证据不全，会将所有证据都以复印件的形式提
供，导致“复印件主义”与“案卷中心主义”无异；其次，法官素

责任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权威的确定。

质参差不齐，导致对证据的调查质证、对事实的分析认定、甚

综观各国司法实践，提倡审判中心主义的作用有二：
（1）
从权力的分配来看，
它能促使法院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行政权，
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2）法院的最终审判往往能保证那些

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仍然过度依赖公安机关制作的案卷笔
录。由于证人出庭率极低，法官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交叉询
问。因此主审法官仍在查阅侦查案卷后作出
“默读审判”
。在当

无罪的嫌疑人免受强大行政权力的侵害，从而成为保护个人
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前庭审制度下，
“直接言辞原则”
势必将流于形式。
2.从“唯口供”到刑讯逼供的滥用。英美法系国家确立了

2.我国司法实践中审判中心主义的缺失。与英美“司法国
家”模式不同，我国的行政权力尤为强大。诚如陈新民教授所
言：
“现代国家权力中最强力者，
是在行政权”
。在行政权力高
度集中的情况下，
法官似乎是被迫地、有意避开存在疑点的证
据，放弃了保护当事人自由的最后一线机会。
我国宪法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然而当下我国审判机

“自白任意性”原则，给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的权利。具体而

关的地位相较于公安、检察机关并不突出。在公检法三机关
在刑事定罪量刑过程中“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的模
式下，法院往往成为了国家机器治罪的工具。综上所述，我国
当下亟待突破侦查-起诉-审判“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树
立审判机关的权威性。
三、从中国审判中心主义的漏洞到证据规则的缺失

用此做法，不过实践中却产生了法官对口供的过度依赖的情
况。这样不仅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羁押比率过高，也导致
“刑罚倒挂”
现象的发生。
当前理论界提出了一种“零口供”规则以规避这一问题。
但是从“唯口供”到“零口供”观念的转变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因此，
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从实证规定的角度出发，
进而有效减

西方国家设立了多种证据规则。这种类似漏斗的规则，
使得行政机关的意志在一套严密的司法规则下层层过滤，最
后成为司法三角形中控方的一角。只有经过法官的采信和审

少法官对于侦查机关提供证据的过度依赖。
英美
3.证人出庭的空白与控方权力的肆意。如前文所述，
法系采用的是“大证人”的概念，不论是犯 （下转第 219 页）

言，犯罪嫌疑人并不受强迫自证其罪，
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
沉默权利。另一方面，
“辩诉交易”
的设立，
也促使嫌疑人放弃
沉默权，
缩短审判期限。
相比之下，
大陆法系国家多依据补强证据原则，
通过其他
证据来补正，进而确定犯罪嫌疑人陈述的真实性。我国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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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和效率的价值应该被神圣化，
并为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维护。

可动摇性、
具有神圣性，
是他们发自心底的、
真诚的信仰，
与他
们所认为的最高真理、价值观是一致的。如果真是这样，
人们

四、法律的新生
世俗—合理模式忽略了法律中某些超出合理性之外的要

就可以自愿地为捍卫这种真理、这种制度、这种信仰献出生
“换句话说，
；
只有当法律与人们所信仰的理念发生了不
命。”

素，尤其是那些为法律与宗教所共有的要素的重要性。这主要

可分割的关系时，
只有当法律能够产生出某种社会效果、
符合

是视法律为规则实体的谬误所致，它也与低估了规格赖以发

人们所信仰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正义的标准和价值时，它才

挥其作用的环境有关。一旦把法律理解为积极的，
活生生的人

能得到信任、继而才能被信仰；它才能被称为是正义的、公正

类进程，它也就包容了——
—正好比宗教包容了——
—人的全部
存在，包括它的梦想，他的情感，
他的终极关切。

的法。而评价法律公正性（正当性）的标准，
不仅需要法律规则
和正当程序，
更需要来自法律之外的社会评价体系。这就是与

法律与超验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首先通过
仪式，亦即象征法律客观性的程序形式程序；
其次，
经由传统，

