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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点评：曙明

本刊策划 李曙明

编 辑 党小学

校 对 杨金辉

原本普通的争执，因为诱发被害人疾病导致死亡。这类命案定罪量刑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中存在分
歧，也令办案人员头痛——

特殊体质命案的罪与罚
!

!方圆"杂志记者 冯建红

通讯员 吴 敏

两名船员在船上作业时因口角引发肢体

冲突!导致一方心脏病猝发而亡"近日!山东省

荣成市法院一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船员

林某有期徒刑三年" 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

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冠心病猝死!这类案

件通常被称为特殊体质命案"

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贾朝阳告

诉记者!司法实践中!办理特殊体质命案存在

诸多困惑"比如!特殊体质人因自身疾病死亡

了!殴打他的行为如何评价#殴打与被害人死

亡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行为

所反映出的嫌疑人主观恶性如何评价#

$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 导致每一起特殊

体质命案的办理不但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而且

个案处理结果迥异并且量刑差异较大%& 贾朝

阳说%

特殊体质命案呈递增趋势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彭现如解

释说!$特殊体质命案&是指在发生肢体冲突时

诱发了特殊体质者死亡的情形%

!"#$

年
%

月
$&

日!河南省平舆县闫某与

陈某因为电费发生口角!朝陈某脸上打了一巴

掌!陈某突然仰面倒地!脸色乌青!不省人事!

赶来的急救人员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法院审

理认为!闫某在与陈某发生争执时!动手打人!

使陈某重症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脏病猝死的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

死亡罪"考虑到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已经赔

偿!得到对方家属谅解"最终!闫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七个月"

北京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专家李

长荣介绍说! (特殊体质 !致死"& 在医学上

指的是病理上没有明显的改变但立即死亡的

情形! 在目前办理的大多数特殊体质命案中!

被害人均有器质性病变 ! 因此刑法学中的

(特殊体质& 与医学上的 (特殊体质& 是有区

别的!不能混淆%

记者了解到!这类案件的特点是!大都由

生活琐事引起!行为人对被害人特殊体质情况

不知情!有些竟互不相识%比如!

!&#!

年
#

月!

郭某在遛狗时与崔某相遇! 两人的狗互相咬

架! 郭某的妻子因此与崔某发生口角并互殴!

导致崔某头面部轻微损伤!崔某因冠心病突发

而死亡%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孙庆

宏表示!近年来!这类案件有上升趋势%北京市

检察院第一分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

年至

!&#!

年!该院共办理
'

起特殊体质命案!被害

人除一例为先天性动脉瘤外!其余均为后天性

的心血管'心肌病%记者调查发现!冠心病也是

特殊体质命案主要死亡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血

管疾病逐渐成为人们高发病种之一!特殊体质

命案也在呈现递增趋势%&贾朝阳分析说%

同案不同判

(遇到这类案件很头疼%&彭现如说!特殊

体质命案的定性可能涉及刑法中四种情形!故

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

罪以及意外事件的认定!但在办理此类案件时

往往存在各种分歧意见%

!&#&

年
(

月!张雪峰'张贺在北京市房山

区迎风二里小区! 因琐事与
)&

岁的王长俊发

生口角!并对其进行踢踹!导致王长俊心脏病

发作死亡% 后张雪峰赔偿王长俊家属
(

万元%

张贺系累犯!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张雪峰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

年
*

月! 力三在北京市海淀区野趣

园俱乐部与洪勇等人一同唱歌' 饮酒至凌晨!

后洪勇等人准备回家!力三因不满他们先行离

去而发生冲突!用拳猛击洪勇头部!将洪打倒

后又连续踢踹头部'上身致其当场昏迷%力三

将洪勇送到医院后!借故逃跑%洪勇因头部被

击打导致左侧颈内动脉瘤破裂! 脑疝形成!呼

吸循环衰竭!经医治无效死亡%力三赔偿死者

家属
!

