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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死亡的罪与罚
死刑的废除与中国司法中的理论与实践

从死刑量刑法理学模式看，谁杀了谁与量刑是不相干的。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看，谁贫穷，谁富贵；谁是白人，谁是黑人；谁是百姓，

谁是官员等，都是与死刑量刑无关的。而在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中，这些问题则是核心问题。同样是杀人案件，在有死刑的国家，因为社会

结构不同，结果是不同的。

青年 > 最早提出废除死刑主张的是意

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同样是启蒙

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同样从社会契约

论观点出发，其他许多思想家如霍布

斯、卢梭却是拥护死刑的，其后还出

现了康德、黑格尔这样强有力的反对

声音。从法理学的学术溯源上介绍一

下对“死刑”态度的发展？

汪明亮 > 由于对人道主义、社会契约

论的不同理解，同样是启蒙运动时代

的思想家，同样从社会契约论观点出

发，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死刑的

态度。

首先是对人道主义的不同理解。

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是不人

道之刑。最早直接从人道主义出发系

统论证死刑不人道的学者，当推贝卡

里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

说道：“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

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

道打赢官司”。此后的死刑废除论者

大都坚持了这一立论和论证方式。死

刑保留论者则认为，死刑是人道之刑。

早期的死刑保留论者实际上是死刑限

制论者，以启蒙时期的格劳修斯、洛

克、卢梭和孟德斯鸠为代表。他们认

为，滥施死刑、对非不可救药者和非

侵犯生命安全的人适用死刑，是刑罚

残酷和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对不可救

药者和侵犯他人生命安全的人不适用

死刑，又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实

际上主张死刑是人道之刑。刑事古典

学派的康德和黑格尔同样认为死刑是

人道之刑。康德从只能把人当作目的

而不是手段出发，提出了奠基于等量

报应法则的死刑保留论。黑格尔从刑

罚是罪犯的应得权利出发，提出了奠

基于等质报应法则的保留死刑主张。

其次是对社会契约论的不同理

解。

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类为了生存，

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对于集体有重要

关系的那部分权利、财富、自由奉献

出来，转让给国家，以便国家能以全

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

者的人身和财产。死刑废除论者认为，

死刑不符合社会契约论，人们在订立

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时，交出的仅仅是

一部分权利、财富和自由，并未交出

自己的生命权，因而国家便没有以死

刑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力。贝卡利亚说：

“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

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

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

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

予别人掌管呢？每个人在对自己做出

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

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 死刑保

留论者则认为，死刑的存在是社会契

约论的基本要求。例如，洛克认为，

在这个契约中，人人都享有生命不被

人剥夺的权利，但是，人人都因其剥

夺他人的生命权而丧失其自身的生命

权。因此，国家死刑权的正当性寓于

杀人者因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而对自身

的生命权的丧失之中。卢梭也说过，

“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

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

自己也得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

杀人犯判处死刑，不是国家违背社会

契约，而是按社会契约行事。

通过对死刑存废争论与人道主

义、社会契约关系的简单考察，至少

可以提炼出如下结论：第一，人道主

义、社会契约论推动着死刑的存废之

争，对人道主义、社会契约的不同认

识决定了死刑是存还是废的结论；第

二，由于人道主义、社会契约论本身

的抽象性，以它们作为死刑存废的正

当性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

青年>1945-1981期间，意、英、德、

法等主要国家逐个废除死刑；而各国

限缩死刑的方式不同，国家需要怎样

的社会基础，对不同的限缩死刑的手

段又与此有何关联？如何评价我国

《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废除？

汪明亮 >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

罚》一书影响着人类关于死刑的刑

事 立 法。 根 据 大 赦 国 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统计，2012 年，全

