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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事法庭中被害人席位设置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顾超群

【内容提要】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被害人经历了一个由刑罚的执行者到罪行的追诉人再到

诉讼的旁观者的诉讼职能逐步衰弱的过程。1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和世界各国对被害人诉讼

权利保护的加强，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亦步亦趋，1996 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

的诉讼地位，以图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但是从近十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被害人的诉讼地

位虽在法律文本上得到了提高（立法上仍然存在诸多缺憾），但在实践中依旧如故，被害人

在诉讼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护。2012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保障

人权”被写入了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保护，但是对被害人却给予

了极少的关注，甚至加强了将被害人证人化的倾向。本文将从比较法的角度，运用符号学法

学2来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相关权利进行分析，并借助符号性交往与诉讼文化的关系来深

入剖析被害人在我国法律文本、程序设计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诉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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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被害人的法庭席位3设置及其诉讼地位——横向比较

刑事诉讼的进行离不开诉讼程序中的各个诉讼角色及其表演布景，不同诉讼角色所处位

置的安排既是由司法理念和制度所决定，亦是诉讼角色的诉讼地位的体现，同时与司法实践

中遥相呼应。4不同的诉讼角色其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亦有区

别，而诉讼角色在法庭上的席位设置则成为各个诉讼角色的重要身份标志。被害人作为刑事

诉讼的重要角色之一，因其诉讼地位的不同，刑事法庭中被害人席位设置也有很大的差别。

不同的安排方式具有不同的符号意义，更加反映了不同的诉讼文化。总而言之，法庭空间设

1 张剑秋著：《刑事被害人权利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2 符号学从它产生时起，就被认为是一种方法的方法，是一种可以解释任何问题的元科学。从这个角度讲，
它的目标更宏伟，纲领更庞大。法律现象是一种符号，法律的概念也是一种符号，法律的理论也是一种符
号，立法者的活动是一种运作符号的过程，法官判案的过程也充满了符号。一句话，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符
号，法律的活动就是一个符号传递的过程。符号学法学不去研究法律的“真理”，而是关心法律的意义是如
何生成的。即，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符号学法学是实证主义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符号
学法学也不关心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关心的是法律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意义是如何得
出的。参见徐爱国：《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的几个侧面》，《中外法学》1998 年第 4 期。
3 法庭席位是指在法庭空间内为诉讼参与人以及专门机关所设置的座位，属于法庭现实空间的范畴，是私
法剧场舞台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参见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中著：《刑事诉讼关系的社会学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4 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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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既是一种司法制度、一种法院“生态学安排”，又是一种诉讼理念、一种诉讼文化。5正是

由于各国法律传统、诉讼模式及司法制度等不同，刑事法庭对被害人席位的安排也有所不同，

与此相对应，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诉讼地位亦存在差异，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情况：第

一，被害人具有证人地位，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第二，被害人具有民事当事人地位，以法

国为代表；第三被害人具有当事人地位，如德国。 首先，我们形象地观察下被害人在各国

刑事法庭中的席位设置，从中仔细分析被害人在该国刑事司法中的诉讼地位。

（一）美国

图 16是美国陪审团刑事法庭的设置，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共同构成辩护方；

检察官与辩护方平行而坐，都面向法官席，在空间上与法官席保持同等距离。而证人坐在法

官的左下方位置，这个位置是基于技术的考量，便于整个法庭的诉讼角色都可以观察到证人

的举动。这样的法庭空间设置便于被告人与检察官共同在法官面前陈述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法官在双方相互辩论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案件裁判结论，体现了控辩

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中立裁判等基本的诉讼原则，亦体现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理念。

但是在美国的刑事法庭中并没有被害人的固定席位，只有当被害人要作为证人出庭时，被害

人才会出现在证人席上。与此相对应，被害人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只具有证人的诉讼地位，只

能以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在美国，被害人如果选择作证，就要坐到证人席上，其地位与一

般的证人相同，也要宣誓。显然在这样的法庭空间设置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未得到彰显，

被害人只是被当作“证据”来使用。传统的英美法系的刑事法庭空间设置与图 1 基本相似，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处于证人的诉讼地位，在法庭上一直无一席之地，如在英国（不包

括苏格兰）的刑事诉讼中，除证人以外的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无任何其他参与权。基本上，

英美法系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高，与被害人在刑事法庭中的席位设置也是相匹配的。

（二）法国

5 兰跃军著：《刑事被害人作证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3 页。。
6 卞建林、李菁菁：《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法学研究》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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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反映了法国重罪法庭的设置。法官席位于法庭前面居中的地方；检察官的席位是在

