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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一线办案的思考与总结，

紧密结合当下的司法改革实践， 与最前沿的

司法理念接轨。

本书也是 《检察再出发》 一书的续篇。

作者坚持不忘初心， 面向未来， 代表了新一

代检察官的人文情怀与法治信念。 相信本书

能够引领关于“检察再出发” 的新一轮思

考。

【内容简介】

刘哲：

北京市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 执笔起草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起诉书制

作的规范意见 （试行）》， 参与编著 《检察机

关刑事起诉书制作要义》， “法律读库” 公

众号 2016年度十大作者之一。

【前言节选】

本书的书名“你办的不是案子， 而是别

人的人生” 正是来自作者的一篇文章， 该文

曾经在微信中流传。 我在微信朋友圈见过这

篇文章， 但并没有打开。 之所以不打开看内

容， 是因为只要看看这篇文章的题目， 就意

味深长， 大体上知道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

了。 案子是自己的， 而人生是别人的， 案子

和人生就这么神奇地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以

办案为业的司法人员———包括检察官来说，

由于每天都要与案子以及当事人打交道， 尤

其是关涉形形色色犯罪的刑事案件， 已经习

惯于面对社会黑暗面， 因而见怪不怪了。 然

而， 除了“多进宫” 的惯犯、 累犯， 大多数

案件当事人都是第一次面对司法程序， 而司

法程序是由司法人员推进并主导的。 如果不

考虑案件处理结果关系当事人的生杀予夺，

关系当事人亲属的生离死别， 那么， 司法人

员对于案件可能是冷漠的， 公事公办的。 如

果司法人员在依法办案的同时， 还能想到案

子关系他人的人生， 这对于一个具有长期办

案经历的司法工作者来说， 是极为难得的。

这次写序，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 内容大体

上没有超过我的预想， 但还是从文章中读

到、 触摸到了作者的内心。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提及感情和理性、

人性和信仰这么一些大词， 而作为这些大词

铺垫的却是一些办案的细枝末节。 作为一名

司法人员， 当然要有理性， 司法的本质就是

理性， 即司法理性。 报复是被害人的一种情

感要求， 而刑罚则应当是国家的一种正义化

身。 被害人总是希望恶有恶报， 甚至对窃盗

者斩手、 杀人者斩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应该

的。 然而， 司法要求在被害与加害之间取得

某种平衡， 这就是公正的应有之义。 因此，

如何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是

十分困难的。 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在北京大

学曾经做过一个题为 《公正与报复》 的讲

座， 在这个讲座中， 利科表达了一个深刻的

观点： 诉讼就是将人们从情感导向理性的重

要途径。 利科指出： “在诉讼这个语言仪式

终结时， 公正之言能够得以发布、 应该被说

出来。 一种语言的复杂游戏就在这个仪式框

架中展开， 并受制于保障诉讼得到公平的程

序规则。 这种游戏从根本上讲是系于原告与

反方代表们的论据交流。 为了现场调查， 我

们能够说， 诉讼的原始功能是把冲突从暴力

的水平移到语言和话语的水平。 诉讼借助在

可能论据基础上运用的一个分支， 更准确地

说， 是一种超验的实际运用的分支， 即整个

过程立足于特定情况下对运用标准的有效性

进行推断。” 利科这段话比较晦涩， 其实，

他的意思是说， 公正存在于诉讼之中， 而诉

讼将暴力转换为语言的对抗， 从而实现从情

感向理性的转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诉讼

为主要内容的司法当然具有理性品格。 然

而， 司法又渗透着情感， 它不能也无力完全

化解情感， 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情感而

已。

法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曾经在北

大做过一次关于死刑的讲演。 在中国人的集

体意识中， 杀人者死几乎成为一条定律， 对

杀人者的极度痛恨情感转化为刑法规则。 这

是一个将情感凝聚为法律的极佳例证。 然

而， 死刑的受刑者面对的是观演的受众。 对

此， 德里达指出： “我要以哀婉的方式将诸

位引向或者说和我一起留在监狱及世界上所

有拘留所的这个黎明时分、 这个清晨， 这个

时候被判死刑者要么等着人们带来赦免的消

息， 要么被带向无数合法死刑机器的一种，

这些机器都是在作为技术——— 治安技术、

战争技术、 军事技术及用以管理死刑的医

学、 外科、 麻醉技术史的人性历史长河中由

人类天才地发明出来的。 这时几乎总有一个

神父在场。 （这些机器都） 带着某种诸位所

知的残酷、 一种总是同一的残酷， 不管怎么

样， 诸位知道残酷可以从最野蛮的屠杀到最

变态的刑罚， 从最血腥或最残忍的肉刑到最

易被否认的、 最变相的、 最隐蔽的、 最完美

地机械化了的酷刑， 其隐蔽性或者 （对残酷

的） 否认，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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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收了中国海洋法学

会年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上发

表和提交的部分优秀论文， 目

的是将海洋法学者在海洋法领

域内辛勤耕耘的结果付梓面

世， 以推动和促进国内海洋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争取

在国际上发出中国海洋法学者

的声音。 本书内容包括三大部

分， 分别为海洋法的发展、 海

洋争端解决与维护海洋权益。

本书尝试呈现缜密辩护逻

辑的展开方式及其案例实务样

态， 从事实逻辑与法律逻辑出

发， 还原最为真实的刑事辩护

实务， 同时提炼刑事程序法律

与实体刑法规则的理论要义。

本书中的案例覆盖了故意伤

害 、 走私 、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集资诈骗、 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等司法实践中多发且

存在诸多争议的行为类型。

法学小品文章生动有趣/

历史掌故趣闻信手拈来， 法科

入门学子人手必备/启蒙法律

思想法制观念。 本书以有趣的

历史掌故、 法律判决、 民间传

说、 文学段子为引， 阐发出为

今日可借鉴之深意。 本书是著

名法律文化学者刘星所著 《西

窗法西》 的姊妹篇。 《西窗法

西》 是讲西方法律文化， 《古

律寻义》 则是中国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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