万元!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

上述两起命案! 都是以故意伤害定罪!但

最终的判决结果相差甚远%两起案件很明显区

别是!一起被界定为轻微殴打!另一起则被认

为有严重暴力殴打情形!判决结果是!前者轻

刑后者重刑%

记者发现!多年来全国各地在办理特殊体

质命案时!呈现出$同案不同判&现象%比如!上

述提到的两名船员口角之争案!林某气头上打

了单某两巴掌!并踢了他大腿一脚!还拿着一

个重约
!

公斤的钢圈打向单某腰部!之后单某

突然抽搐倒地口吐白沫!最终死亡%从基本案

情看! 林某的殴打行为程度与前述案中张雪

峰'张贺的行为程度相似!但林某最终因过失

致人死亡罪被判刑!区别于张雪峰'张贺的故

意伤害罪%

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遭到诟病%那么!

特殊体质命案为何各地判决结果迥异呢#

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分析认为!背后的原

因是各地办案时判断的重点不同+有的重点是

对于行为的判断! 有的是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也有将重点放在嫌疑人的主观罪过判断方面%

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不同的!解决的出路

也是不一样的%

#一刀切$现象凸显

司法实践中! 特殊体质命案办理还呈现出

$一刀切&现象%罪名高度统一!以故意伤害罪定

罪!但量刑结果差异甚大!北京地区尤为突出%

$办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处理原则是 ,打死

人! 要承担责任-% 所以实践中不能突破这个

原则% 从
!"+"

年开始! 命案都集中在中院审

理! 这类案件一般都是定故意伤害罪%& 孙庆

宏表示! 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 一般是如果

鉴定没外伤! 基本都判缓刑! 构成重伤的则

判实刑%

司法实践中!定罪为故意伤害罪的特殊体

质命案!有些案件的量刑较轻!并不符合法定

刑罚%彭现如介绍!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需要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走程序!浪费了大量

的司法资源!也影响了办案进度%希望立法能

够考虑到特殊体质命案的量刑问题%&

彭现如还告诉记者!民事赔偿也是此类案

件最终能否(案结事了&的重要原因!且个案之

间赔偿数额差异较大!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目前这类案件的司法文书也普遍缺乏说

理性%&贾朝阳介绍说!在特殊体质命案司法文

书中!往往一方面简单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

伤害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的行为&!另一

方面简单指出(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这样笼统

的论述%(这样的司法文书不仅对个案没有说服

力!同时也掩盖了不同个案之间的差异%&

(除了法律理论认识偏差! 受功利主义目

的左右! 认为只要可以案结事了就不再细究

其他问题! 也成为这类案件处理混乱的原因

之一%& 一位办案人员认为! 有个别司法者在

处理特殊体质命案时为了平复被害人近亲属

的过激情绪! 避免缠访' 闹访! 便抛开刑法

理论和逻辑! 优先考虑适用处罚较重的故意

伤害罪! 以重罪重刑为威慑迫使被告人尽量

高额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经济赔偿以换取较

低量刑%(事实上!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被害人近

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进一步无理缠访'闹访

以求更多赔偿的现象!可见,以刑压民-并不能

真正化解矛盾%&

尸检鉴定缺乏行业标准

实践中!特殊体质命案的被告人行为在鉴

定意见中都称为(诱因&!这个诱因在导致被害

人死亡中到底起到多大作用! 会影响最终判

决%所以!法医们的鉴定显得尤为重要%尸检鉴

定意见中死因究竟是什么很关键!什么疾病最

终造成死亡! 导致这种疾病发作的因素有哪

些!都是鉴定意见中应该明确的%

李长荣介绍!特殊体质在命案中导致被害

人死亡的原因占多大比重的鉴定问题! 现在

法医学界没有相关参考标准! 实践中鉴定起

来也比较困难% (可以理解为没有国内的行

业标准! 因此关键还要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

致死者死亡%&

(一般的! 我们认为一个患有脑梗的被害

人!在案发当时就有症状出现并死亡!可以认

为有因果关系! 但如果案发几天后出现死亡!