法官的右侧，低于法官席，但高于被告席和被害人席；被害人及其律师的席位设置在法官席

的右侧，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席位安排在法官席的左侧，席位均低于法官席，与法官席距离

相等。被告人席与被害人席对向设置，但被告人或被害人与其律师是前后排设置，且律师席

在前。证人席也作了控诉方证人席和被告方证人席的区分，在被害人席和被告人席各自设置

一个证人席。这种模式映照的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平等参与诉讼，法官保持中立、消极听证、

居中裁判的对抗制诉讼观念和司法文化，但检察官与法官的席位均设置于台上，高于被害人、

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的席位，这意味着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并非一般的当事人，控辩

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完全对等。就被害人而言，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 条、第 3 条、

第 85规定，“公诉亦可由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依本法典规定的条件发动之”，“对因受到追诉的

犯罪事实所引起的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各种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均应受理”，“符合本法

典所规定的条件，被害人也可以提起行使诉讼”，“凡自认为受到重罪或轻罪伤害的人，依法

向有管辖权的预审法官提出告诉并取得民事当事人的地位”8，“受害人只有在案件中没有成

为民事当事人时，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受害人一经成为本案的民事都能使人，则不但

能再在法庭上经宣誓作证”。9即法国刑事诉讼承认被害人民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其当

事人的诉讼地位确立以后不得成为证人，被害人席位的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法国的被害人席位设置充分体现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律师席位设置在前

排，而被害人和被告人分别位于其各自的律师身后，既方便他们的交流，也可以避免被害人

在庭审中被批与被告人进行目光交流造成“二次被害”。

（三）德国

7 卞建林、李菁菁：《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法学研究》2004 年第 3 期。
8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1、91 页。
9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750 页。

法官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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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德国刑事法庭空间设置

1—辅助起诉人席、告诉人席；2—检察官席；3—证人席；4—辩护人席；5—被告人席

如图所示，法官席毫无疑问居中，法官席左侧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席位，右侧是辅助

起诉人席或者告诉人席，以及检察官席。而证人席则与法官席相对，基于技术因素的考量，

其位于与控辩审三方等距离的法庭正中位置。德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席位，即辅助起诉

人席位或者告诉人席位，与检察官席并排（检察官席完全没有垫高），与被告人席相对而设。

这样的法庭设置体现了职权主义的理念，同时又融入了一些当事人对抗的因素。就被害人而

言，德国刑事法庭承认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且德国检察官与被害人组成控诉方，作

为控诉方当事人之一。但同时，被害人的当事人角色与证人角色亦不可混淆，德国刑事诉讼

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证人的角色”，“自诉人因其地位类似于当事

人的角色，故不得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就有关自己或其他自诉人的事项，被当作证人来加以

讯问”。11

（四）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三种法庭中被害人席位设置的观察比较，不难窥知被害人在这三国刑事司法

中的诉讼地位，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三国的司法体制、诉讼模式、法律文化、诉讼理念的不

同。美国刑事诉讼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来发现案件事实，而发现事实、实现正义又是国

家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证人的地位；法国重罪案件中的被害人通常

作为民事当事人出席庭审，这是通过当事人的平等参与和法官主动依职权调查来发现案件真

相以实现实体之争议；德国法庭则是杂糅式的，既注重了当事人的平等参与，又注重控辩双

方的平等对抗，以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德国的这种杂糅式的诉讼模式亦体现在

法庭设置中，检察官完全与被害人、被告人“平起平坐”，而之所以可以实现这个“平起平

坐”完全是由于其背后的诉讼理念，“在德国，刑事诉讼不被视为对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

斗”。12综上，上述三国的被害人在刑事庭审中被安排在不同的席位上，与其诉讼地位基本

呼应，同时也体现了该国刑事诉讼的制度、文化和理念。

二、我国被害人席位设置及其诉讼地位——纵向考察

（一）古代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地位

封建社会的公堂设置，总体上来看，只有主持审判的行政官员一人或多人坐于台上，积

极主动地审讯，而被害人抑或是被告人、证人等皆都跪于台下作为被审讯的对象。这样的公

堂设置非常直接地反映出诉讼程序中的主客体关系。不管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在诉讼中都被

视为诉讼的客体，被害人是引起诉讼的“导火索”，亦是是被拷问或讯问的对象，也是诉讼

中不可或缺的证据，其不享有诉讼权利，唯有法院才是诉讼主体。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种主客体关系，以唐朝为例。

