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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国际刑法保护的多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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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人权在现 实生活中又外化为应有人权、
法定人

权、实有人权三种基本形态, 而应有人权向实有人权的 转化则是人类执着追求的共同理想。国际刑
法正是根植于这一理念, 在践行共同理想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关键词〕
人权; 国际刑法; 多维思考
〔中图分类号〕
D998. 2

〔
文献标识码〕A

享有充分的人权, 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 理想,

〔
文章编号〕1000-5587( 1999) 03-0074-05
为人类共同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共 同理想。因此, 对人

而尊重和保护人权, 则是人类享有人权的必要 前提。

权的 任何侵犯, 不再仅 仅意味 着对某 些人现 实利益

自近 代以来, 尊重和保 障人权 日益得 到国际 社会的

的侵犯, 而是意味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蔑 视; 对任

普遍 认同, 并 通过各种 国际法 律文件 的形式 加以确

何个 人的人权的 蔑视不 再仅仅 是针对 这个个人 , 而

认。其中, 构成国际刑法的诸公约, 是 其重要组成部

〔2〕
是意味着对所有个人的尊严和价 值的践踏。

分, 并在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拟就人权国际
刑法保护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人权国际刑法保护的理论根据

国际 刑法正 是以此 为理论 根据, 随着打 击国际
犯罪 的实践发展 而不断 完善, 并践行 着保护 人权的
夙求的。所谓国际刑 法, 是指国际公约中旨在制裁国
际犯 罪、
维 护各国共同 利益的 各种刑 事法律 规范的

何谓人权, 在法学界见仁见智。笔者认为 , 人权

〔3〕它是由 经过严 格的 国际造 法程 序确认, 并
总称 。

应理解为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或 者实际享有的

为国际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和明示 信守的国际公约构

为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的最一般的 形式。其中,

成的, 而且 以制止和惩 罚严重 侵犯人 权的国 际犯罪

“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
是指人作为人 应该享有的或

行为为宗旨。因此, 国际刑法自其诞生之日 起, 就充

者实 际享有的 一切权 利, 是 对应有 人权、法定人 权、

分反 映了广大国 际社会 成员惩 治国际 犯罪、保护人

实有人权三种基本形态的最普遍 的概括。应有人权

权的 共同意 志, 它 也因此 具有普 遍约束力 。也就是

是人 权的初始形 态, 是 人作为 人应该 享有且 尚未被

说, 国际刑法在威慑、
遏止犯罪行为 方面已经超出了

法律 化的权利的 最一般 的形式, 其内 容和范 围极其

地域性、民族性所划定的界限, 具有 了普遍性的震慑

广泛。人权自 17、18 世纪被西方资产 阶级启蒙思想

力。这就在一定意义 上与人权理想达成了同一, 为国

家提出以来, 历经了 300 多年的嬗变。但无论如何演

际刑法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提 供了可能。事实也

变, 自始至终都不单单是代表着某些人、某些阶级反

证明: 国际刑法在规制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 打击战

特权的一种工具、一种口号, 而是所 有人“
不分 种族、

争犯 罪、
种 族隔离与歧 视及恐 怖活动 等极端 侵犯人

肤色、性 别、
语 言、
宗 教、
政 见或他 种主张、国籍 或门

权的行为方面, 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1〕等差 异, 都应该 享有
第、财产、出身 或他 种身份 ”

然而, 应有人权在被法律规范所肯定和 确认时,

的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享 有和行使这些权利, 则成

由于 客观与主观 条件的 限制, 不可能 全部转 化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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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权。 因此, 法 定人权的内容永远 不会突破应有