世界已经有 140 个国家废除及不使用

死刑（97 国废除所有死刑，8 国对一

般状态下、非战时废除所有死刑，35

国法律尚未废除但实际上超过十年未

执行死刑）；仍维持死刑的只有 58

个国家（这 58 个国家中，只有 21 个

国家在 2011 年有执行死刑）。

当前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集

中在中东、北非和亚洲地区。目前世

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中，除中国外，美

国、日本和印度都保留死刑。绝大多

数中东和北非国家都强烈地反对废除

死刑，甚至仍在不断地扩大死刑的适

用范围。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主要

集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到目前为

止，欧洲只有白俄罗斯一个国家没有

废除普通犯罪的死刑。欧盟的官方立

场很明确为废除死刑，要成为欧盟会

员国必须废除死刑。南美洲一直是死

刑废除运动的先锋。1999 年 6 月，

俄罗斯总统签署了将所有的死刑或改

为终身监禁，或减为 25 年监禁，这样，

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

的国家。联合国大会于 2007、2008

两年通过决议，呼吁全球停止使用死

刑。

废除死刑运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

进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死刑能否废

除要考虑诸多因素：本国或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状况。

废除死刑比较早且比较彻底的欧洲国

家，大多是经济高度发展、人口较少、

社会治安较稳定、人权思想传播久远，

他们成了废除死刑的急先锋。而经济

同样发达的美国、日本并未从法律上

废除死刑，只是将法定的死刑备而不

用，或技术性的拖延死刑的执行死刑，

这与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民意态

度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一方面，美

国、日本都是人口大国，人口都过亿。

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的民众支持死

刑比例较高。相关数据表明： 1994

年美国有 80% 的人支持死刑； 2010

年日本有 85.6% 的民众支持死刑。

就中国而言，虽然在 2011 年颁

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一下子废除

了十三个罪的死刑，其力度不可谓不

大。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逐步全面

废除死刑的开始，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人认为，从长远看，削减乃至全面

取消死刑罪名是中国刑法的发展方

向，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中国的现

实看，死刑罪名的削减、取消是有条

件的，跟中国国当前的犯罪现状、社

会状况、民情民意等都有着重要的联

系。不充分考虑这些情况，而仅仅以

所谓的“西方刑法发展趋势”、“人

权保障”为由，来削减乃至全面取消

中国的死刑罪名的做法是不妥的。

本人的观点是：中国死刑废除不

能操之过急。其理由有三：一是当前

中国犯罪形势严峻，已进入高犯罪社

会。从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看，

2009 年约 558 万起、2010 年约 597

万起、2011 年约 600 万起、2012 年

约 655 万起。面对如此严峻的犯罪形

势，我们应做的，是进一步强化刑法

的威慑力，尽可能降低犯罪率，而不

是急着去废除死刑。二是当前民众的

态度不支持废除死刑。2008 年德国

马普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六成中国人

支持死刑；环球网的调查结果表明：

近 91% 的人反对废除死刑。三是中

国人口现状、经济现状不支持废除死

刑。一方面，中国是超级人口大国，

治理不易。另一方面，中国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基础

很不发达，人们对于财产关系、经济

秩序看得十分重 ，以至财产关系、经

济秩序与生命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甚至大于生命价值。

青年 > 从死刑遏制力的角度来看，学

理界对于死刑的震慑作用一直争论不

休。2012 年 美 国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根据对多年统计结果的研究

表明死刑既不降低也不增加杀人这一

恶性案件发生率。您对此有什么看

法？

汪明亮 > 死刑对于恶性犯罪，特别是

故意杀人罪，究竟有没有遏制力，一

直是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者争论

的热点。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根本

不能威慑犯罪人，所以应该废除；而

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

威慑作用，因此应该保留。

以美国为例，站在死刑保留论一

边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死

刑对谋杀罪是一种最有效的遏制，“因

为生命本身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为珍

视的财产，他会对实施会导致生命的

丧失的行为犹豫不决”。美国学者恩

利克通过使用美国自 1933 ～ 1970

年的总的杀人资料，分析了处决的概

率对于杀人率的作用，还对照了包括

失业、年龄分布以及人均收入等大量

的其他因素，最后得出结论说：“处

决确实有某种遏制作用，具体地说，

是每起处决遏制了 7 ～ 8 起杀人。”

死刑废除论者提出的问题是：

“如果犯罪遏制的假设有价值，在废

除死刑之后，死罪率便应该随之上升。

此外，这些犯罪的上升应该比废除后

的任何其他犯罪的变化幅度更大，而

且应该更加连贯。”但是，一些学者

通过对杀人率在废除或恢复死刑前后

的比较考察，发现死刑的废除没有使

杀人率产生任何骤然的或者剧烈的变

化，废除死刑的国家没有普遍经历杀

人案的异常上升，而且，废除后又恢

复死刑的国家，杀人案也并未随死刑

的恢复而出现重大下降。针对恩利克

关于“每起处决遏制 7 ～ 8 起杀人”

的见解，使用相似或者同样精致的方

法的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疑义。他们

指出，恩利克的发现可能是所使用的

统计程序或者为研究而选择的时间间

隔的具体特征的一种人为的产物。布

里尔与范伯格使用经济模式来测试一

种遏制效果，得出的结论是：恩利克

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论点得不到证据支

持。  

死刑废除论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

所提出了“死刑的震慑力实际上不如

无期徒刑”的论断，他说：“对人类

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

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处死罪

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

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

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

这种丧失自由的鉴戒则是长久的和痛

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

手段。”他甚至认为，“这种行之有

效的约束经常提醒我们：如果我犯了

这样的罪恶，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

之中。”针对贝卡利亚的上述见解，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指出：“监禁实际

上是否真正比死刑更具遏制力，最终

只能由已经展示的那种实际的认识来

决定……但是，人们凭直觉认为，对

不可挽回的事的恐惧将比对‘终身奴

役’的恐惧具有一种更大的遏制作

用。”就连同样主张废除死刑的英国

著名的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

也不赞成贝卡利亚的这一见解。边沁

指出：“尽管贝卡利亚是这样一位值

得尊敬的权威，但我倾向于认为情况

正好相反。这一看法主要奠基于两种

观察之上：(1）总体上，大部分人一

般认为，万恶之罪莫过于死，并且，

为了避免它，他们愿意承受任何其他

之苦。(2）被视为一种刑罚的死几乎

普遍被认为过于严厉。” 

本人认为，以死刑有无威慑力来

作为死刑的存废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死刑的威慑力既难以被证实，也

难 以 被 证 伪。2012 年 美 国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所提出的“死刑既

不降低也不增加杀人这一恶性案件发

生率”的论断也值得商榷。犯罪学研

究表明，诱发杀人这一恶性案件发生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类学因素，

也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死刑与这

类犯罪产生原因间的相关性非一些统

计分析就能达成。

死刑对恶性犯罪是否具有威慑

力，只能通过经验判断进行类型化的

艺术是，艺术的方式不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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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但经验判断

不具有全面性，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

经验表明，比如有一胆小的犯罪人甲，

他想抢劫，但知道国家对抢劫犯有死

刑，这时甲是不敢抢劫的；但是对胆

大的犯罪人乙，他不怕死，这一惩处

手段就丧失抑制作用了。又比如，对

于信仰犯，他们视死刑为追求信仰所

必然付出的代价，死刑对他们没有任

何威慑力。

青年 > 从死刑公正性角度来看，死刑

往往被认为具有歧视性。（如 2013

年轰动美国的特雷沃恩·马丁枪击案，

引发舆论对量刑中种族歧视问题的争

论热潮。）如何看待判处死刑案件中

被控方社会结构不同导致的“同罪异

罚”现象？

汪明亮 > 死刑具有歧视性，这是最大

的不公正。死刑为什么具有歧视性？

其原因在于：在死刑案件审理过程中，

由于控辩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产生了

“同罪异罚”现象。2013 年轰动美

国的特雷沃恩·马丁枪击案便是一个

明显的案例。

本人曾经从死刑量刑模式角度研

究过死刑案件量刑过程中由于社会结

构因素的不同而引发的“同罪异罚”