唐代的刑事诉讼一般源于“告诉”，告诉又分为告乃诉论，是指必须经被害人提请告诉

才有可能令犯罪人承担罪责；另一类则为必须告诉的，如被害人之家应当告诉而不告诉的，

或主管部门得到告诉而不立即立案上报者，皆为律所不容。《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强

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人之家……即告其主司。”13《唐律疏议•名例律》中对于故意犯罪规定：

10 兰跃军著：《刑事被害人作证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8 页.
11 【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0～242 页。
12 【美】弗洛伊德·菲尼、【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岳礼玲著：《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
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8 页。
13 张晋藩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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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者，备赔……死及配流勿征”，即如果犯罪人因犯盗窃罪，应对被害人的损失予以加倍

赔偿，但是被判刑罚若是死刑或是发配流刑的话，则可以不再进行赔偿。而对于过失犯罪的

处罚，则体现了“偿而不坐”“坐而不偿”的思想。这种观念和原则基本被后世所沿袭。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刑事案件的解决基本上由国家垄断，被害人没有自行解决的权利，如

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私自解决，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14从诉讼程序的启动来看，被害人的

告诉只是多种启动方式之一。虽然被害人拥有诉权，但是由于官府抑制诉讼的刑事政策以及

民间“厌讼”风气日起，被害人的告诉权被法律进行了严格限制，被害人可能被衙门拒之门

外，甚至可能会因“告诉”被定罪，如“诬告罪”。总之，被害人在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体

制中基本也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

（二）现代刑事法庭空间设置被害人席位的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刑事法庭空间设置一直是法官和检察官联席而坐，共同“审

判”被告人的局面。而被害人在庭审中并没有一席之地，其“私诉权”完全被国家的公诉权

所取代，这种庭审设置与古代的“坐堂问案”极其相似。控辩平等的格局无从实现，而被害

人保护也完全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

直至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审判台、公诉台、辩护台位置的规定》（以下简称“1985 年规

定”），在总结我国多年经验的基础上，并参照外国的通常做法，对庭审席位作了如下安排：

图 4 我国刑事法庭空间设置（“1985 年规定”）

1—审判台；2—公诉人席；3—证人席；4—被告人；5—辩护席

在“1985 年规定”安排的庭审席位中，“审判法庭的审判区正面设审判台，高二十至六

十公分；审判台前方右侧设公诉台，高度与审判台相同；审判台前方左侧设辩护台，高度也

与审判台相同。在审判台、公诉台和辩护台上，分别设置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的座席。

公诉台与辩护台呈八字形，都面对被告人。证人座席位置设在公诉台右下方平地上。”检察

官从审判席的平行位置移到了审判席的前方右侧，但仍与审判台同高，与被害人的辩护人席

相对设置，辩护人席亦与审判台同高，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共同“审

判”被告人的局面，俨然有“三司会审”之遗风。这样的法庭空间设置明显是“以审讯为核

心”的传统诉讼理念与现代诉讼理念向杂糅的产物。而在这样一个混合物中，被害人是无一

席之地的。这也与 1979 年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定位不清有关。在 1979
年《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既不是证人也不是当事人，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而“被

害人陈述”作为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是一种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14 吴四江著：《被害人保护法研究——以犯罪被害人权利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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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在法庭空间设置上，1997 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征

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同一，下发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

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97 年通知”），就刑事诉讼的法庭席位设置问题作出

了如下修改：

图 5 我国刑事法庭空间设置（“1997 年通知”）

图 5 我国刑事法庭空间设置（“97 年通知”）

1—审判台；2—书记员席；3—公诉人席；4—被害人席；5—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席；

6—证人席；7—被告人席；8—辩护人席

在“97 年通知”所建议的法庭空间设置中（如图 5 所示），“审判法庭的审判区正面设

审判台，高度与审判法庭面积相适应；审判台右下方设书记员席，以区分审判人员与书记员

的不同职能；公诉人席置于审判台前方右侧；被害人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席置于公诉人

席右侧；辩护人席置于审判台前左侧；证人、鉴定人席置于公诉人席右侧；被告人席设于审

判台正面，采用低栅栏。审判台适当高于其他席位，以体现审判法庭以法官为主导的特点，

同时可避免因审判台与其他席位都在一个平面上，以致旁听席人员的视线被书记员、证人、

鉴定人、被告人挡住，而看不到审判员的弊端。”这次修改在庭审中增加了被害人席位、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席位，与公诉人席并排平行，位于公诉人席的右侧，而公诉人也由“台上”

