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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在刑法教学中寻找医学尧法学的结合点袁能够体现医事法学专业的特色袁改变学生重法

轻医的现状袁增强趣味性袁拓展刑法学研究领域遥在这种教学中袁构建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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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学是医学与法学交叉和融合的一门新兴

学与医学结合起来的知识点袁深入讲解袁反复强调袁

学科袁其宗旨是培养既懂法又懂医的高级复合型专

善于引导袁增强学生的医事法学意识袁培养医事法学

业人才遥 医事法学专业除了要开设普通法学本科开

思维习惯袁使学生掌握更多的医法结合的知识要点袁

设的十四门主干课程之外袁还要开设诸多医学基础

从而体现出医事法学专业的优势特色遥

课程袁学生学习负担相对较重遥 然而袁医事法学专业

渊二冤有利于改变学生野重法轻医冶的现状

所授学位是法学学位袁而非医学学位袁法学是根本袁

由于各种原因袁医事法学专业学生野重法轻医冶

医学是特色袁而且从考研情况来看袁大多考了纯法学

已是不争的事实遥其实袁在刑法学理论和刑事司法实

专业的研究生袁因此袁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野重法轻

践中袁有诸多内容都是建立在医学基础之上的袁比如

医冶的现象袁甚至认为法学与医学在时间上的冲突无

刑事责任年龄在立法上的设定以及在司法上的认

法协调袁从而放弃对医学的学习袁这种现状有违设置

定尧精神病人的范围尧重伤的医学标准尧死亡的确定

该专业的初衷遥 作为法学专业的授课老师袁就应当

标准等等袁通过课堂上的引导与讲解袁让学生们懂得

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袁特别

学好医学课程不仅仅是应付学分考试袁 更重要的是

是在法学教学中巧妙运用学生的医学背景知识袁寻

为学好法学专业课储备必要的医学背景知识遥有时袁

找法学与医学的结合点袁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作为任课老师甚至可以在学生面前故意显示自己因

果遥 现以刑法教学为例袁谈一些相关体会遥

不懂医学知识而带来的在法学上束手无策的窘境袁

一尧 医法结合点在刑法教学中的意义
渊一冤有利于体现医事法学专业的特色
医事法学专业的课程开设本应有自己的独立体

从而树立学生因掌握医学知识而产生的自豪感和优
越性袁激发学生学习医学知识的兴趣袁调动学生学习
医学知识的积极性遥
渊三冤有利于增强刑法课堂的趣味性

系袁其教材的编写应体现出法学与医学的有机融合袁

如果把刑法学教学局 限于僵硬死板的教条解

至少在法学内容中体现医学的倾向遥 然而袁由于医

读袁那么袁刑法课必将成为枯燥乏味甚至令人讨厌的

事法学专业课程的编写尧开设还不成熟袁不得已而采

课程袁必须赋予其野人冶的要素才能使课堂野活冶起来袁

取野法学专业课垣医学基础课冶的简单模式袁医学与

这里的野人冶理所当然是医学的生物体与社会学尧心

法学相互独立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法学专业课老师就

理学上的野精神体冶相结合的有机体遥 当在课堂上谈

要勇于承担重任袁在法学教学中积极寻找可以把法

到被害妄想狂的刑事责任尧 谈到病理性醉酒的人实

基金项目院安徽医科大学特色专业课题项目渊栽杂在再圆园园愿园园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源原圆员
作者简介院尤金亮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男袁安徽亳州人袁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法学系讲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刑法学尧医事法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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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可以免责尧谈到意大利刑法