现象。死刑量刑模式有两种，即法理

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死刑量刑社会

学模式是导致可能判处死刑案件“同

罪异罚”的原因，实现刑法平等的关

键在于避免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

作用。死刑量刑法理学模式，是指严

格依照刑法条文规定，对已有的可能

判处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作出判定，

并据此作出死刑裁量的过程。从理论

角度看，如果严格依照该规则裁量适

用死刑，是会做到“同罪同罚”的，

可是从实践角度看，这种模式并不会

完全发挥作用。除了刑法的技术型特

征——死刑量刑规则具体运用于实际

刑事案件中的过程之外，每一可能判

处死刑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

杂结构。这一结构对于理解“同罪异

罚”是关键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

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该案件的处

理过程，这就是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

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关注的焦点是可

能判处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也就是，

谁是案件的参与者。这一模式认为死

刑量刑过程是人们的行动，而不是法

律的逻辑运用。此外，这一模式认为

死刑量刑规则是可变的，它随着各方

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案件社会结

构因素主要包括：可能判处死刑案件

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结构，可能判

处死刑案件支持者与干预者的社会结

构及法官的社会结构等。不同社会结

构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会对量刑结果产

生不同的影响。

从死刑量刑法理学模式看，谁杀

了谁与量刑是不相干的。从被告人与

被害人之间关系看，谁贫穷，谁富贵；

谁是白人，谁是黑人；谁是百姓，谁

是官员等，都是与死刑量刑无关的。

而在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中，这些问

题则是核心问题。同样是杀人案件，

在有死刑的国家，因为社会结构不同，

结果是不同的。刑法赋予了法院很大

的裁断权，例如在我国杀人罪最高判

处死刑，最低判三年就够了。因此一

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中含有许多社会结

构的因素。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结

构因素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但在实

际操作中却会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包

括被告人、被害人、法官的身份、支

持者与干预者介入、社会舆论、官方

权力介入等等。

曾有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在杀

人案件中，白人杀害白人，被判死刑

的概率非常高；白人杀害黑人，被判

死刑的概率非常低；黑人杀害白人，

被判死刑的概率非常高；黑人杀害黑

人，被判死刑的非常低。

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对死刑判决结

果产生影响，违反了刑法平等原则和

死刑量刑规则，是一种法律上歧视，

是对法治的破坏。既然在死刑量刑过

程中的歧视性是由于可能判处死刑案

件的社会结构造成的，那么，就应该

尽量消除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社会结构

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即尽可能地避

免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发挥作用。

避免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发挥作

用的途径有三：一是重新设计可能判

处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尽量消除社

会异质性。例如，尽量消除律师社会

特征的异质性，规定律师不能进行广

告宣传，律师不得召开所谓的专家论

证会，律师不得借助媒体舆论的力量

来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消除案件支

持者、干预者的异质性，禁止民愤者

联名上书法院或政府部门，禁止民愤

者针对刑事案件集会游行；禁止法学

专家，以其独特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地

位出具专家意见；禁止官员对司法进

行干预；禁止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倾

向性”报道。二是改变刑罚裁量过程，

减少社会信息，尽量使量刑过程非社

会特征化。例如，对案件审理法官进

行隔离，禁止他们在案件审理期间上

网、看电视和报纸，使他们远离可能

判处死刑案件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

信息。三是进行刑事立法、司法改革，

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例如，在刑事

立法中尽量减少适用法定量刑情节的

随意性，明确规定从重、从轻及减轻

的幅度，对于“情节较轻”、“情节

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特别恶劣”等模糊概念进行量化；统

一刑事司法，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量

刑指导性意见和发布指导性案例。

    

青年 > 近期复旦 177 名学生联名上书

的事情十分轰动，我们能感受到，民

众对于涉及死刑的案件量刑问题，乃

至对于死刑的存废问题，一向有较高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明亮 >

的关注度和讨论热情。对此次事件您

怎么看？

汪明亮 > 媒体和大众对这个事件很关

注，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个谴责的声音，

认为这是一种干预司法行为，会影响

司法独立。对此，我谈六点看法：

第一，复旦学生的联名上书不会

干预司法。民众观点只有形成舆论才

可能对司法产生影响，而舆论的形成

又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

存在一个现实的、有争议的公共问题；

二、必须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发

表意见，表明态度，最终达成某种为

一般人所普遍赞同，且能够在心理上

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三、这种一

致性意见对公共问题的存在和变化及

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能产生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此次事件只有 177 名学

生和 1 名教授参与，其参与主体数量

极为有限，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达成

某种为一般人所普遍赞同，且能够在

心理上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形成

不了“舆论”，不可能干预司法。

第二，复旦学生联名信的性质。

此次联名信只是学生们的一种观点表

达。联名上书是复旦大学学生行使自

己的权利。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

享有言论自由。对公共事件，有表达

个人看法的权利。

第三，复旦学生联名信有积极意

义，有利于二审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一审期间，受“杀人偿命”观念影

响，社会普遍要求对林森浩判处死刑，

已经形成舆论压力。林森浩所在医学

院的同学们把他个人生活中的真实情

况，特别是案发前后的情况，以一种

公开的方式告知上海高院，能够使高

院在这种特殊的舆论背景下更全面地

看待这个案件，从更多样的视角看待

被告人，并为最后做出终审判决提供

更多依据。我国刑法第 48 条规定：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

分子。”罪行是否极其严重，需要作

全面的判断，包括对行为人主观恶性

方面的判断。

第四，复旦学生联名信是一种理

性表达。无论是联名信的内容本身，

还是递交的过程，都不是一种盲目的

情感表露。一方面，学生们是在同情

被害人家属并愿意为之提供帮助的情

况下才考虑被告人的，并没有倾向于

被害人或被告人中的任何一方。另一

方面，在联名信的签名、递交过程中，

没有煽情、没有炒作。

第五，联名信中对从轻判决的请

求反映的是学生们个人的价值取向，

不能进行简单的“对”与“错”的判断。

联名信反映了学生们对“杀人偿命”

这一命题的不同看法。“杀人偿命”，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铁律，是一

种最朴素的报应情感的反映。然而，

在现代社会，“杀人偿命”已经不是

人人都能认可的观念了，死刑废除思

想便是很好的体现。另外，刑法也没

有作出杀人必须偿命的规定。我国刑

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

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

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见，联名信中对从轻判决的请求既

有观念上的支持，也有法律上的根据。

第六，联名信对复旦大学的影

响。我认为它不仅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反而体现了复旦大学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理念。正如复旦大学宣传部所

回应的，写联名信表达诉求是学生作

为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恰恰反映了复

旦对言论自由的宽容态度。这种独立

和自由只要不形成“舆论”干预到司

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在现代民主国

家，民众的参与和观点表达是非常重

要的，而纯粹的观点表达并不必然形

成“舆论”。

复旦青年记者 >

吕笑月 刘夕铭 采访

曹天逸 李舒晴 整理

fdyouth.acad@gmail.com

几天前，我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

《极乐空间》，讲述 21 世纪末的地

球已经变成疾病肆虐、资源匮乏、环

境恶劣的贫民窟，而特权阶级全都移

民到车轮状的太空城“极乐空间”里，

享受着优美清洁的环境、富足的生活

及医疗机，一种可以治疗所有病症的

完美机器。

片子毫无疑问影射了许多现实

问题，美国的医改政策，美墨间的移

民问题等等。在同一位导演的前一部

作品《第九区》中，更是赤裸裸地影

射抨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历史，他运

用了许多写实主义风格的手法为影片

增添视觉冲击力，如手持摄像的伪纪

录片风格、脏乱差的环境设置、对血

腥乃至恶心场面也丝毫不避讳，多次

正面近景表现。在前半段观看过程中

我不断在想，“这就是科幻现实主义

啊！”

