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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判死”了药家鑫？

—浅析社会舆论与法官独立

【摘要】2010年 10月 20日，在中国发生了一起掀起新的舆论大潮的案件，即

“药家鑫案”。反观当时情景，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喊杀声一片，声讨声群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院的死刑复核如民众“所愿”，宣告药家鑫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我国处于转型时期，言论自由不断开放，表达言论的方式和途径也在不断增多，

互联网成为人们发表言论、评论时事、舆论监督的有效平台。然而，我们在强求

社会舆论监督司法的同时，也要强调司法的独立，关注社会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

的片面影响，防止“媒体审判”的发生。司法独立是司法权的基本特质和核心要

素，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司法独立不仅仅指司法系统体

制内的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最核心最本质的应当是法官的独立。独立、超然

是法官职业的基本特质。法官的职业伦理要求法官应当以自身的法律知识，审判

的逻辑和法官职业的思维方式，以及中立、独立、超然的法官职业特质进行案件

的分析、审理、判决，而不应当追随或者说是迎合社会舆论的评判。本案或许可

以称得上继“刘涌案”“ 许霆案”之后又一社会舆论影响甚大的案件。本文旨在

以“药家鑫案”期间社会舆论的表现为契机，表明社会舆论在某些程度上的冲动 、

狂躁和缺乏理性，论述社会舆论对独立司法的影响，以期寻求社会舆论和司法独

立尤其是法官独立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药家鑫案 社会舆论 新闻媒介 媒体审判 法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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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判死”了药家鑫？

—浅析社会舆论与法官独立

“药家鑫案”，西安警方称之为“10·20”大学生药家鑫撞伤人又故意杀人

案，发生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该案又一次引发了全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

论，甚至可以说是继“刘涌案”“ 许霆案”之后又一社会舆论影响甚大的案件。

回顾当时情景，社会舆论可谓是绝对的“一边倒”倾向，“喊杀声一片”。面对汹

涌而来的社会舆论压力，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甚至采取发放调查问卷询问

“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法官是审理的案件的能动主体，法官的职

业伦理要求法官应当自身的法律知识，审判的逻辑和法官职业的思维方式，以及

中立、独立、超然的法官职业特质进行案件的分析、审理、判决，而不应当追随

或者说是迎合社会舆论的评判。最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院和

最高人民法院如民众“所愿”，判处药家鑫死刑，并于 2011年 6月 7日注射执行 。

面对如此种种，让人不禁发问到底是谁“判死”了药家鑫，法官还是民众？

一、药家鑫案

（一）案件简介

2010 年 10 月 20 日 22 时 30 分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陕 A419NO 号红色雪佛

兰小轿车从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由南向北行驶返回西安市区，当行至西北大学西

围墙外翰林南路时，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

倒。药家鑫下车查看见张妙倒地呻吟，因担心张妙看到其车牌号后找麻烦，即拿

出其背包中的一把尖刀。向张妙胸、腹、背等处瞳辞数刀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

脉破裂大出血当场死亡。杀人后药家鑫驾车逃离，当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又将

行人马海娜、石学鹏撞伤，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交警大队郭杜中队接报警后将

肇事车辆扣留待处理。同月 22 日，长安分局交警大队郭杜中队和郭杜派出所分

别对药家鑫进行了询问，药家鑫否认杀害张妙之事。同月 23 日，药家鑫在其父

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杀人事实。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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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2011 年 1 月 11 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同年

4月 22 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45498.5 元。4 月 28 日，药

家鑫方以定性不当、减刑情节未予考虑、量刑过重等四点理由提起上诉。

5 月 20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

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陕西高院审理认为 ，

药家鑫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属罪行极其严重，虽

系初犯、偶犯，并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药家鑫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2011 年 6 月 7 日上午，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被告人药家鑫出生于 1989 年 11 月 7 日，男，家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公园

南路二十街坊，西安音乐学院 2008 年键盘系学生，案发时系大三学生。①

（二）社会舆论的表现

当代之我国言论自由之路正在不断开放，人民表达言论自由的方式和途径也

越来越多，群众的言论也越来越多得到相关各方的注意，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为

人民表达观点、评论时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有效进行社会舆论监督提

供了便利。然而，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繁荣发展的背后，潜在的社会

问题、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尖锐，如贫富差距的扩大，通货膨胀下的生活负担的沉

重，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在如此种种之下，民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不满，仇富