真正地移到了“台下。”这样的法庭空间设置体现了被害人诉讼地位当事人化的要求，虽然

并没有考虑到被害人作证的技术性要求，但无疑是对被害人地位的拔高。

但是，由于“97 年通知”这个文件的特殊性，实践中的对 “被害人席位”的操作则是

千差万别。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庭并未设置专门的被害人席位。只有在被害人出席庭

审时，才加设席位，而这个加设的席位亦是各地做法不一，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做法15：第

一，大部分是依照“97 年通知”，在公诉人席旁边增加被害人的座位上，被害人与公诉人联

席而坐，作为公诉方的辅助者、支持者，将被害人视为附属于公诉人的一方当事人。第二，

被害人在需要作证时才出庭，席位自然是落在证人席上，这种模式是将被害人视同为一般证

15 兰跃军著：《刑事被害人作证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6～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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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害人作证结束后告知其退庭，不让被害人以当事人身份参加整个庭审活动，从而剥夺

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这种做法类似于英美法系将被害人视为证人的做法。三是让被害人

在旁听席上旁听，在公诉人举证阶段才出庭陈述并接受询问，但不允许他们行使申请回避、

询问质证、发言辩论等法定诉讼权利。四是，当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法院才在庭前

通知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出庭参加审判；反之，如果没有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就

不再通知被害人，法官在庭前也不见被害人。即将被害人视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这种

做法与法国重罪法庭对被害人的安排有些类似，但是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享有作为公诉案件

当事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包括作证陈述、申请回避、向被告人发问、参与质证等。当然，

亦有极少数法庭专门设置了被害人席位，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权、

发问权、宣读、出示证据权、法庭辩论权等诉讼权利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被害人席位只

是具有“装饰”作用，作为对被害人的安慰。这些做法是对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被害人的当事

人诉讼地位的漠视。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下降。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是为了对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等问题

提供一份完美的答卷，在公、检、法、被告人人权保障者的博弈中产生，但甚少提到对被害

人权利之保护，在这方面的修改亦着墨颇少，极少的几处修改反而体现了将被害人证人化的

倾向。例如，新刑诉法第 54 条规定，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

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第 62 条规定了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

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的作证的人的保护，包括证人、被害人、鉴定人。这一条是关于

“证人保护”的规定，亦将被害人列入了证人保护的范围，尤其体现了被害人证人化的倾向。

而新刑诉法第 125 条仍然沿用了 1997 年刑诉法第 100 条的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

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2010 年联合发

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7 条也对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

言的审查判断也作了完全相同的制度安排；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区别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

的举证和质证规则。可见在关涉被害人的程序设计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日益证人化。

综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造就了如今的畸形现象——

“法律文本上的当事人地位，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司法实践中的被忽视地位”。

三、我国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原因探析

正如福柯所言，“法庭的空间安排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法庭空间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是

一国诉讼文化、诉讼理念以及司法制度的映照。刑事诉讼中的符号性交往受到诉讼文化的制

约，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符号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诉讼符号的使用必

然要按照诉讼文化所形成的习惯的要求来进行。16如美法德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则是在其刑

事诉讼的诉讼理念、诉讼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的，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也一直没有发生很

大的改变。倘若诉讼符号在外力的影响下迅速地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诉讼符号就会

与不易发生该变的诉讼文化、诉讼理念、诉讼传统等深层次的东西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

导致某些畸形现象的产生。而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尴尬地位即反映了这种畸形的体现。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造就了如今的畸形现象——“法律文本

上的当事人地位，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司法实践中的被忽视地位”。这种现象的产生是

有因可循的。

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中，诉讼程序是按行政原理设计的，法官是由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兼

任，审判的程序性限制是以官僚机构内部纪律的形式出现的，而诉讼的利益形态呈现出国家

与犯罪人的二元对立，张扬“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强调以国家权威为中心，

并给国家的抽象利益以优先地位，被害人的利益仅止于反射性的利益，并未真正关注其利益。

16 张中著：《刑事诉讼关系的社会学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4～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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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害人在传统刑事诉讼中一直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17发展至今，我国的刑事诉讼制

度仍然是以追求客观真实、查明案件真相、实现实体正义为其终极使命，以保障国家利益和

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终目标，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诉讼传统所决定的。因此，在我国的

刑事诉讼中，国家利益仍然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个人利益其次，不管是被告人的利益还是被