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袁但笔者认为袁在现有规定已经

学者龙勃罗梭如何利用医学解剖对犯罪原因进行实

成为普遍认同的情况下袁没有医学的实证研究成果袁

证的生理学分析尧谈到德国学者李斯特把罪犯比作

这种建议很难被采纳遥

病人而要进行矫治的理论袁整个课堂马上变得趣味

我国刑法第 员愿 条规定院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

横生袁学生也会精神抖擞袁使原本枯燥的课堂顿时显

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袁 经法定程

得轻松活跃起来遥

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噎噎间歇性精神病人在

渊四冤有利于刑法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袁应当负刑事责任遥尚未完全丧

刑法学理论的研究经过长期的积淀袁并引进和

失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的袁应

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理论尧前沿思想和研究方法袁可以

当承担刑事责任袁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遥 冶对于精

说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袁如果再想进一步发展袁

神病人的确定袁 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医学标准与心理

必须寻求刑法与其他领域的结合点遥 现代生命科学

学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袁其中医学标准是前提袁这就需

的飞速发展袁促使了新型犯罪的出现袁利用诸如克隆

要在医学上确定哪些疾病属于精神病袁 进而确定行

技术尧辅助生殖技术尧器官移植技术等现代生命科技

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遥 何种精神病人以及何种程

作为犯罪手段袁进而实施了严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

度的精神病人没有完全丧失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袁

权益的行为有别于传统生命犯罪遥 人工授精尧代孕

哪些属于间歇性精神病人袁完全依赖于医学的鉴定遥

母亲尧试管婴儿尧克隆技术等生命科技的出现袁急需

对于精神分裂症尧躁狂症尧抑郁症尧周期性精神病尧瘾

相应的新的刑事法规与刑事理论去应对曰脑死亡尧安

症性精神病等该如何认定其责任能力袁 对于饱受争

乐死等都需要刑法与医学的综合知识去审视遥 可以

议的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袁如神经官能症尧神经活性

说现代医学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刑法学的研究范

物质与非依赖性物质导致的精神障碍尧人格障碍尧性

围袁推进了刑法学研究的进程袁甚至革新了刑法学的

变态等袁在刑法学上应当如何定位袁这些问题都要靠

研究方法遥 在笔者看来袁医事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很

医学研究的成果才能得到解决遥

可能成为这些新理论研究的主力军遥

二尧构建医学与刑法学相结合的知识体系
在整个刑法学知识体系中袁有许多知识点涉及
到医学方面的内容袁但散见于各个章节袁如果能把各
个知识点提炼出来袁甚至通过某种方式串起来袁形成

醉酒包括普通生理性醉酒尧 病理性醉酒与复杂
性醉酒咱圆暂袁其认定是严格按照医学标准进行的遥 能否
减轻其刑事责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减轻袁 需要借助
医学上科学分析遥
圆援 犯罪客体方面的问题

犯罪客体基本与大陆法系中的法益同义袁 是指

有机的医事刑法体系袁对医事法学专业的刑法教学

刑法所保护的为危害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袁 人的

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遥

生命健康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法益之一遥 人的生命

渊一冤刑法总论中涉医的内容

健康权何时开始袁存在着独立呼吸说尧完全脱离母体

员援 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说尧部分脱离母体说尧阵痛说尧受孕说等袁人的生命健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

康权何时结束袁 存在着呼吸停止说尧 心脏停止跳动

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袁是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

说尧脑细胞死亡说等袁采取何种标准既能保护合法利

责任所必需的 遥 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及大小

益又具有可操作性袁有待医学和法学的进一步研究遥

的因素包括年龄尧精神状况尧生理缺陷尧醉酒等袁而这

由于采取不同的标准袁 对同一行为的定性会出现截

些因素都与医学密切关联遥

然相反的结果袁比如袁以杀死胎儿为目的而伤害孕妇

咱员暂

我国刑法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

导致胎死腹中袁如果采取受孕说袁则该行为可定性为

责任年龄阶段渊未满 员源 周岁冤尧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故意杀人渊胎儿冤罪袁如果采用完全脱离母体说袁则是

阶段渊已满 员远 周岁冤袁并且对未满 员愿 周岁的未成年

靠呼吸机维持心跳的人袁 通过故意拔掉呼吸机使其

阶段渊已满 员源 未满 员远 周岁冤尧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故意伤害渊孕妇冤罪曰对于已经被宣告脑死亡但尚能

人和已满 苑缘 周岁的老人作了从宽处理的规定袁立法

心脏停止跳动袁 如果采取脑细胞死亡说作为死亡的

上所确定的各个年龄阶段不是凭空想像的袁而是建

标准袁则该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袁如果采用心脏停止跳

立在医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袁是借鉴了医学对不同年

动作为死亡标准袁则该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遥基于故

龄的认知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实证分析的成果遥 近些

意杀人的故意袁 导致别人被宣告脑细胞死亡但尚能

年袁一些刑法学者基于人的成熟期提前的事实而建

通过呼吸机维持呼吸袁 采取不同的标准就会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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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种扩散罪尧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尧 非法组织卖血
罪尧强迫卖血罪尧非法采集尧供应血液尧制作提供血液