心理滋长，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对司法的不信任，都使得民众内心有所积郁，一

旦有所引发，便迅速膨胀爆发，当民众心理转向一个基本一致的方向时便形成了

一个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心理群体，此心理群体一旦产生

个体意识和理性便丧失②，同时便具备了群体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社会舆论的形成和载体主要是新闻媒介如电台、报刊，新近的网络新闻媒介

①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1）西刑一初字第 68 号；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 西检刑诉 2011（29）号；药家鑫案二审辩护词：要挽救的其实是一代人；网易新闻：药家鑫案；

维基百科：药家鑫案；百度百科：药家鑫。
② 参见古斯塔法·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版，第一卷第一章群体的一般特征。

http://wenku.baidu.com/view/e8a9c1350b4c2e3f572763bc.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49ad154fe45c3b3567ec8bcd.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49ad154fe45c3b3567ec8bcd.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54394dd028ea81c758f578c6.html
http://news.163.com/special/yaojiaxina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AE%B6%E9%91%AB%E6%A1%88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0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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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易新闻、凤凰新闻等，以及新兴的网络平台如博客、微博等。新兴的网络是

受众最多，效果最为明显的平台，可谓是“偶然一呼，便可应者云集”。我们现

在反观一下药家鑫案件期间社会舆论的反应。

我们简单看一下新闻媒介在报道这一事件所采用的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标题便可

有所感触，“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③；“药家鑫‘怕难缠而杀人’的借口

再次挑战法治底线”④；富二代“药家鑫”或被判死刑⑤；“药家鑫案揭示其丧尽

天良 不判死刑天理无存”⑥。群众的评论更是压倒性的“一边倒”，喊杀声一片 ，

有一种不置他于死地不罢休的趋势。

再简单看一下，所谓教授、专家以及知名人士的言论，某北大教授，竟然

有言⑦“（药家鑫）长的典型杀人犯的面孔。你（主持人）根本就不懂，这种人

一看就是罪该万死的人。杀人犯长得都这样”；“你（主持人）根本就没有当过老

师，你不知道，这是典型的坏学生。你看人要看气质，你不要看什么肤色啊、五

官啊，要看气质。这是一个杀人犯的气质。药家鑫的名字，就是杀人犯——三个

“金”摞在一起，三把刀，是吧？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杀人犯——从心理学上来讲 ，

从文化上来讲。”这是一个教授的言论，这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的言论，这是

一个有理性学者的言论。然而正是如此，他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还有所谓

名人有言⑧“药家鑫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 鉴于西安音乐学

院学生集体支持药家鑫，今后音乐界将不接受他们。”

该事件中社会舆论的表现印证了勒庞的观点，群体有着冲动、多变和急躁，

易受暗示和轻信，偏执、专横和保守的特点。⑨为药家鑫说句话的微乎其微，中

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稍微谈点倾向，便被民众骂的体无完

肤。由此可见，社会舆论盲目追随、缺乏理性、片面失真、专横粗暴等特点，也

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社会舆论监督有着自身的不足和弊端。

③“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凤凰网；
④练洪洋：药家鑫“怕难缠而杀人”的借口再次挑战法治底线，广州日报[2010-12-02]。
⑤富二代“药家鑫”或被判死刑！
⑥孔庆东：药家鑫案揭示其丧尽天良 不判死刑天理无存
⑦药家鑫撞人后刺死伤者案 23日开庭
⑧音乐界将不接受药家鑫母校学生 有人会替天行道
⑨古斯塔法·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一卷第二章：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1201/2982639.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01/c_12834047.htm
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0-11-29/0000095787s.s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AE%B6%E9%91%AB%E6%A1%8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19jmm.html
http://www.33669.com/content/2011-04-18/20110418000556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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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舆论

（一）社会舆论及舆论监督概述

社会舆论，是指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基于一定的

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

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

层集合意识，是“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⑩社会舆论需要一定的

触发点和表达载体，在现今网络发达的时代，作为触发点的事件往往首先在网络

平台上出现。其表达载体主要是新闻媒介包括传统新闻媒介如电台、广播和新兴

网络媒介，以及新近的网络平台如微博、博客等。

通过如此种种媒介所进行的监督，本文统称之为舆论监督，在此主要讨论的

是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随着网络的兴起和普遍使用，互联网使用人数的增多，舆

论监督表现出了更为及时和更为有效的有点。纵观最近几年，官员腐败曝光、社

会治理问题、执法粗暴等等现象最初往往都是从网络出现的。同样对依托新兴媒

介也可以对司法进行更为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在当代西方，社会舆论监督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