不得以“政治罪”
为借口规避法 律。《
废除奴 隶制、
奴

人权; 后者也 就自然成 为前者 的评价 标准和 道德依

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度和习 俗补充公约》( 1956) 中,

据。另一方面, 法定人权只有 转化为实有人权,

才

也将 奴隶制、债务 奴役、农奴制、强迫 和强制 劳动等

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同 样理由, 法定人权也不可

严重侵犯人身自由及安全的行为 作为重点打击的对

能全 部被人们真 正行使 或享有, 其现 实化程 度越高

象。 此 外, 《关 于 制 止 非 法 劫 持 航 空 器 的 公 约 》

越说明二者之间的差距越小, 这样, 实 有人权则成为

( 1970)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 全非法行为的公

法定人权的又一价值尺度。可见, 法定人权在应有人

约》( 1971) 、《
反 对劫持 人质 的国际 公约 》
及《
禁 止酷

权和 实有人权之 间架起 了一座 桥梁, 为人权 实现由

刑公约》( 1984) 等 其他公约中, 也都 将危害人身自由

应有 向实有的飞 跃提供 了必要 的法律依 据和保 障。

与安 全的行为列 为严禁 或严惩 的对象, 以加 强对此

但这 些特点也就 决定了 国际刑 法在保护 人权方 面,

类行为的打击力度。

既具 有有效性、普遍 性的一 面, 又具有有 限性、特殊

( 三) 发展权

性的一面。

发展权作为广大 发展中国家反击

“人权外 交”
的 锐利武器, 已为 国际社 会成员 所承认

二、
人权国际刑法保护的主要内容

和接受。所 谓发展权, 是指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
充分 实现民族自 决, 并 对所有 自然资 源和财 富行使

为推 动人权 从应有 向实有 的转化, 使人 人享有

〔4〕为 维 护各 民族 的 健 康发
不 可剥 夺 的完 全主 权。

充分的人权, 国际社会在保障生命、
自 由及人身安全

展,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
规定, 凡主观上是

等方面采取了一致的立场。综观有关 国际公约或条

以消灭某一民族、种族、
宗教或社会 团体的全部或局

约, 笔者认为, 国际刑法主要确认了以 下几种基本人

部为目的之行为以及共谋、煽动、
参 与灭绝种族的行

权, 并采取了较为有效的保护措施。

为都 以本罪论处 ; 而且 不管既 遂还是 未遂都 严惩不

生命权是最基本也 是最重要的人

贷, 且不得以“
政治罪”为由拒绝引渡。《禁止并惩治

权, 是人类享有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鉴于二战的

( 一) 生命权

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则明确禁止, 旨在阻止一个

惨痛教训, 《
世界人权宣言》( 1948) 向世人宣告 : 人人

或一 个以上种 族团体 参与该 国政治、经济、社会 、
文

享有生命权利! 此前, 东京、
纽伦堡国 际军事法庭还

化生 活及故意创 造条件 以阻止 其充分 发展的行 为。

以侵略罪、战争罪、
反人道罪宣判了法 西斯主义者滥

对于灭绝种族、种族隔离行为, 不论 发生在平时还是

杀无辜的暴行, 并将二法庭所确立的原则, 作为以后

战时, 也不管实施者是个人还是国家代表, 更不论动

处理类似事件的一般原则, 如严禁在战前或战 中, 对

机如何, 均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侵略、战争及奴

任何平民进行谋杀、灭绝等非人道行为。为制止和打

隶等罪行的制裁, 无疑有助于维护民族、国家及人类

击类似行为尤其是种族灭绝行为, 《
防 止及惩治灭绝

的顺利发展。

种 族罪公约》( 1948) 将 凡是蓄 意全部 或局部 消灭某

( 四) 平等权

平等权是人类 重要人权之一。人

一民族、人种或宗教团体的行为, 均按 “
灭绝种 族罪”