害人的利益，一切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但是由于当事人平等对抗、法官居中独

立审判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传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者也按图索骥，在缺少司法实践

的基础上，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一点点地融入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的诉

讼地位随着立法者刑事诉讼理念的更新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而逐步拔高，成为了刑事诉讼

的主体，摇身一变成为了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这种转变快速却缺乏必要的基础，在传统诉讼

文化和现代诉讼理念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会发生异化。

再者，我国刑事司法受“绝对工具论”的诉讼价值观和“重实体、轻程序”、“程序虚无”

等诉讼理念的影响根深蒂固。轻程序现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置问

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移除的文化传统印记。18 立法者也只是在形式上赋予了被

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在程序设计上又一次“打了马虎眼”。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

系，只有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职，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程序的自治功能才

能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自然实现。19而我国的被害人参与诉讼却没有具体的合适

的程序可供遵循，只是适用证人的程序出庭作证，其法律文本中的主体性地位必然在程序挤

压下不断下降，最后沦为诉讼客体。

上述种种原因便造就了被害人“法律文本上的当事人地位，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司

法实践中的被忽视地位”。

四、我国被害人诉讼地位重置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本身并无不妥，它有利于保证被害

人的诉讼参与权，亦符合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趋势。但是由于在传统诉讼文化、

轻程序重实体的诉讼价值观等的影响下，被害人诉讼地位虽然“高高在上”，但在司法实践

中却经常被忽视，主体性地位下降，其诉讼权利经常受到限制，被害人权利保护更是无从实

现。如何消除“法律文本上的当事人地位，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司法实践中的被忽视地

位”这种畸形现象，首先必须厘清被害人角色与刑事诉讼中其他角色的关系。

（一）厘清被害人角色与刑事诉讼其他角色的关系

1、被害人与公诉人

在理论上，我国刑事诉讼中公诉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应是“目标、利益基本一致的控方组

合”。在公诉案件中，公诉人是代表国家代替被害人行使起诉权，和被害人的目标、利益是

基本一致的。当公诉人与被害人意见存在分歧时的处理。尽管国家公诉原则要求发生分歧时

应当坚持公诉利益优先，但应当保护被害人利益，应尊重被害人的意见。但是这种关系仅仅

止于理论文本，霍布斯曾经说过，人在本质上自私自利的，从而任何交往都受着交往主体利

益和需求的支配。在刑事诉讼关系中，各个诉讼角色均有着自己明确的目的和愿望，如在当

事人主义模式的诉讼中，所有的诉讼参与者，包括被告人、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

都在寻求他们自己和职业利益的最大化。20在我国这样的诉讼制度下，诉讼主体的交往功利

性亦是普遍存在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追求客观真实查明案件真相为其终极使命，以保障

国家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终目标，将把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国家利益

17 樊崇义著：《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9～120 页。
18 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 年第 1 期。
19 同前引 18，季卫东文。
20 同前引 16，张中书，第 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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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本就模糊，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被异化成国家公诉机关的利益，体现为国家公诉机关

的各种指标。公诉人为实现这些指标以实现其职业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与被害人背道而驰。

即使是公诉人不追求其职业利益的最大化，公正无私地“为国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稳

定”，“惩罚犯罪”与“被害人保护”二者并不能划等号。因此，公诉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并不

是理论中所说的“利益目标一致的合作组合”，这种组合也不可能存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其

实是一种依附附属的关系。因此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的席位可以再公诉人旁边，可以在旁听

席，可以在证人席，因为其地位无足轻重，不影响大局，可以按照实际中的需求而设置。

2、被害人与被告人

在我国的法庭空间设置中，被告人席设于审判台正面，处于“孤立无援”的受审判地位；

而被害人无论是与公诉人联席而坐还是位于旁听席或是证人席，其控诉性的诉讼角色不可否

认，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天敌”关系是无法改变的。在我国刑事审判中，在公诉人与辩护方

之间的控辩平等尚未实现之时，控诉方又加入了被害人，这样就形成了公诉人、被害人共同

控诉被告的二对一的局面，造成了诉讼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确是导

致了“诉讼结构的失衡和诉讼秩序的紊乱”。21这对于被告人来说的确是有失公正，但也不

意味着就是对被害人的公正。这样“一边倒”的诉讼结构会让人产生这样的假象：被害人有

了国家这个强大后盾支持，沉冤得雪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冰冷的体制并没有考虑被害人想

要什么，被害人最后只是沦为国家控诉的工具，而其权益却甚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但事实上，