种权力”。约瑟夫·普力策也宣称：“报纸的生命就在于‘暴露’”，一个自由而负

责任的报纸，应当试图使“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各机关和司法系统尽心尽职

履行责任”。11舆论监督因其必要性和有效性，在各国都得到了立法和司法的肯

定和认可。我国宪法也确立了社会监督的宪法地位。

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二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

实现，有着一致的目标，离开了舆论监督，司法公正便缺少一个保障。然而，另

一方面媒介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媒体本身“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

才是新闻”的特性使得它更偏向于对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报道，较其他社会问

题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不满，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而获得自身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12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舆论监督的负面作用，对独立司法的干扰和介

⑩ 百度百科：社会舆论。
11 景汉朝：“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现代法学，2002 年 2 月，第 24 卷第 1期，第 92页。
12汤丽声：“试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对我国媒体审判现象的反思”，法制与社会，2009.5（ 上 ），
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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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防止媒体审判现象的发生和扩展。

（二）我国社会舆论监督的弊端和不足

目前，我国关于规制社会舆论监督的相关机制不够健全，媒体行业自身行业

自律不够，媒体从业人员相关法律素养不足，再加上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

以及法官法律信仰的不够充分，法官职业伦理的不明确。纵观我国最近几年舆论

监督的实际情况，既有舆论监督不充分的地方，也存在着舆论监督不当甚至过分

的情形，学者也有相关的总结和概述13，笔者也作出自己的一些观察总结：

1.媒介报道缺乏客观真实性，或偏听偏信，或断章取义，或夸大其辞。客观

真实性应当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媒介传播相关信息过程中

往往失真，造成了不良的误导作用。仔细审查其可能原因有一下几种：①新闻的

时效性，使得其不能在获得完整信息的情况下才予以发布，这往往会导致信息的

不完整；②追求新意，猎奇心理的驱使，新闻行业有其自身的规则，出乎意料或

吸引眼球的才能称得上好新闻，故此有些新闻工作者断章取义或夸大其辞，以获

效果；③行业自律不足，新闻工作者有其自身的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然而并非

人人遵守；④根据大众需求，偏听一方，不顾平衡性原则；⑤有些甚至受人之托 ，

恶意为之。信息的失真，对公众有着严重的误导作用。

2.不尊重司法特性，给法官独立审判带来消极负担，对公众造成错误引导。

司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有着自身的程序性要求；法官有着专业的法律思维

方式和逻辑，而这些往往并非新闻工作者和民众所具有。实践中其具体的表现有 ：

①不尊重司法逻辑，依据不完整事实，拼凑案情，设置话题，乱加讨论；②不尊

重法庭取证质证程序，私下取证，妄加判断；③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胡乱猜测，

甚至妄断法院判决，影响公众判断；④报道与评论不分，往往作出带有明显倾向

性的评论，甚至给嫌疑人提前定罪。媒体审判往往就是由此产生的。

3.偏重结果，对程序缺乏关注。由于新闻工作者和民众相关法律知识的缺乏 ，

最为直观的便是结果，民众往往在判决形成后对结果公正与否进行大肆评判，甚

至是诋毁相关司法人员。司法有着其自身的程序性规定，司法公正既包括结果公

13 参见章洁：“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当代传播》，2005 年第 6期，第 55 页；景汉朝：“传媒监督
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现代法学》，2002 年 2 月，第 24 卷第 1期，第 96-97 页；汤丽声：“试论新

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对我国媒体审判现象的反思”，《法制与社会》，2009.5（上），第 149-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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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包括程序公正。民众观念中认为正确的、合理的，在程序中可能是存在瑕

疵的。舆论过多关注结果，而忽视对程序的监督，“对司法程序的监督……只是

对办案过程中违法的或不当的“操作”方法提出批评，这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

判权不但没有威胁而且还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14。

4.侧重道德评判，罔顾法律价值。社会舆论往往以以社会道德作为评价事实

的标准，如在对刑罚观念还停留在“报应主义”的价值层面，因此常常有“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 ”“ 不杀何以宽慰无辜被害人”等表述；而法院判案是“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且有严格的法理逻辑推理来支持其结论，司法机关除了要

打击犯罪还要确保尊重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基本人权。

三、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

（一）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概述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自资产阶级革命三权分立原则的提出，司

法独立作为司法的基本原则，为各文明国家所接纳和采用。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

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这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宪法地位。以及所谓司法独立，是指司

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

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5

然而，依据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似乎我国司法独立仅指司法机关

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检察官独立。这与其他民主的规

定是很不同的。如 1919 年的德国基本法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都规定：

“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1946 年如本宪法第七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所有法