我们在尸检意见中很难认定嫌疑人行为与被

害人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 北京市公安局司

法检验鉴定中心鉴定专家徐华认为!目前这类

案件处理都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嫌疑人的殴

打行为在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中!所占的

比重和程度很难量化判断!即便是参照医疗事

故的标准!应用起来也挺费劲!因此这种参与

度的鉴定实践中很难做出%

(关于因果关系的归属! 英国把因果关系

分为事实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个人的行为

导致一个特殊体质的被害人死亡!这个事实是

有的! 因此事实的因果关系肯定是存在的!而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要肯定% 日本也是这样!

对于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的事件!很少有否定

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情形%& 清华大学教授张明

楷认为!对于特殊体质命案!关键问题不在于

因果关系的判断!而在于对嫌疑人主观罪责的

判断%(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既不存

在故意也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 就是意外事

件%对于特殊体质的被害人!我们定罪不能学

德日韩%德日韩是暴行罪!法官量刑轻%而我国

刑法中没有暴行罪!而故意伤害罪较宽!把殴

打'一般暴力都定性为,伤害-!而一般殴打行

为所反映出的主观心态多是过失!顶多定过失

致人死亡罪%&

应破除%重罪&阴影'

(特殊体质命案的处理不仅仅是法律问

题! 还是社会问题% 被害人虽然有特殊病因!

但是行为人打死人了! 被害人家属的诉求是

不能不考虑的! 所以即便从法理上认为这是

个意外事件! 司法机关还是要处理%& 清华大

学教授周光权认为! 实践中大多数特殊体质

命案都定了故意伤害! 是相对比较重的罪 !

其实有些案件不能排除行为人的过失心态 !

但要得出过失的结论! 就要对他的预见可能

性进行判断! 行为人有殴打行为! 这种殴打

是故意伤害还是其他! 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

果! 行为人是过失还是故意! 定罪还得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

(对于这种动辄打人!打击强度又较大!被

害人身上有伤的情形!这类案件我个人倾向原

则上定故意伤害罪! 这样定罪处理也比较便

捷%而对于被害人过错明显的!可以以意外事

件处理%对于轻微殴打的行为人!导致特殊体

质被害人死亡的!可以考虑按寻衅滋事定罪处

理!既进行了刑事处罚!又考虑了量刑%而对于

主观上没有故意的!可以考虑定过失致人死亡

罪!总的来说!要考虑刑法的目标是规范!原则

上能进行判断的!按照罪责相适应原则处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建议%

学界对于特殊体质命案定罪争论不一!各

地司法机关也不断在寻求解决之道%

!"+,

年
(

月!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印

发了.特殊体质命案审查重点基本规范/%从事

实认定'法律适用'办理案件程序三方面明确

了详细的审查重点% 依据该规范办理的鲍吉

祥'文佳故意伤害一案已经在海淀区法院开庭

审理!这让彭现如充满了期待%

鲍吉祥' 文佳酒后与一老汉发生冲突!并

动手打了老汉%当天晚上!老汉回家后感觉不

舒服!半夜去了诊所%但第二天!有人在诊所门

口发现老汉已死%后鉴定死因为心脏病发%

$案子虽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但不排

除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彭现如告诉记者!关

于特殊体质命案的审理!法院和检察院都颇受

定罪问题困扰!但都在有意识地朝着更为人性

化和合理的方向努力%$相关的立法建议!也已

经在筹备阶段%&

根据刑法
!$,

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

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0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死刑%本法另有规定除外%

$还应合理定位,命案1管辖%&贾朝阳介绍

说!根据管辖相关规定!除比较典型的过失致

人死亡案!多为技术作业过失"仍由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外! 其他包括殴打特殊体质致死等