终极真理、
绝对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道德传统。”
让爱的平等和谦让注入利益分配的考量之中，自由和正

即由过去沿袭下来的语言和习俗，它们标志着法律的衍续性；
再次，依靠权威，也就是说，法律依赖的是某些成文的或口头

义能指导人类行为的方向，
平等与公平形成良好秩序，
并促进
效率的不断提升，
达到社会整体资源的增益，
使人人在和谐美

的渊源，这些东西正是人们看来是至善至真，必得服从的，正

好的社会生活中德性提高。让法律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

是它们赋予法律以约束力；
最后是凭借普遍性，
这是指法律所
包含的那些概念或洞见都需是普遍有效的，这体现法律与绝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
对真理之间的联系。这四种要素——

我们矢志不渝的信仰。

性——
—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
它们提供了一种背景，
而任何一个社会（虽然有的社会在程度
上不及其他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其作用，并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
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生活·

且都从这里取得它们的合法性。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不会长期地、违心地拥护某种政治
制度或经济制度，
除非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代表着真理，具有不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91.

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
（上接第 217 页） 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侦查阶段的警察，
都负有作证的义务。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都奉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则。而相比之下，中国庭审中多
数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极大影响案件的程序正当及实体公正。
在中国，侦查机关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并不视为传来

作证规则，
并赋予证人适当的保护。当前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
了证人出庭的义务，
但并没有具体如何实施的规则。因此，
有
必要通过制裁和鼓励相结合的措施保证证人出庭。在强化对
庭审重视的同时，
更好地削弱控方证据在庭审中的影响力，
防
止以行政机关证据为中心
“唱独角戏”
。

证据，而是原始证据，证明力较高。而由于缺乏一个“英美式”
控方证人出庭的制度，即使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一再
声称自己被刑讯逼供，
法院也难以查证，
从而极大放任控方证

贯彻言词、直接审理原则，严格限制传闻证据的证据效
力。如前所述，
只有完善证人制度，
才能从客观上保证直接言
词原则的实施。此外，我国有必要提高庭审中记录的水平，
从

据的进入，导致中国审判中心主义严重的缺失，
反而充斥着侦
查主义的浓厚色彩。10 年 6 月，最高院新出台了两个司法解
释，其规定了更为详细的证据排除规定，
但并没有涉及到证人
出庭的问题。
四、我国“审判中心主义”
下证据规则的重构路径

而减少法官对案卷的过分依赖。
建立完善的控方责任追究机制。完善证人制度不仅仅是
确保证人、
鉴定人的出庭，
必要的时候应当保证控方证人即侦
查机关办案人员出庭直接接受质询。在此基础上，
还应当适当
规定法官没有审查刑讯逼供时应担的责任以及检察官审查不

建立预审法官制度。司法中心主义当以
1.效仿英美国家，
司法最终性原则作为其要旨，而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西方国

力的责任，
进而保证法律对法官过大裁量权的约束，
也有效防
止控方权力的滥用。

家实行的预审法官制度能有效对不当追诉进行过滤，从而及
时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强调了
庭审的重要性，其亦不存在危及司法效率的可能，
因为前置程
序的设立往往是为了缩短后置程序所设立的，能有效减少给

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有必要在本
次“两高”司法解释
“禁止用非法的方法获得言词证据”
的基础
上明确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认定问题。此外，
还有必要在立法中
适当弱化控方证据的证明力。

做出判决的终审法官的证据审查压力。
“复印件主义”的实施已经证明，
“诉讼状一本制”在中国
实难以实行。因此有必要在借鉴英美法系预审的基础上对提
交给法官的证据材料类型、内容进行严格的筛选，
从而削弱控

以上相关做法并不互相孤立，而应当互相补充，互为基
础，
形成一种螺旋式的进步。
唯有以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心原
则，加以具体证据规则的方法辅助，
才能真正保证司法的公正
和法院审判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地位的上升。

方的力量，保证庭审控辨双方地位的相对平等和法官的中立。
2.强化法庭审判的相关证据规则。设立完善的证人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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