们之间、种族之间、
民族或国家之 间, 只有互 相尊重、

予 以 严 惩; 《禁 止 并 惩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国 际 公 约 》

平等相待, 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才能使人人

( 1973) 中 也把 杀害 一个 或多 个种 族团 体成 员 的行

享有充分的人权。为使人类不分种族、
肤色、性别、
语

为, 作为“
种族隔离罪”罪状之一。此外, 《
反对劫持人

言、宗教等 差别而享 有平等 权利, 《
消 除一切 形式种

质国际公约》( 1979) 等公 约中均强调了类似的 内容,

族歧视国际公约》( 1966) 中强调, 各 缔约国应实行消

以打击践踏生命权的各种残暴行为。

除 一切 形式 种族 歧视 和实 施促 进种 族间 谅解 的政

( 二) 自由权

自由权是又一 重要人权。但人类

策, 采取措 施确保种族 团体和 个人完 全并同 等享受

一向 珍爱的自由 却不时 地受到 种族歧视 与隔离、奴

人权 基本自 由; 对宣传、煽动 及在政 治、
经 济、
社 会、

隶制度、恐怖活动及酷刑行为的威胁。为遏制和惩罚

文化 权利等方面 实行种 族歧视 行为者, 一律 依本公

此 类行为, 《
禁止 并惩治种 族隔离 罪国际 公约》中规

约严惩。其 他公约对侵略、
战争、奴役、
种族隔离与灭

定, 凡任意逮 捕和非法 拘禁一 个或一 个以上 种族团

绝等罪行的规定, 同时也是对平等权的尊重、确认及

体的 成员或使其 受到身 体上或 心理上的 严重伤 害,

有力保护。

侵犯 他们的自由 或尊严, 或严 刑拷打 他们或 使其受
到残酷的刑罚……等行为, 均视为种族隔离行 为, 且

( 五) 特 殊主体 的人权

妇女、儿童( 依 1959 年

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
规定, 应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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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罪犯( 这里也包 括犯罪 嫌疑人、刑事 被告人) 因

罪犯也应享有作为人应该享有且 未被依法限制或剥

其生 理、
心 理、
身 份上的 特殊性, 国际 刑法和 其他国

夺的那部分权利。因 为, 国际公认的人权基于这样的

际人权法律文件一样给予了特殊的保护 。

前提: 所有 的人, 正因为 他们是 人, 他 们都平 等地享

1. 妇女儿童人权的特殊保护

〔6〕罪犯自然也 不例外。尤其当罪
有某 些基本权利。

平等 权, 对于妇 女而言, 除具 有不分种 族、肤色

犯被依法拘捕或关押时, 不仅丧失了犯罪的 条件, 而

等差 别而人人平 等及所 有妇女 一律平等 的含义 外,

且易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更侧重于不同“性别”
差异的平等, 即《消除对妇女一

为此, 《
禁止酷刑公约》( 1984) 敦促各缔 约国, 应

切 形式歧视公 约》( 1979) 所强 调的在 男女权 利平等

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 任何领土内出现酷

基础上享有一切经济、社会、
文化、公民和政治 权利。

刑行为。对于已发生的任何酷刑行 为都应按刑事罪

男女平等是妇女享有其他权利的 必要前提。对于儿

行予以惩罚。同时, 还强调对参与司法活动 的执法、

童而 言, 则侧 重于不因 年龄差 异而享 有与成 年人同

医务 及其他工作 人员, 进行有 关防止 酷刑教 育及监

等的 权利, 且 不因儿童 或其父 母或法 定监护 人的种

督的必要性。对罪犯 的监管还应恪守《
囚犯待遇最低

〔
5〕

族、肤色、
性别……而 有任何差别。 也就是说 , 国际

限度标准规则》( 1955) 、
《执法人员行为 守则》
( 1979)