但到了故事后半段，或许是大

投资导致的压力，情节如脱缰之马，

为了严格遵守好莱坞的起承转合节奏

而不停赶路，漏洞百出，以至于有几

分政治正确的乏味，最终来自地球的

草根英雄重启了极乐空间，让所有人

都能享受到免费医疗的权利。又一个

Happy Ending。这让我有点失落，过

分理想主义的结局处理弱化了片子整

体的可信度，也让前面的现实化风格

努力化为乌有，观众会在最后一刻回

过神来“这不过是又一部好莱坞流水

线作业”，它想说些什么但是浅尝辄

止，把一切思考中止于安全的范围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幻现实主

义？

2012 年在星云奖的科幻高峰论

坛上，我在发言里说：“科幻在当下，

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

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

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

经由韩松老师的提炼，“科幻现实主

义”这个词诞生了，在过去一年中，

它不断出现于各种媒体关于中国科幻

的报道中，甚至在 2013 年 6 月 6 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

国之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的文章，

文章中采访了韩松、吴岩、姚海军、

潘海天和我，并引用了许多作品和现

实中的例子去试图阐释这个悖谬的概

念：

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从新闻中

获取灵感，甚至科幻言中现实的文学

流派，被戏称为“科幻现实主义”。

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

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

多数涉及未来；科幻文学因为描述人

类的独特想像常常具有惊异感和荒诞

性。但在中国，这种惊异感和荒诞性

并不发生在未来，而是每天出现在新

闻头条中。这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大量

素材，又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特性，

增添了这些新闻的荒诞。”

显然，这种定义存在其片面性，

就像余华新作《第七天》被批评为

微博社会新闻大杂烩一样，将文学创

作赋予太多当下性，就像强迫风筝贴

地飞行一样不可取，而如刘慈欣所说

“科幻就像风筝，要飞得高远，又需

要一根细细的线牵着”（大意）。“科

幻现实主义”所追求的应该不仅仅是

对时事的简单呼应和摹写，否则便丧

失了这种开放文类自身的优势和可能

性。

我更愿意将“科幻现实主义”理

解成一种话语策略，正如《科幻世界》

杂志主编姚海军所说：“面对现实，

因为有太多禁忌问题，中国的现实主

义文学反而在逃避，这是现实主义的

遗憾。科幻应该关心现实。” 去寻

找并击打受众的痛点，唤起更多人对

科幻文学的关注，踏入门槛，并进而

发现更加广阔的世界，类似于在一个

特殊的时期作为科幻排头兵的角色。

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的便

是，哪些作品可以算做“科幻现实主

义”？

在 2005 年出版的《新观念史词

典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中，著名学者鲁宾 (J. H. 

Rubin) 作为“现实主义”词条的编撰

者认为：“……这个词涉及到视觉现

实主义（形式或细节来源于自然，例

如前拉斐尔派或照相现实主义）、心

理现实主义（有时扭曲形式以表达情

感，如表现主义）或错觉主义（通过

细腻的描绘技巧使想象的形式显得逼

真，如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摄

影术在 1839 年一同兴起，后者为视

觉现实主义提供了新的标准，同时也

是以科学技术回应艺术对现实主义标

准的追求。……”

而恩格斯在《1888 年 4 月初致

玛·哈克奈斯信》中为”现实主义“下

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

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从美学层面的定义去看，《三体》

以及刘慈欣的大部分作品无疑属于科

幻现实主义，不仅仅由于他对于现实

层面 ( 包括历史）的真实描绘，还包

括了对想象中的三体世界及未来细致

入微的刻画，以及对于这些极端的典

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让读

者觉得可信而真实，从而在心理层面

完全沉浸其中，获取共鸣及恢弘震撼

的阅读体验。

而从题材层面定义看，韩松的《地

铁》系列（《地铁》、《高铁》、《轨道》）

同样属于科幻现实主义，尽管运用了

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其

作品根基仍牢牢扎根于现实，阅读经

验丰富的读者能够从中读解出对现实

事件的多重反讽。在韩松那里，科幻

现实主义的精神更具批判性及政治意

味，当然也更具隐蔽性（因为众所周

知的原因）。

那么照这种分法，岂不是大部分

科幻作品都可以纳入科幻现实主义的

范畴，严格地说，没错，因为它是一

种风格，高于类似于“太空歌剧”、

“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等亚文

类（sub-genre)之上，“科幻现实主义”

可以作为一个定义加在任何一种亚文

类的前面。

那么，哪些作品不是”科幻现实

主义“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作品，发生

了貌似现实的世界里，但主人公却像

卡通人物般的言行举止（玛丽苏文），

而剧情更像是上演过无数遍的好莱坞

大片的杂糅体，充满了俗套和不可能

的转折，这种文章的感情总是超乎寻

常的充沛，感伤泛滥或者咆哮成疯，

但是看完之后，除了脑袋发疼嗡嗡作

响，什么也留不下。

没错，我在讨论的是“真实性”。

“真实性”不等于“真实”，它是一

种逻辑自洽与思维缜密的产物，这或

许是“科幻现实主义”不同于“现实

主义”，并将后者往前推进的那一步。

而迈出这一步，则海阔天空，整个宇

宙和历史都将成为我们的游戏机和试

验场。我们设置规则，这些规则基于

我们对现有世界运行规律的认知和理

解，然后引入一些变量，它们有些会

很极端，引发链式反应，变化从个体

开始，蔓延到群体、社会、技术和文

化，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产生改变，但

这一切都是可理解可推敲的，符合逻

辑的，具“真实性”的舞台，我们的

故事便会在这样的舞台上演。

我们的目光从大地望向星空，探

入海底，甚至直指人类的意识深处，

在狭隘的传统中国现实文学题材（乡

村、情爱、官场、谍战等等）之外，

还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和新大陆等待

我们去探究、去发现。

韩松老师曾经说过：“中国现实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荒谬感。比卡夫

卡的小说还要荒谬。 很多东西表面

上十分正确、严肃，但恰恰是这样，

它显得尤其荒谬，现实太科幻了，我

们怎么写得过它？”我却觉得，有了

这样“富营养化”的荒谬现实沃土，

我们的作家理应更加长袖善舞，我们

的“科幻现实主义”理应能够走得更

高，更远，更美妙。

作者为最世文化签约作家，第三届全

球华语星云奖最佳科幻新锐作家银奖

下转第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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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科幻视界