刑法学理论中的危害结果是过失犯罪尧间接故

制品罪尧采集尧供应血液尧制作提供血液制品事故罪尧

意犯罪或某些直接故意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袁有时

医疗事故罪尧非法行医罪尧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尧妨

也能成为某些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遥 涉及人身问

害动植物防疫尧检疫罪遥

题的结果主要是重伤尧轻伤尧轻微伤尧死亡遥 由于行

除此之外袁 分则中还有诸多罪名的认定与医学

为人的过失袁导致了重伤结果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袁

也存在着间接的关系袁比如危害公共安全罪尧侵犯公

导致死亡结果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袁导致轻微伤的

民人身权利罪中的某些个罪是以特定的人身损害结

结果则不构成犯罪遥 如果基于故意伤害袁导致轻微

果作为构成要件的袁 这种损害结果要符合医学上的

伤的不构成犯罪袁构成轻伤的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袁

鉴定标准遥

导致重伤的是从重处罚情节袁导致死亡的构成故意

渊三冤现代生命科技条件下涉医的刑法内容

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遥 另外袁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诸

刑法分论中的涉医罪 名大多属于传统型的犯

多罪名中把野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冶作为必要条件袁其

罪袁在生命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袁一些新型的涉医刑

中包括野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冶袁

法问题愈来愈多袁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遥

如果伤害结果是导致一人脑细胞死亡但却维持着呼

器官移植问题遥 根据我国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曳袁

吸袁能否构成该罪呢钥 离开了医学上的认定标准袁这

采集所需器官应当遵循特定原则尧 符合特定条件袁比

些问题将变得非常棘手遥 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民

如自愿尧无偿原则袁被采集者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袁向

检察院尧司法部尧公安部先后出台了叶人体重伤鉴定

其明示可能的危害袁保障不会有重大健康损害与生命

标准曳尧叶人体轻伤鉴定标准曳袁这些标准大到人体四

危险等袁违反相应的原则与条件袁就可能要承担相应

肢尧完整器官袁小到牙齿尧嘴唇尧关节尧伤口大小袁无不

的刑事责任遥 比如袁非法摘取尧盗取人体器官袁可以构

采取严格细致的医学标准遥

成故意伤害罪袁强迫尧策划尧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

源援 刑法中的正当行为

的袁我国现行刑法已经把其规定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我国刑法中的正当行为袁在国外被称为野阻却违

罪遥 当前袁对于一些可能严重影响到法律上的人格和

法的行为冶袁是指在表面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袁但实

身份认定以及生命伦理等移植项目袁应当加以严格限

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构成犯罪的行为遥 安乐

制或禁止袁如脑移植尧睾丸和卵巢移植尧异种移植等袁

死是否应当合法化的争论为时已久袁对临终关怀医

因为这些容易导致伦理道德与法律秩序的冲突咱猿暂遥

疗方式的探讨方兴未艾袁对医生任意决定放弃治疗

脑死亡问题遥脑死亡是医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判

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讨论正酣袁凡此种种袁能否构

定死亡的标准袁但依然存在争议袁比如脑死亡是脑干

成刑法中的正当行为而免受刑事追究袁必须依赖于

死尧全脑死袁还是高级脑死亡钥 有学者认为院野脑的全体

包括医学在内的诸多研究遥

机能不可逆性完全丧失时袁视为人已经死亡遥 冶咱源暂在当

渊二冤刑法分论中涉医的内容
刑法分论中涉及医学方面的罪名繁多袁由于篇
幅所限袁无法展开袁只能对某些罪名略作介绍遥

前我国没有明确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之前袁 如何
处理好脑死亡标准与心肺死亡标准关系问题袁 在刑
法中急需解决遥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有院投放危险物质罪渊涉及传

人体试验问题遥 新药的使用尧新医疗技术尧新医

染病病原体冤尧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尧以危险方法危

疗器具袁离不开人体试验袁人体试验也离不开刑法的

害公共安全罪渊涉及致幻药品尧病原微生物冤尧过失以

规制遥人体试验应当遵循目的正当原则尧知情同意原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则尧最小损害原则尧保密原则等袁严格人体试验的审

秩序罪中有院生产销售假药罪尧生产销售劣药罪渊涉

批尧执行尧监管程序袁违反者可能会构成过失致人死

及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冤尧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