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约束。”16这些规定都明确规定了

法官独立，而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独立。

笔者赞同司法独立包括法官独立的观点，认为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次，第一

是司法机关独立，即独立于机构、团体或个人；第二是法官独立。并且以为法官

14景汉朝：“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现代法学》，2002 年 2 月，第 24卷第 1期，第 99 页。
15龙宗智、李长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法学》，1998 年第 12期，第 34 页。
16 谭世贵：“论司法独立”，《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期，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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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实质和核心，这有其必然性：①司法是法官亲历性的活动，法

官是案件审理中能动的主体，不可能不强调法官的独立性。只有法院的独立，还

仅仅是一种形式独立，而法官的独立，才是实质的独立17。②独立是法官职业品

格之一。公正的司法要求审判的独立，而而审判独立又与法官职业品格互为表里,

故各国司法制度架构中均要求法官职业品格独立、中立。18独立、超然和理性是

专业法官的职业本色,也是专业法官威信之基础。19法官作为一种职业，有着其

职业的品格，其一便是独立。

（二）我国法官独立的障碍

如上所述，我国现存的立法似乎只是承认司法机构的独立，而对法官独立未

予明确规定，同时由于体制上等方面的原因，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形成障碍的

因素概括有一下三部分：

1.立法上的缺失。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基本原

则，然而这些规定只是明确了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和检察院独立于任何其他机

构、团体或个人，但是对法官独立却未予明确规定。这不同于其他国家如上文所

提出的德国和日本。法官独立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只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而不屈服于任何个人、机构、团体，或者是社会舆论。

2.制度上的掣肘。我国司法制度本身使得法官自身独立性的发挥受到很大阻

滞。从外部来看，我国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法院与行政管理区划一致，地方

法院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内部上上级人民法院对下

级人民法院的干预，以及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设置。这些制度设计在某些程度

上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符合，然而，这又在一定程度限制的法官个体，司法审

判最终是通过一个人格化的终端——法官来体现的。所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法官

的独立性是很难得到发挥的。

3.法官职业伦理的不明确。法官作为一种职业群体，有着其自身的职业伦理 ，

具体表现为职业素养、职业信仰、职业品格、职业思维以及职业特点。在我国现

阶段法官职业化并不完善，一部分法官法律职业素养不够，法律信仰不足，而法

17 朱炜：“论司法独立”，《当代法学》，2000 年第 6期，第 5页。
18 蒋爱荣、张海莹：“法官伦理的价值和范畴论”，《政法论丛》，2005 年 6 月第 3期，第 35 页。
19 吕忠梅：“职业化视野下的法官特质研究”，《中国法学》，2003 年第 6期，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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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信仰是法官职业的灵魂所在，职业品格则表现为独立、中立、超然、理性。职

业伦理定位不明，职业功能将很难得到有效发挥。正是因为我国目前法官职业理

论定位不明确，这也是使得法官独立性的发挥“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职业群

体之一种，职业伦理是需要明确的。

四、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的关系及协调

（一）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之间的关系

社会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或者从大的角度上来说司法独立的关系在前文中

已做了相应的表述和论证。因为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本质，在论述社会

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关系时，与法官独立在某些程度上一致的，所以不再予以

区分。

二者的概括来讲就是矛盾统一体。二者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如披露相应社

会问题，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等。舆论监督因其有效性、及时性等特点，可

以对司法进行有效监督，保证法院的独立审判和司法的公正。

然而另一方面，二者又有着天然的矛盾，司法独立在某些程度排斥舆论的监

督，舆论监督在某些程度又对司法独立有着天然的侵犯性。舆论监督的不当干预

和过分介入会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审判，而正如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所言：“在

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

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20。法官需要保持独立，也需要有效的监督，如何

在社会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问题。

（二）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的协调

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法官独立）之间的矛盾冲突，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

个恰当的平衡点，使得舆论能够有效的监督司法，同时又不对法官的独立审判构

成威胁。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国情虽有不同，但采取大致一致的

方式，即一方面保障言论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对舆论监督设置限制来防止舆论对

20 高慧、王渊：“许霆案：司法独立下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制与社会》，2008.04（中），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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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过分介入。笔者对社会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之间的协调，做一个浅要的探

析：

1.充分保障言论自由，同时对舆论监督设置限制。此种限制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①在法官认为舆论主要表现为新闻媒介的报道和评论对独立公正司法造成