陈揪帆 >

著名科幻作家



在对话中探究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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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死亡的罪与罚
死刑的废除与中国司法中的理论与实践

从死刑量刑法理学模式看，谁杀了谁与量刑是不相干的。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看，谁贫穷，谁富贵；谁是白人，谁是黑人；谁是百姓，

谁是官员等，都是与死刑量刑无关的。而在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中，这些问题则是核心问题。同样是杀人案件，在有死刑的国家，因为社会

结构不同，结果是不同的。

青年 > 最早提出废除死刑主张的是意

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同样是启蒙

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同样从社会契约

论观点出发，其他许多思想家如霍布

斯、卢梭却是拥护死刑的，其后还出

现了康德、黑格尔这样强有力的反对

声音。从法理学的学术溯源上介绍一

下对“死刑”态度的发展？

汪明亮 > 由于对人道主义、社会契约

论的不同理解，同样是启蒙运动时代

的思想家，同样从社会契约论观点出

发，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死刑的

态度。

首先是对人道主义的不同理解。

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是不人

道之刑。最早直接从人道主义出发系

统论证死刑不人道的学者，当推贝卡

里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

说道：“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

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

道打赢官司”。此后的死刑废除论者

大都坚持了这一立论和论证方式。死

刑保留论者则认为，死刑是人道之刑。

早期的死刑保留论者实际上是死刑限

制论者，以启蒙时期的格劳修斯、洛

克、卢梭和孟德斯鸠为代表。他们认

为，滥施死刑、对非不可救药者和非

侵犯生命安全的人适用死刑，是刑罚

残酷和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对不可救

药者和侵犯他人生命安全的人不适用

死刑，又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实

际上主张死刑是人道之刑。刑事古典

学派的康德和黑格尔同样认为死刑是

人道之刑。康德从只能把人当作目的

而不是手段出发，提出了奠基于等量

报应法则的死刑保留论。黑格尔从刑

罚是罪犯的应得权利出发，提出了奠

基于等质报应法则的保留死刑主张。

其次是对社会契约论的不同理

解。

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类为了生存，

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对于集体有重要

关系的那部分权利、财富、自由奉献

出来，转让给国家，以便国家能以全

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

者的人身和财产。死刑废除论者认为，

死刑不符合社会契约论，人们在订立

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时，交出的仅仅是

一部分权利、财富和自由，并未交出

自己的生命权，因而国家便没有以死

刑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力。贝卡利亚说：

“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

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

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

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

予别人掌管呢？每个人在对自己做出

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

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 死刑保

留论者则认为，死刑的存在是社会契

约论的基本要求。例如，洛克认为，

在这个契约中，人人都享有生命不被

人剥夺的权利，但是，人人都因其剥

夺他人的生命权而丧失其自身的生命

权。因此，国家死刑权的正当性寓于

杀人者因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而对自身

的生命权的丧失之中。卢梭也说过，

“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

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

自己也得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

杀人犯判处死刑，不是国家违背社会

契约，而是按社会契约行事。

通过对死刑存废争论与人道主

义、社会契约关系的简单考察，至少

可以提炼出如下结论：第一，人道主

义、社会契约论推动着死刑的存废之

争，对人道主义、社会契约的不同认

识决定了死刑是存还是废的结论；第

二，由于人道主义、社会契约论本身

的抽象性，以它们作为死刑存废的正

当性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

青年>1945-1981期间，意、英、德、

法等主要国家逐个废除死刑；而各国

限缩死刑的方式不同，国家需要怎样

的社会基础，对不同的限缩死刑的手

段又与此有何关联？如何评价我国

《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废除？

汪明亮 >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

罚》一书影响着人类关于死刑的刑

事 立 法。 根 据 大 赦 国 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统计，2012 年，全