刑法 诸公约所禁 止的行 为, 凡 不应对 男性及 成年人

及《关于医务人员、
特别是医生在保 护被监禁和拘留

实施的, 同样也不应对妇女儿童实施; 任何人不得以

的人 不受酷刑和 其他残 忍、
不 人道或 有辱人 格的待

侵害的对象为妇女儿童为由, 拒绝承担刑事责任。不

遇 或处罚方 面的任务 的医疗 道德原 则》
( 1982) 中的

仅如此, 还应采取一切措施, 消除一切 形式和表现的

有关规定, 以维护罪犯的人格尊严。

性别歧视、年龄歧视, 对儿童要给予法 律上的适当保
护。

对于死刑犯规定得更为具体 。《
关于保护面对死
刑的人的保障措施》( 1984) 要求, 未 废除死刑的国家

对 自由 权的 保 护, 对妇 女儿 童 有特 殊 的意 义。

应本 着从旧兼从 轻原则, 只对 蓄意而 结果为 害命或

《禁止 贩卖妇女和 儿童国 际公约》( 1921) 与《禁止贩

其他极 端严重的罪刑判处 死刑; 对于犯罪时 未满 18

卖成年妇女 国际 公约》( 1933) 扩展 了 1910 年《禁止

岁的 人不得判处 死刑, 对孕妇 或新生 婴儿之 母或精

贩卖白奴公约》中有关保护妇女儿童自由权的 内容,

神病 患者不得 执行死刑( 其中 也强调 了对妇 女儿童

强 调不 仅禁 止贩 卖白 种成 年与 未成 年妇 女为 奴为

的特殊保护) 。其他相关公约还规定, 上述国家应按

娼, 而且全面禁止贩卖妇女儿童; 不仅 惩罚所列罪行

照犯 罪时有效 且不违反《公民 权利及 政治权 利国际

的既遂犯, 而且对未遂犯、
预备犯 也加以惩处。还要

公 约》( 1966) 和《防止及惩 治灭绝 种族罪 公约》的法

求所 有缔约国都 应履行 引渡此 类罪犯的 义务, 不管

律规 定判处, 并只有经 合格的 法院最 后判决 才能执

是否签订引渡条例。《废除奴隶制、
奴 隶贩卖及类似

行。

奴隶的制度及习俗补充公约》中还明令禁止“婚姻束

可见, 国 际刑法在 惩罚罪 犯侵犯 他人人 权行为

缚”、
“性的束缚”
及“对儿童的剥削”
等 类似奴隶的制

的同时, 也保护其基本人权的实现, 从而维护了国际

度或习俗, 拒不废止或实施者, 依奴隶 罪追究其刑事

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公正性。

责任。此外, 有的公约还把“强迫转移某一种族、
民族
或宗教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的行为, 视为灭种罪
予以严惩。

三、
人权国际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 人权自身的普遍性、特殊性决定了国

国际刑法还强调对妇女的性的不 可侵犯权利及

际刑 法保护人权 的普遍 性和特 殊性、有效性 和有限

身心健康的保护。有关公约不仅严 惩逼良为娼、“
性

性。因此, 我们在承认国际刑法保护人权的积极性作

束缚”、
强迫未成年妇女从事各种猥亵 行为等直接侵

用的 同时, 不容忽 视其有 限性、相对性 的一面, 必须

犯该项权利的罪行, 而且还通过严厉打击生产 、
贩卖

看到 国际刑法的 实施总 要受到 各种因 素的制约 , 尤

淫秽出版物、毒品等行为, 间接地对该 项权利予以保

其当 它为某些别 有用心 之徒所 利用时, 可能 影响甚

护。

至会破坏对人权的保护。有鉴于 此, 笔者认 为, 国际
2. 罪犯人权的特殊保护
罪犯 作为对 他人人 权的侵 犯者, 人身自 由等权

利理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但 这种限制不是无限度的,

刑法的实施应遵循以下原则:
( 一) 国家主权原则

尊重国家 主权是国际刑法

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为, 国际刑法保 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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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主要是依据 国内刑 法进行, 仍属 国家主 权管辖

利时, 则意 为: 尊 重一切 国家的 主权、独立和 领土完

下的事情, 相关的国际组织、
人权团体 主要起监督和

整, 让各国 人民按照本 国实际 情况选 择自己 的人权

敦促的作用, 缺乏权威性。在此情况下, 任何一个国

制度 , 决 定自己 的命运。 因 为, 当 一个 民族的 整体

家保 护人权的具 体方式 也必然 会千差万 别, 但各国

权益 都被忽视甚 至被剥 夺之后, 该民 族的个 体人权

依据本国经济、政治、
文化及历史传统 等实际情况并

还从何谈起呢?