明显的威胁时，可以禁止相关媒介在案件审结前对该案件报道，或者对其采取惩

罚性措施，如罚金或对责任人拘禁；②对于社会比较关注的案件，允许媒介进行

报道，但是禁止倾向性明显的评论。把舆论监督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即不对法官

独立司法构成威胁时，才是有效的舆论监督。

2.坚持报道和评论分立的原则。21报道是相关事件事实的报道，相关媒介对

其进行报道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也是公民知情权的要求；评论是指相关媒介对相

关事件所做的判断、评价和议论。然而正如葡萄牙最高法院法官佩德罗·菲格雷

多·马萨尔所说:“这两者(指事实报道和对事实的评论) 越来越经常地被混为一

谈且不为人所察觉，书面新闻报道的标题是这样，电视及电台也是这样。在我看

来，这是传媒最为严重的邪恶之一。”坚持对事件报道和评论的分立，有利于民

众作出自己理性的评判。

3.增强新闻工作者和民众的法律素养。正是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才是导致

社会舆论对相关案件往往作出与法律相悖的评判。法律案件的报道应当专业化，

法律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建立，能对案件作出相对理性的认识和评判。同时民众法

律素养的提高，也能使得民众个体能够在社会舆论中保持一种理性的评判和衡

量。

4.法官职业伦理的明确。法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要求法官要具有扎实的法

律知识素养，严谨而富有逻辑的法官思维，坚定的法律信仰，独立、中立、超然 、

理性的职业品格。这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应当以自身的法律知识，审判的

逻辑和法官职业的思维方式，以及中立、独立、超然的法官职业特质进行案件的

分析、审理、判决，而不应当追随或者说是迎合社会舆论的评判。只有这样才能

使法官独立审判。法官所服从的只有宪法和法律，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最高要求 。

5.法官应当对判决进行充分有效的说理。纵观我国司法实践，我国法院的判

决关于判决理由往往只有寥寥数笔，有些甚至法律职业工作者也很难进行充分理

21 景汉朝：“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现代法学》，2002 年 2 月，第 24 卷第 1期，第 9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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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这也是民众对法院判决缺乏信服力的原因。法官在作

出的判决中进行逻辑严谨、充分明确的说理，能很好的消除民众的疑虑，打破民

众的不解和猜疑。法官对判决进行充分的说理，是对抗不良舆论的最有效的方式 。

6.适当夸大舆论监督的范围。不仅仅集中于司法官员的腐败及其他违法行为

的披露，不仅仅集中于案件实体问题的讨论和评判（因为这是法官的工作）。增

加对审判程序方面的监督，如羁押期限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当事人诉

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等，这不仅不会对法官独立审判构成威胁，还会产生更好

的效果；增加对干扰独立司法因素的监督，反而会保障独立司法的实现。

五、结语

药家鑫案件中社会舆论的狂暴冲动、专横野蛮、偏激片面、缺乏理性的表现 ，

让人深思，这是勒庞所谓的心理群体具有的基本特征，其存在有着必然性，然而

不加限制会独立司法造成恶劣影响，甚至是“媒体审判”的产生。法官是司法审

判的人格化终端，独立、中立、超然是法官职业的品格，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

核心和本质。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在某些程度上排斥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某

些层面上对法官独立有着天然的侵犯性，二者的矛盾冲突关系，要求我们正视这

一问题的有效解决。通过对舆论监督采取可行性限制，坚持报道和评论的分立，

舆论监督范围的扩展，增强新闻媒介行业的行业自律，法官法律信仰的确立，独

立、超然品格的坚守，对判决理由充分的说理等来有效平衡舆论监督和法官独立

的矛盾冲突。在保障舆论监督对司法的有效监督的同时，而不致于对法官独立司

法构成威胁。这才能使得我们在对相关案件的回顾分析中，不再发出类似于到底

是谁“判死”了药家鑫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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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nku.baidu.com/view/54394dd028ea81c758f578c6.html
http://news.163.com/special/yaojiaxina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AE%B6%E9%91%AB%E6%A1%88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0971.htm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1201/29826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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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练洪洋：药家鑫“怕难缠而杀人”的借口再次挑战法治底线，广州

日报[2010-12-02]。

9.富二代“药家鑫”或被判死刑！

10.孔庆东：药家鑫案揭示其丧尽天良 不判死刑天理无存；

11.药家鑫撞人后刺死伤者案23日开庭；

12.音乐界将不接受药家鑫母校学生 有人会替天行道。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01/c_12834047.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01/c_12834047.htm
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0-11-29/0000095787s.s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AE%B6%E9%91%AB%E6%A1%8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19jmm.html
http://www.33669.com/content/2011-04-18/20110418000556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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