世界已经有 140 个国家废除及不使用

死刑（97 国废除所有死刑，8 国对一

般状态下、非战时废除所有死刑，35

国法律尚未废除但实际上超过十年未

执行死刑）；仍维持死刑的只有 58

个国家（这 58 个国家中，只有 21 个

国家在 2011 年有执行死刑）。

当前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集

中在中东、北非和亚洲地区。目前世

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中，除中国外，美

国、日本和印度都保留死刑。绝大多

数中东和北非国家都强烈地反对废除

死刑，甚至仍在不断地扩大死刑的适

用范围。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主要

集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到目前为

止，欧洲只有白俄罗斯一个国家没有

废除普通犯罪的死刑。欧盟的官方立

场很明确为废除死刑，要成为欧盟会

员国必须废除死刑。南美洲一直是死

刑废除运动的先锋。1999 年 6 月，

俄罗斯总统签署了将所有的死刑或改

为终身监禁，或减为 25 年监禁，这样，

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

的国家。联合国大会于 2007、2008

两年通过决议，呼吁全球停止使用死

刑。

废除死刑运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

进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死刑能否废

除要考虑诸多因素：本国或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状况。

废除死刑比较早且比较彻底的欧洲国

家，大多是经济高度发展、人口较少、

社会治安较稳定、人权思想传播久远，

他们成了废除死刑的急先锋。而经济

同样发达的美国、日本并未从法律上

废除死刑，只是将法定的死刑备而不

用，或技术性的拖延死刑的执行死刑，

这与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民意态

度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一方面，美

国、日本都是人口大国，人口都过亿。

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的民众支持死

刑比例较高。相关数据表明： 1994

年美国有 80% 的人支持死刑； 2010

年日本有 85.6% 的民众支持死刑。

就中国而言，虽然在 2011 年颁

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一下子废除

了十三个罪的死刑，其力度不可谓不

大。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逐步全面

废除死刑的开始，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人认为，从长远看，削减乃至全面

取消死刑罪名是中国刑法的发展方

向，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中国的现

实看，死刑罪名的削减、取消是有条

件的，跟中国国当前的犯罪现状、社

会状况、民情民意等都有着重要的联

系。不充分考虑这些情况，而仅仅以

所谓的“西方刑法发展趋势”、“人

权保障”为由，来削减乃至全面取消

中国的死刑罪名的做法是不妥的。

本人的观点是：中国死刑废除不

能操之过急。其理由有三：一是当前

中国犯罪形势严峻，已进入高犯罪社

会。从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看，

2009 年约 558 万起、2010 年约 597

万起、2011 年约 600 万起、2012 年

约 655 万起。面对如此严峻的犯罪形

势，我们应做的，是进一步强化刑法

的威慑力，尽可能降低犯罪率，而不

是急着去废除死刑。二是当前民众的

态度不支持废除死刑。2008 年德国

马普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六成中国人

支持死刑；环球网的调查结果表明：

近 91% 的人反对废除死刑。三是中

国人口现状、经济现状不支持废除死

刑。一方面，中国是超级人口大国，

治理不易。另一方面，中国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基础

很不发达，人们对于财产关系、经济

秩序看得十分重 ，以至财产关系、经

济秩序与生命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甚至大于生命价值。

青年 > 从死刑遏制力的角度来看，学

理界对于死刑的震慑作用一直争论不

休。2012 年 美 国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根据对多年统计结果的研究

表明死刑既不降低也不增加杀人这一

恶性案件发生率。您对此有什么看

法？

汪明亮 > 死刑对于恶性犯罪，特别是

故意杀人罪，究竟有没有遏制力，一

直是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者争论

的热点。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根本

不能威慑犯罪人，所以应该废除；而

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

威慑作用，因此应该保留。

以美国为例，站在死刑保留论一

边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死

刑对谋杀罪是一种最有效的遏制，“因

为生命本身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为珍

视的财产，他会对实施会导致生命的

丧失的行为犹豫不决”。美国学者恩

利克通过使用美国自 1933 ～ 1970

年的总的杀人资料，分析了处决的概

率对于杀人率的作用，还对照了包括

失业、年龄分布以及人均收入等大量

的其他因素，最后得出结论说：“处

决确实有某种遏制作用，具体地说，

是每起处决遏制了 7 ～ 8 起杀人。”

死刑废除论者提出的问题是：

“如果犯罪遏制的假设有价值，在废

除死刑之后，死罪率便应该随之上升。

此外，这些犯罪的上升应该比废除后

的任何其他犯罪的变化幅度更大，而

且应该更加连贯。”但是，一些学者

通过对杀人率在废除或恢复死刑前后

的比较考察，发现死刑的废除没有使

杀人率产生任何骤然的或者剧烈的变

化，废除死刑的国家没有普遍经历杀

人案的异常上升，而且，废除后又恢

复死刑的国家，杀人案也并未随死刑

的恢复而出现重大下降。针对恩利克

关于“每起处决遏制 7 ～ 8 起杀人”

的见解，使用相似或者同样精致的方

法的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疑义。他们

指出，恩利克的发现可能是所使用的

统计程序或者为研究而选择的时间间

隔的具体特征的一种人为的产物。布

里尔与范伯格使用经济模式来测试一

种遏制效果，得出的结论是：恩利克

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论点得不到证据支

持。  

死刑废除论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

所提出了“死刑的震慑力实际上不如

无期徒刑”的论断，他说：“对人类

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

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处死罪

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

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

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

这种丧失自由的鉴戒则是长久的和痛

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

手段。”他甚至认为，“这种行之有

效的约束经常提醒我们：如果我犯了

这样的罪恶，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

之中。”针对贝卡利亚的上述见解，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指出：“监禁实际

上是否真正比死刑更具遏制力，最终

只能由已经展示的那种实际的认识来

决定……但是，人们凭直觉认为，对

不可挽回的事的恐惧将比对‘终身奴

役’的恐惧具有一种更大的遏制作

用。”就连同样主张废除死刑的英国

著名的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

也不赞成贝卡利亚的这一见解。边沁

指出：“尽管贝卡利亚是这样一位值

得尊敬的权威，但我倾向于认为情况

正好相反。这一看法主要奠基于两种

观察之上：(1）总体上，大部分人一

般认为，万恶之罪莫过于死，并且，

为了避免它，他们愿意承受任何其他

之苦。(2）被视为一种刑罚的死几乎

普遍被认为过于严厉。” 

本人认为，以死刑有无威慑力来

作为死刑的存废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死刑的威慑力既难以被证实，也

难 以 被 证 伪。2012 年 美 国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所提出的“死刑既

不降低也不增加杀人这一恶性案件发

生率”的论断也值得商榷。犯罪学研

究表明，诱发杀人这一恶性案件发生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类学因素，

也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死刑与这

类犯罪产生原因间的相关性非一些统

计分析就能达成。

死刑对恶性犯罪是否具有威慑

力，只能通过经验判断进行类型化的

艺术是，艺术的方式不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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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但经验判断

不具有全面性，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

经验表明，比如有一胆小的犯罪人甲，

他想抢劫，但知道国家对抢劫犯有死

刑，这时甲是不敢抢劫的；但是对胆

大的犯罪人乙，他不怕死，这一惩处

手段就丧失抑制作用了。又比如，对

于信仰犯，他们视死刑为追求信仰所

必然付出的代价，死刑对他们没有任

何威慑力。

青年 > 从死刑公正性角度来看，死刑

往往被认为具有歧视性。（如 2013

年轰动美国的特雷沃恩·马丁枪击案，

引发舆论对量刑中种族歧视问题的争

论热潮。）如何看待判处死刑案件中

被控方社会结构不同导致的“同罪异

罚”现象？

汪明亮 > 死刑具有歧视性，这是最大

的不公正。死刑为什么具有歧视性？

其原因在于：在死刑案件审理过程中，

由于控辩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产生了

“同罪异罚”现象。2013 年轰动美

国的特雷沃恩·马丁枪击案便是一个

明显的案例。

本人曾经从死刑量刑模式角度研

究过死刑案件量刑过程中由于社会结

构因素的不同而引发的“同罪异罚”