结合 有关国际公 约的规 定, 在 不违背 人权保 护基本

鉴于 二战的 惨痛教 训, 任 何民族 在珍视 自己的

宗旨的前提下, 所采取的具体保护方法和措施 , 应给

自决权时, 也应该而且必须尊重兄弟民族的 自决权。

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及充分的尊重。

坚决反对以民族自决为由, 推行“极端民族主义”, 伤

事实已充分证明: 西方的某些价值、制度及一系

害其他民族的感情。侵犯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民族

列权利, 对于西方某些人或集团来说也许是最 好的,

自决 不仅仅是广 大第三 世界国 家反殖 反霸、维护民

但以 此认为对人 类的大 多数来 说也是最 好的, 则没

族权 益和尊严的 行动纲 领, 而 且也应 成为所 有发达

有根据的。 因此, 任何以所谓的“共同标准”来评判

国家的行为准则。

或“规范”
他国人权的企图及做法, 不仅是徒劳 的, 而

( 四) 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原则

国际社会通力合

且其 本身就是对 一个民 族、
一 个国家 人权的 公然蔑

作, 是制止国际犯罪行为与保护人权的根本保证。这

视和践踏。故离开主权谈人 权, 有悖于人权的国际刑

首先 在于国际刑 法是通 过国际 公约或 条约的形 式,

法保护。

把缔约各国公认的侵犯人权的严 重违法行为规定为
互 不干 涉内政 , 是 尊重

犯罪, 并给予严厉的惩罚。这根植于国际社会同各种

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和必要补充。它 要求任何国家

( 二) 不干涉内 政原 则

严重 侵犯人权行 为作斗 争的共 同愿望, 也是 国际社

或国 家集团无权 以自己 的标准 来品评、指责 他国的

会谋求人权保护合作的必要前提 。不仅如此, 从国际

人 权状况, 不得采取 某些强制 性措施 ( 如 经济制 裁)

刑法的内容上看。它 尽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要求 一国改善其 国内人 权状况, 更不 能以维 护人权