被害人的诉求经常被忽略，当法官在面临检察官所提出的规范性的诉讼请求，与被害人从自

己的特定角度提出的非规范性诉讼请求，法官必须以检察官的诉求为审理对象，再兼顾关心

被害人诉讼要求与意见已经可能是有心无力了，特别是二者的请求冲突较大时。而在立法者

眼中，被害人与国家公诉机关都有权对犯罪人进行追诉，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必须面对两个

主体的责难，为了维护法庭上控辩双方权利和地位的平衡就必须对被害人与国家公诉机关双

方的权利都做一定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一部分权利被削弱22，来防止控方权利

过大易导致控诉失衡，如我国刑诉中所规定的被害人在委托诉讼代理人权、调查取证权和上

诉权发面都受到了限制。可以说，被害人成为检察院权力膨胀的一个很好的幌子。

3、被害人与证人

被害人与证人的关系，准确来说是被害人的当事人角色与其证人角色的内部冲突。在法

庭上，被害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已经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亲身体验过案

件的证人，一个与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当事人。被害人自身的角色多重性也导致

其诉讼地位的难以定位。在我国，被害人的当事人角色与证人角色的协调存在不足，此外，

减少当事人地位对被害人的客观立场的影响的措施也不完善23，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

人与自诉人皆不得作为证人；法国刑事诉讼法亦规定受害人一经成为案件的民事当事人，则

不能再在法庭上作证。总而言之，立法者在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程序设计上存在很大的漏洞，

被害人在当事人的身份在法庭上参与诉讼，并以当事人的身份作证，而询问被害人、被害人

陈述与的举证和质证规则等程序都是参照证人。

（二）小结
从上述被害人与其他诉讼角色的关系来看，被害人与公诉人在利益和主张上往往是有区

别的，被害人与检察官的冲突时有发生，如若确定二者为合作关系，则被害人在程序挤压下

往往会依附于公诉人，主体性地位逐渐下降；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是控诉与被控诉的关系，

二者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对二者权利的保护必须同等关注；被害人与证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21 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1～221 页。
22 卢志龙：《被害人角色与刑诉中其他角色的联系与比较》，《法制与社会》2008 年第 3 期。
23 前引 21，卢志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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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角色，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远大于证人，因此不能将适用于证人的程序设计加诸于被

害人。被害人应该有与其诉讼权利向对应的程序设计。在此基础上，笔者可以坚定的是，被

害人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可动摇，否则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将更加无从谈起。

那么如何消除“法律文本上的当事人地位，程序操作中的证人地位，司法实践中的被忽

视地位”这种畸形现象呢？在刑事诉讼关系中，诉讼角色互动在本质上是诉讼符号的互动。

衣阿华符号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是被其地位、角色所决定的，根据个体的参照群体，可以预

测其自我评价，并进而预测其行为，互动是一种角色扮演的过程。24而角色的赋予同样会影

响人的行为，人会依照其被设定的角色来行为。因此，应当给予被害人一个舒适的名正言顺

的“被害人席位”。首先，被害人作为控诉的一方，应当位于法官席的前方右侧，靠近审判

席，在被害人席的右侧才是公诉人的席位。这是对德国刑事法庭中的被害人席位设置的学习，

被害人席应当靠近审判席，以便法官可以保障被害人的程序权利。其次，可以学习法国重罪

法庭的被害人席位设置，被告人与被害人席位相对而设，被告人或被害人与其律师是前后排

设置，且律师席在前排。这种安排其一可以避免法庭结构的不平衡感，被告处于“众矢之的”

而被倍加关注，而忽视了对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其二，可以避免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正面冲突，

避免别害人因参与诉讼而“二次受害”。第三，这个席位设置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公布，而不是中央政法委的通知，以确保可以在各个地方法庭落实。最后，更新

诉讼观念，尤其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诉讼观念。我国司法机关往往也只重视刑事诉讼的结

果公正，强调实质正义，尤其强调被追诉人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使得对犯罪的追诉仅仅成

为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二元对抗”，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被忽视，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游离

于诉讼程序之外，其合法权利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必须转变重实体、轻程

序的传统诉讼观念，突出程序正义，保障人权。

最后，笔者引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来结束本文。大谷实在其《刑事政策学》中曾经指出：

“如果不建立在刑事诉讼中反映出被害人的意思的制度，则刑事诉讼法便会游离于国民之外

而失去信任。”

24 前引 16，张中书，第 314～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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