现象。死刑量刑模式有两种，即法理

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死刑量刑社会

学模式是导致可能判处死刑案件“同

罪异罚”的原因，实现刑法平等的关

键在于避免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

作用。死刑量刑法理学模式，是指严

格依照刑法条文规定，对已有的可能

判处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作出判定，

并据此作出死刑裁量的过程。从理论

角度看，如果严格依照该规则裁量适

用死刑，是会做到“同罪同罚”的，

可是从实践角度看，这种模式并不会

完全发挥作用。除了刑法的技术型特

征——死刑量刑规则具体运用于实际

刑事案件中的过程之外，每一可能判

处死刑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

杂结构。这一结构对于理解“同罪异

罚”是关键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

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该案件的处

理过程，这就是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

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关注的焦点是可

能判处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也就是，

谁是案件的参与者。这一模式认为死

刑量刑过程是人们的行动，而不是法

律的逻辑运用。此外，这一模式认为

死刑量刑规则是可变的，它随着各方

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案件社会结

构因素主要包括：可能判处死刑案件

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结构，可能判

处死刑案件支持者与干预者的社会结

构及法官的社会结构等。不同社会结

构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会对量刑结果产

生不同的影响。

从死刑量刑法理学模式看，谁杀

了谁与量刑是不相干的。从被告人与

被害人之间关系看，谁贫穷，谁富贵；

谁是白人，谁是黑人；谁是百姓，谁

是官员等，都是与死刑量刑无关的。

而在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中，这些问

题则是核心问题。同样是杀人案件，

在有死刑的国家，因为社会结构不同，

结果是不同的。刑法赋予了法院很大

的裁断权，例如在我国杀人罪最高判

处死刑，最低判三年就够了。因此一

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中含有许多社会结

构的因素。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结

构因素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但在实

际操作中却会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包

括被告人、被害人、法官的身份、支

持者与干预者介入、社会舆论、官方

权力介入等等。

曾有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在杀

人案件中，白人杀害白人，被判死刑

的概率非常高；白人杀害黑人，被判

死刑的概率非常低；黑人杀害白人，

被判死刑的概率非常高；黑人杀害黑

人，被判死刑的非常低。

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对死刑判决结

果产生影响，违反了刑法平等原则和

死刑量刑规则，是一种法律上歧视，

是对法治的破坏。既然在死刑量刑过

程中的歧视性是由于可能判处死刑案

件的社会结构造成的，那么，就应该

尽量消除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社会结构

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即尽可能地避

免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发挥作用。

避免死刑量刑社会学模式发挥作

用的途径有三：一是重新设计可能判

处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尽量消除社

会异质性。例如，尽量消除律师社会

特征的异质性，规定律师不能进行广

告宣传，律师不得召开所谓的专家论

证会，律师不得借助媒体舆论的力量

来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消除案件支

持者、干预者的异质性，禁止民愤者

联名上书法院或政府部门，禁止民愤

者针对刑事案件集会游行；禁止法学

专家，以其独特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地

位出具专家意见；禁止官员对司法进

行干预；禁止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倾

向性”报道。二是改变刑罚裁量过程，

减少社会信息，尽量使量刑过程非社

会特征化。例如，对案件审理法官进

行隔离，禁止他们在案件审理期间上

网、看电视和报纸，使他们远离可能

判处死刑案件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社会

信息。三是进行刑事立法、司法改革，

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例如，在刑事

立法中尽量减少适用法定量刑情节的

随意性，明确规定从重、从轻及减轻

的幅度，对于“情节较轻”、“情节

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特别恶劣”等模糊概念进行量化；统

一刑事司法，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量

刑指导性意见和发布指导性案例。

    

青年 > 近期复旦 177 名学生联名上书

的事情十分轰动，我们能感受到，民

众对于涉及死刑的案件量刑问题，乃

至对于死刑的存废问题，一向有较高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明亮 >

的关注度和讨论热情。对此次事件您

怎么看？

汪明亮 > 媒体和大众对这个事件很关

注，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个谴责的声音，

认为这是一种干预司法行为，会影响

司法独立。对此，我谈六点看法：

第一，复旦学生的联名上书不会

干预司法。民众观点只有形成舆论才

可能对司法产生影响，而舆论的形成

又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

存在一个现实的、有争议的公共问题；

二、必须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发

表意见，表明态度，最终达成某种为

一般人所普遍赞同，且能够在心理上

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三、这种一

致性意见对公共问题的存在和变化及

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能产生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此次事件只有 177 名学

生和 1 名教授参与，其参与主体数量

极为有限，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达成

某种为一般人所普遍赞同，且能够在

心理上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形成

不了“舆论”，不可能干预司法。

第二，复旦学生联名信的性质。

此次联名信只是学生们的一种观点表

达。联名上书是复旦大学学生行使自

己的权利。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

享有言论自由。对公共事件，有表达

个人看法的权利。

第三，复旦学生联名信有积极意

义，有利于二审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一审期间，受“杀人偿命”观念影

响，社会普遍要求对林森浩判处死刑，

已经形成舆论压力。林森浩所在医学

院的同学们把他个人生活中的真实情

况，特别是案发前后的情况，以一种

公开的方式告知上海高院，能够使高

院在这种特殊的舆论背景下更全面地

看待这个案件，从更多样的视角看待

被告人，并为最后做出终审判决提供

更多依据。我国刑法第 48 条规定：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

分子。”罪行是否极其严重，需要作

全面的判断，包括对行为人主观恶性

方面的判断。

第四，复旦学生联名信是一种理

性表达。无论是联名信的内容本身，

还是递交的过程，都不是一种盲目的

情感表露。一方面，学生们是在同情

被害人家属并愿意为之提供帮助的情

况下才考虑被告人的，并没有倾向于

被害人或被告人中的任何一方。另一

方面，在联名信的签名、递交过程中，

没有煽情、没有炒作。

第五，联名信中对从轻判决的请

求反映的是学生们个人的价值取向，

不能进行简单的“对”与“错”的判断。

联名信反映了学生们对“杀人偿命”

这一命题的不同看法。“杀人偿命”，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铁律，是一

种最朴素的报应情感的反映。然而，

在现代社会，“杀人偿命”已经不是

人人都能认可的观念了，死刑废除思

想便是很好的体现。另外，刑法也没

有作出杀人必须偿命的规定。我国刑

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

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

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见，联名信中对从轻判决的请求既

有观念上的支持，也有法律上的根据。

第六，联名信对复旦大学的影

响。我认为它不仅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反而体现了复旦大学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理念。正如复旦大学宣传部所

回应的，写联名信表达诉求是学生作

为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恰恰反映了复

旦对言论自由的宽容态度。这种独立

和自由只要不形成“舆论”干预到司

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在现代民主国

家，民众的参与和观点表达是非常重

要的，而纯粹的观点表达并不必然形

成“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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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

《极乐空间》，讲述 21 世纪末的地

球已经变成疾病肆虐、资源匮乏、环

境恶劣的贫民窟，而特权阶级全都移

民到车轮状的太空城“极乐空间”里，

享受着优美清洁的环境、富足的生活

及医疗机，一种可以治疗所有病症的

完美机器。

片子毫无疑问影射了许多现实

问题，美国的医改政策，美墨间的移

民问题等等。在同一位导演的前一部

作品《第九区》中，更是赤裸裸地影

射抨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历史，他运

用了许多写实主义风格的手法为影片

增添视觉冲击力，如手持摄像的伪纪

录片风格、脏乱差的环境设置、对血

腥乃至恶心场面也丝毫不避讳，多次

正面近景表现。在前半段观看过程中

我不断在想，“这就是科幻现实主义

啊！”