但它 毕竟是国际 社会大 多数成 员意志 的反映, 并因

为借口直接对一国人权情势进行某种干 预。因为, 人

之而 具有普遍约 束力, 个别成 员拒不 接受并 不妨碍

权在 实际生活中 首先属 于一国 国内的事 情, 或者最

其效力的发挥。另外, 国际刑法在司法程序 上, 离不

多只是国际诸公约规范的国内化。

开国际司法协助。因为侵犯人权的 国际犯罪行为所

据此, 一国在享受不受他国干涉的同时, 也就履

侵犯 的, 不 仅仅是 某个人、某个 国家的 合法权益 , 而

行自己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义 务。任何以经济制

是多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 的共同利益。而要

裁、停止援助相威胁, 动辄对他国人权 状况指手划脚

准确、及时、
有效地打击国际犯罪 , 而又不罚 及无辜,

的行径, 都是有违于人权保护的。

单凭 一国或少数 几国的 力量往 往得无 济于事的 , 这

( 三 ) 民族 自决 原则

不 同民 族具 有不 同 的语

就需要广泛的国际协助与合作。

言、经济生活、
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

这一原则要求各个缔约国应 积极履行自己所承

在 国际 事务 中, 任何 一个 民族 都理 应不 分 大小、贫

担的 国际义务, 尤 其应本 着求同存 异、互相尊重 、
增

富、强弱而 一律平等 , 都 有权按 照自己的 意志, 依据

进了 解的精神, 共同促 进人权 和基本 自由之 尊重与

本民 族的特点, 处理本 民族的 内部事 务而不 受任何

遵行。

“权威”
的命令或压制。当民族自决被 视为一国的权
〔注释〕
这里的法 定人权应理解 为, 人作为人应该 享有的且通

这里的 实有人权应理解 为, 人作为人实际 享有与行使

过实证法律明文予以确认和保障的权利的最一般的形

的法定人权。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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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b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L EI T ang
( Law an d Polit ics A dminis trat ive Coll ege, Hebei N orm al U niers it y, ShiJ iazh uan g, Hebei Province, 050091, Chi na)

〔
Abstract 〕It' s a sy mbol o f civilizat ion t o respect and guar ant ee human rig ht s . Hum an
right s are embodied in three basic fo rms, i. e. o ug ht -t o right , legal r ig ht and t o be right .
And the t ransf ormat ion fr om o ug ht -t o r ig hts t o t o-be right s is our commo n ideal that hum an
beings seek f orever . T he internat io nal criminal law is roo ted in t he concept an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arry ing out t he ideal .
〔
Key words〕
human r ig ht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 m ult i-dim ensional t hought

( 上接第 73 页) 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 高人民的生活

群众, 密切 地联系 群众, 随时听 取群众 的呼声, 了解

水 平确 定和 评价 各机 制在 创建 活动 中的 地位 和作

群 众的 情绪, 代 表群 众的 利益, 才 能形 成强 大 的力

用。至于 侧重于 精神文 明方面 的机制评 价, 具体说

量, 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当前的机 制建设,

来, 就要看其 是否有利 于为经 济建设 和改革 开放提

也要为广大农民着想, 坚持一切为了农民群 众, 一切

供强 大的精神动 力和智 力支持, 是否 有利于 满足人

方便农民群众的原则。搞好机制建设, 就是为了更有

民群 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 文化生 活需要, 是否 有利于

利于 农民群众的 广泛参 与, 而 不能人 为地实 施妨碍

提高人的素质。通过分析评 判, 将主要注意力和着眼

或不利于农民群众参与创建的机 制。

点放在机制体系中的枢纽和关键环节 的创建和完善
上面。

坚持“讲究实效”
的原则。认 识和掌握创建机
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创 建活动的进行。文

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机制 为事物本质的

明村 镇创建活动 要有力 地推动 农村两 个文明建 设,

体现和说明, 只有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人们才

提高 农民的科学 文化和 思想道 德素质, 进一 步激发

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和恰如其分的 把握。创建机制地

农民主人翁的责任感和政治热情 。同时, 要防止重布

位和 作用的凸现, 在创 建活动 发展的 不同阶 段和不

置号 召, 轻检查 落实; 重形式, 轻实 效; 重 规划, 轻落

同的地区是不相同的。因此 , 对分支机制的重视和机

实等不良倾向的发生, 从根本上扭转做表面 文章, 不

制作用的发挥, 一是要从实际出发, 即 从当地农村两

注重实效的风气。

个文明建设的实际, 农民素质的实际水平出发 , 区别

构建 和完善 文明村 镇创建 机制, 是一项 长期而

情况, 不 同对待, 决不 能嫌麻烦 , 图 省事, 搞一刀 切,

艰巨的任务。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

用一个标准, 一个模式, “指导”
千差万 别的村镇文明

勃发展, 有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有 十五大精神指引

创建工作。

方向, 有十几年文明村镇创建机制的丰富经 验, 经过

坚持一切为民的原则。文明村镇创建工作, 要

广大 农村干部的 努力, 一定可 以建立 起文明 村镇创

在解 决群众普遍 关心、关注的 问题中 形成行 之有效

建良 性运行机制 , 使文 明村镇 创建工 作跃上 一个新

的创建机制。邓小平同志强调, “
党只 有紧紧地依靠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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