(命案&实际上均提至中级法院管辖!这其实在

无形之中给公民甚至给司法者本身形成了一

种心理上的错觉222只要是上升至中级法院

管辖的案件就必然是重刑案件!这为特殊体质

命案在管辖上投射了一层(重罪&的阴影%

贾朝阳认为!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发

生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与刑诉法(可能判处无期

徒刑'死刑的案件&并列为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

件!防止以管辖决定罪刑轻重的不当影响%

(希望随着法治发展! 这类案件不要都以

,故意伤害1来处理!能够真正地根据证据和法

律进行处理%&孙庆宏说%

!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

没购房资格签购房合同，买方并无过错

!

苏亚江

#白卖了两套房$一文报道张强

与周先生签订买卖房屋合同后%张

强为取得购房资格将家里两套房卖

掉%卖房人又将房子卖给他人&笔者

认为% 法院认定买房人张强有过错

于法无据&

本案之所以引起关注并且两

级法院在归责上作出几乎相同的认

定%不外乎两个特殊事由'其一%张

强在签订合同时不具备买房资格(

其二%合同签订后%北京市即将出台

)征收
!"-

个人所得税*政策会使交

易成本陡然增加% 卖方担心利益受

损急于将房屋卖出+ 正确分析这两

个节点% 对合理划分双方责任非常

重要%也才能确定违约赔偿数额&

首先% 需要分析签订合同时张

强不具备购房资格%合同是否生效,

!&#$

年
#

月% 张强与卖方周先生正

式签订合同% 次日依约支付买房定

金
(&

万元%一个月后又支付部分房

款&根据
!&##

年
!