但到了故事后半段，或许是大

投资导致的压力，情节如脱缰之马，

为了严格遵守好莱坞的起承转合节奏

而不停赶路，漏洞百出，以至于有几

分政治正确的乏味，最终来自地球的

草根英雄重启了极乐空间，让所有人

都能享受到免费医疗的权利。又一个

Happy Ending。这让我有点失落，过

分理想主义的结局处理弱化了片子整

体的可信度，也让前面的现实化风格

努力化为乌有，观众会在最后一刻回

过神来“这不过是又一部好莱坞流水

线作业”，它想说些什么但是浅尝辄

止，把一切思考中止于安全的范围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幻现实主

义？

2012 年在星云奖的科幻高峰论

坛上，我在发言里说：“科幻在当下，

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

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

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

经由韩松老师的提炼，“科幻现实主

义”这个词诞生了，在过去一年中，

它不断出现于各种媒体关于中国科幻

的报道中，甚至在 2013 年 6 月 6 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

国之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的文章，

文章中采访了韩松、吴岩、姚海军、

潘海天和我，并引用了许多作品和现

实中的例子去试图阐释这个悖谬的概

念：

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从新闻中

获取灵感，甚至科幻言中现实的文学

流派，被戏称为“科幻现实主义”。

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

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

多数涉及未来；科幻文学因为描述人

类的独特想像常常具有惊异感和荒诞

性。但在中国，这种惊异感和荒诞性

并不发生在未来，而是每天出现在新

闻头条中。这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大量

素材，又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特性，

增添了这些新闻的荒诞。”

显然，这种定义存在其片面性，

就像余华新作《第七天》被批评为

微博社会新闻大杂烩一样，将文学创

作赋予太多当下性，就像强迫风筝贴

地飞行一样不可取，而如刘慈欣所说

“科幻就像风筝，要飞得高远，又需

要一根细细的线牵着”（大意）。“科

幻现实主义”所追求的应该不仅仅是

对时事的简单呼应和摹写，否则便丧

失了这种开放文类自身的优势和可能

性。

我更愿意将“科幻现实主义”理

解成一种话语策略，正如《科幻世界》

杂志主编姚海军所说：“面对现实，

因为有太多禁忌问题，中国的现实主

义文学反而在逃避，这是现实主义的

遗憾。科幻应该关心现实。” 去寻

找并击打受众的痛点，唤起更多人对

科幻文学的关注，踏入门槛，并进而

发现更加广阔的世界，类似于在一个

特殊的时期作为科幻排头兵的角色。

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的便

是，哪些作品可以算做“科幻现实主

义”？

在 2005 年出版的《新观念史词

典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中，著名学者鲁宾 (J. H. 

Rubin) 作为“现实主义”词条的编撰

者认为：“……这个词涉及到视觉现

实主义（形式或细节来源于自然，例

如前拉斐尔派或照相现实主义）、心

理现实主义（有时扭曲形式以表达情

感，如表现主义）或错觉主义（通过

细腻的描绘技巧使想象的形式显得逼

真，如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摄

影术在 1839 年一同兴起，后者为视

觉现实主义提供了新的标准，同时也

是以科学技术回应艺术对现实主义标

准的追求。……”

而恩格斯在《1888 年 4 月初致

玛·哈克奈斯信》中为”现实主义“下

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

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从美学层面的定义去看，《三体》

以及刘慈欣的大部分作品无疑属于科

幻现实主义，不仅仅由于他对于现实

层面 ( 包括历史）的真实描绘，还包

括了对想象中的三体世界及未来细致

入微的刻画，以及对于这些极端的典

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让读

者觉得可信而真实，从而在心理层面

完全沉浸其中，获取共鸣及恢弘震撼

的阅读体验。

而从题材层面定义看，韩松的《地

铁》系列（《地铁》、《高铁》、《轨道》）

同样属于科幻现实主义，尽管运用了

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其

作品根基仍牢牢扎根于现实，阅读经

验丰富的读者能够从中读解出对现实

事件的多重反讽。在韩松那里，科幻

现实主义的精神更具批判性及政治意

味，当然也更具隐蔽性（因为众所周

知的原因）。

那么照这种分法，岂不是大部分

科幻作品都可以纳入科幻现实主义的

范畴，严格地说，没错，因为它是一

种风格，高于类似于“太空歌剧”、

“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等亚文

类（sub-genre)之上，“科幻现实主义”

可以作为一个定义加在任何一种亚文

类的前面。

那么，哪些作品不是”科幻现实

主义“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作品，发生

了貌似现实的世界里，但主人公却像

卡通人物般的言行举止（玛丽苏文），

而剧情更像是上演过无数遍的好莱坞

大片的杂糅体，充满了俗套和不可能

的转折，这种文章的感情总是超乎寻

常的充沛，感伤泛滥或者咆哮成疯，

但是看完之后，除了脑袋发疼嗡嗡作

响，什么也留不下。

没错，我在讨论的是“真实性”。

“真实性”不等于“真实”，它是一

种逻辑自洽与思维缜密的产物，这或

许是“科幻现实主义”不同于“现实

主义”，并将后者往前推进的那一步。

而迈出这一步，则海阔天空，整个宇

宙和历史都将成为我们的游戏机和试

验场。我们设置规则，这些规则基于

我们对现有世界运行规律的认知和理

解，然后引入一些变量，它们有些会

很极端，引发链式反应，变化从个体

开始，蔓延到群体、社会、技术和文

化，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产生改变，但

这一切都是可理解可推敲的，符合逻

辑的，具“真实性”的舞台，我们的

故事便会在这样的舞台上演。

我们的目光从大地望向星空，探

入海底，甚至直指人类的意识深处，

在狭隘的传统中国现实文学题材（乡

村、情爱、官场、谍战等等）之外，

还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和新大陆等待

我们去探究、去发现。

韩松老师曾经说过：“中国现实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荒谬感。比卡夫

卡的小说还要荒谬。 很多东西表面

上十分正确、严肃，但恰恰是这样，

它显得尤其荒谬，现实太科幻了，我

们怎么写得过它？”我却觉得，有了

这样“富营养化”的荒谬现实沃土，

我们的作家理应更加长袖善舞，我们

的“科幻现实主义”理应能够走得更

高，更远，更美妙。

作者为最世文化签约作家，第三届全

球华语星云奖最佳科幻新锐作家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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