亡罪尧故意伤害罪尧医疗事故罪等遥

用器材罪尧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曰侵

除此之外袁医法结合点还包括院人工受精尧试管

犯公民人身权利尧民主权利罪中有院故意杀人罪尧过

婴儿尧代孕母亲尧克隆技术尧胎儿性别鉴定尧性别转

失致人死亡罪尧故意伤害罪尧过失重伤罪渊涉及死亡尧

换尧堕胎尧自杀尧安乐死尧临终关怀尧司法鉴定等等袁我

重伤尧轻伤的认定标准冤尧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尧组织

们很难一一列举袁但可以肯定的是袁随着医学技术不

残疾人乞讨罪渊涉及残疾人的认定标准冤曰妨害社会

断发展袁刑法规制的范围随之不断扩大袁医法结合的

管理秩序罪中有院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尧传染病菌种尧

知识点也就越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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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 采用符合医事法学专业特点的教学方式

窑圆园缘窑

燃烧下去遥 通过布置涉医法学的命题或非命题论文
作业袁能够督促学生查阅相关资料袁了解医事法学的

渊一冤涉医内容重点讲授

最新动态袁培养研究性学习的能力袁并且为毕业论文

刑法学中的涉医知识点较多袁作为医事法学专

的写作做好必要准备遥

业的法学教师袁首先要把这些知识点梳理清楚袁上课

渊四冤模拟法庭

以前精心准备袁特别是要查阅相关的前沿研究成果袁

法学是实践性较强的一个专业袁 模拟法庭是法

把最新的学术信息带进课堂遥在遇到这些知识点时袁

学教学的基本环节与重要形式遥 为了体现出医事法

一定要重点强调袁深入浅出袁讲透讲细袁不但要使学

学的专业特点袁 我们在历次模拟法庭中都选取了涉

生掌握现有的知识袁同时要把法学界尚未解决的医

医的案件袁通过法庭演示袁使抽象的医事法学理论变

疗问题和医学界无法解决的法学问题留给学生思

成具体的实践活动袁 而且每次模拟法庭都会吸引相

考遥教师的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讲解袁对医事法学专业

当数量的学生前来旁听袁 其中还有很多医学专业的

的学生形成较为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袁使学生始终

学生袁这对于宣传法律知识袁实现卫生法治袁也是不

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特色尧课程特点和应当掌握的知

无裨益的遥

识结构袁从而坚定自己的学习方向袁并激发学生利用

四尧余

自己的医学背景知识探求现代生命科技条件下法学
难题的兴趣遥

论

医事法学专业绝不是医学与法学的简单相加袁

渊二冤课堂辩论

不是在法学课之外附属开设一些基本的医学课程袁

辩论模式能在很 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

否 则袁在 短暂 的四 年 之 中 袁不 但 医 学 尧法 学 难以 并

情袁活跃课堂气氛袁开动学生思维袁能够鼓励学生探

蓄袁而且导致医学尧法学都浅尝辄止袁无法实现该专

寻法理尧追寻正义尧积累知识尧提高能力遥 笔者曾在

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遥 医事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仅是

课堂上让学生就很多涉医辩题进行辩论袁比如袁安乐

要掌握相应的医学背景知识袁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法

死应否合法化尧脑死亡标准该不该立法尧天津野小希

学中的涉医知识和医学中的涉法知识这种独特的

望冶临终关怀案应否治罪尧医生滥开药方收受回扣是

知识结构尧问题意识和鲜明立场袁前者要靠医学老

否构成受贿罪尧实习医生过失致病人死亡该如何定

师去传授袁后者则需要我们法学老师去启发尧探讨

性等等遥 通过辩论袁使问题愈辩愈明袁拓宽了学生的

和引导遥

知识面袁提高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袁特别是使学生形
成了强烈的医事刑法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模式遥
渊三冤小论文写作
各种思想尧知识往往来源于实践经验与间接学
习袁而文字往往是表达尧交流与传播思想的基本形
式遥 学生在听课尧辩论中了解了相关的知识点袁形成
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袁甚至能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袁
但这些观点尧思想是不够深刻系统的袁如果不及时进
行整理记录袁这些火花也会很快被熄灭遥 写作是大
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延伸袁写作能够使肤浅的思想深
刻化袁使零散的知识系统化袁并且使某些闪光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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