月北京市 -关于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

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的通知.%已经拥有两套住房的北京

本地户籍家庭%不能再新购买住房+

签订合同时% 张强家里已有三套房

屋%他不具备购房资格%但这并不当

然导致合同无效+原因有三点'一%

北京的上述调控通知并不是法律/

法规%只是政府规章%违反该规定并

不能当然导致合同无效(二%无处分

权人签订的合同尚且可以通过权利

人追认使合同有效% 那么本案合同

签订后张强一直在积极作为% 以使

自己具备购房资格% 对此卖方也是

明知并且接受的% 签订当时不具备

购房资格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

还是要看其后是否具备了资格%事

实是张强尽快卖出自己两套房并获

得购房资格(三%在明知买方不符合

购房资格情况下% 卖方仍接受买方

支付的定金和房款% 显然是对买方

将来才能获得购房资格进而才能完

成买卖的认可和接受&可见%本案合

同成立并且已经生效& 对合同的效

力问题% 法院也认定合同有效&那

么%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张强

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没有过

错&

其次% 卖方担心北京即将出台

的 0卖房征收房产转让所得
!&-

个

人所得税*致自己利益受损%对此买

方张强是否有责任,法院认为0张强

虽在签订合同后采取措施将家庭名

下房屋另行出售以符合购房资格%

在此情况以及1新国五条2的社会影

响之下% 张强的行为势必会对周先

生判断合同能否顺利履行产生一定

担忧%对此具有过错*+笔者认为'不

仅 0过错* 不是承担违约责任的理

由%而且本案中张强也没有过错+理

由有三'一%签合同时卖方对买方没

有购房资格是明知的% 该明知就包

含了承担等待的义务和等待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风险(二%0新国五条*属

于0政策风险*或0不可抗力*%买方

张强怎能预知, 将不能预知的风险

强加给买方承担没有法律根据(三%

法院认定 0张强的行为势必会对周

先生判断合同能否顺利履行产生一

定担忧*% 完全是在为卖方开脱责

任+一方面0担忧*不是卖方周先生

违约的理由%另一方面该0担忧*也

并非买方张强造成% 张强无购房资

格%周先生明知%0新国五条*实施细

则出台亦非张强能控制% 怎么就能

认定张强给周先生判断合同能否履

行产生了担忧, 这个担忧恰恰是周

先生在签订合同时所必须承担的风

险+

再次%不能无视张强在明知0新

国五条* 实施细则马上出台后积极

采取的行为和双方之间的频繁沟

通+当时双方频繁短信沟通%张强明

确告知了自己的卖房进度和获得资

格时间%并且最终获得购房资格%而

周先生房屋的最终买方获得购房资

格甚至更晚+整个履约过程中%张强

不存在过错+

最后% 必须正视卖方周先生公

然违约的主观过错程度% 合理确定

其承担的违约责任+本案告诉我们%

就在张强频繁与周先生联系告知自

己马上获得购房资格的时候% 周先

生却在未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将房

屋卖出%导致自己履约不能+对于卖

方周先生担心自己利益受损的想法

可以理解% 但其维护自己的权利是

建立在买方受损的基础上的% 他完

全可以通过通知对方/ 中止履行合

同等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方式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 同时又不致使对方遭

受损失+基于上述分析%卖方应严格

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足额

赔偿买方损失+

本刊
'

月
!$

日刊登的

-白卖了两套房$报道

"信访学习班
新闻(

'

月
!%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国家信访局表示!(访民报社门口集体喝

农药&事件中!访民反映的江苏省泗洪县

有关部门在
!&#$

年旧城改造项目中确

有违规问题! 目前涉事地泗洪县县委书

记'泗洪县常务副县长等
#,

名相关责任

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记者调查发现!

'

名上访群众都遭受了强拆!对政府补偿

严重不满%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曾被当

地政府抓进了信访学习班!被套黑头套'

殴打'罚站'不给饭吃'侮辱等%

点评( 如果不是在报社门口集体喝

农药%改造项目违规确认/责任人处理%

恐怕都不会这么快+ 但以这种方式推动

事件解决% 当事人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太

大了+

更要说信访学习班+ 可以随意拘禁

人%动辄打骂%学习班实乃法治社会的怪

胎+ 如果全国开办这种学习班的不止泗

洪%那有一个算一个%全关了吧+

"解聘女教授
新闻(

'

月
!%

日.新京报/报道!

#%%$

年! 清华开始试行的人事改革制度中规

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

不足以提高职称! 应自行走人% 今年
,

月! 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

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

共计
(&

多封
,

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

这位 (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

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

点评(上大学时%同学普遍感觉机械

系老师课讲得好/水平高+曾就此话题和

一位老师聊过% 他的说法是'0不是水平

高%是水平低+别的系老师有科研项目%

又能接活儿挣钱%我们只能备课讲课+*

不敢说科研成果不重要% 但既然是

老师%课讲得好就该是第一标准+学生爱

戴的好老师不得不走人%结论只有一个'

学校考评机制有问题+

如今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同学见面%

说起当年讲课好的老师%仍是一脸崇敬+

至于谁成果多论文多%没人关心+

"“点招”
新闻(

'

月
!%

日.扬子晚报/报道!儿

子高考成绩没达到南京一所名校的录取

线!原江苏省如皋市委常委'如城镇党委

书记黄某想到(点招&的路子!于是找到

企业老板吴某! 让他弄到该校的一个录

取名额! 又让吴某掏
#&&

万的捐资助学

费%日前!法院终审认定这一百万块钱为

其受贿款%

点评(花一百万就能上名校%有钱真

好(一百万可以让别人出%有权更好+

不说书记了%他已经付出代价(也不

说出钱的老板了%

#&&

万打了水漂+ 说说

高校吧+报道没提这是哪所高校%但价码

百万%0名校*无疑+

0点招*这条路是给谁留的%傻子都能

看明白+奉劝学校赶紧把这条0歪门邪路*

堵上%否则%它带给学校的%只能是骂名+

运动/外力打击等都可能引发特殊体质者猝死+对司法人员来说%对导致猝死的

行为做法律评价%难题不少+ 图片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