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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 医闹”入刑是指刑法修正案（九）把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情

而非泛指构成其他犯罪的广义的“医闹”
。只
形，是特指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狭义的“医闹”，
有严重扰乱医疗秩序、具有“聚众”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的“医闹”才能构成聚众扰乱社会
引发的不同犯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在处罚该
秩序罪。在定罪时，
要处理好狭义“医闹”
与广义“医闹”
类犯罪时，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和区别对待原则。
关键词院医闹曰入罪条件曰竞合曰处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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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闹入刑的呼声为时已久袁刑法修正案渊九冤顺

闹是指因医疗纠纷或其他原因而在医疗机构或相关

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和民众的呼声袁把聚众扰乱医疗

机构内针对医护工作人员尧医疗设施尧医疗秩序等实

秩序的野医闹冶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遥 但刑法意

施的相关犯罪遥其实袁刑法在修订之前袁广义上的野医

义上的野医闹冶行为有别于社会生活中的野医闹冶袁野医

闹冶行为已涉嫌若干罪名袁主要包括故意杀人罪袁故

闹冶入刑后袁该如何确定刑法意义上的野医闹冶范围尧

意伤害罪袁寻衅滋事罪袁故意毁坏财物罪袁聚众扰乱

如何认定构成犯罪的野医闹冶行为的标准尧如何处罚

社会秩序罪袁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袁交通秩序罪袁

刑法上的野医闹冶行为以及如何解决构成野聚众扰乱

非法携带枪支尧弹药尧管制刀具尧危险物品危及公共

社会秩序罪冶的野医闹冶与其他野医闹冶犯罪行为的竞

安全罪袁非法拘禁罪袁敲诈勒索罪等遥圆园员源 年 源 月 圆圆

合等问题袁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遥

日袁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民检察院尧公安部尧司法

一尧野医闹冶入刑之范围
野医闹冶不是一个法学术语袁更不是一个刑法学概

念袁因此袁很少有学者从法律意义上探讨野医闹冶的概
念袁 大多是从社会学与管理学的角度探讨 野医闹冶现

部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叶关于依法惩处
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曳的通知袁已
经对此予以强调遥可见袁并不是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才使
野医闹冶行为入刑袁而是绝大多数的严重医闹行为已
经被刑法所规制和调整遥

象遥 有学者认为袁野医闹冶是指院野以医疗纠纷为借口袁通

刑法上狭义的医闹行为是特指以医疗纠纷为借

过干扰医院的正常秩序尧贬损医院的名誉等非法手段

口而聚集多人扰乱医疗秩序致使医疗工作无法正常

迫使医院答应其不合理要求的行为遥 冶 有学者从野医

进行的行为袁 该类行为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条

闹冶的种类来探讨野医闹冶袁认为野医闹冶包括野武攻式医

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遥 因此袁所谓野医闹冶入

闹冶尧野文攻式医闹冶和野文武式医闹冶咱圆暂袁是以医闹中是

刑袁并非泛指所有的医闹行为刚开始被刑法所调整袁

否有暴力参与以及暴力参与的程度为标准划分的遥也

而是特指刑法修正案渊九冤对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

有从医闹的方式来描述医闹现象的袁野常用的医闹方

第二百九十条的修改袁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袁 情节严

法包括一哭尧二闹尧三缠尧四砸尧五打冶 遥

重袁致使工作尧生产尧营业和教学尧科研尧医疗无法进

咱员暂

咱猿暂

刑法上的野医闹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遥 广义的医

行袁造成严重损失的袁对首要分子袁处三年以上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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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期徒刑曰对其他积极参加的袁处三年以下有期

而故意导致野无序冶就是扰乱遥 医疗秩序是医疗工作

徒刑尧拘役尧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遥 冶渊叶刑法修正

的生命线袁 是保障医生救死扶伤职责得以完成的前

和教学尧科研冶之后袁增加野医疗冶二字遥 也就是说袁刑

医疗秩序主要包括挂号缴费秩序尧诊断秩序尧检

法修正案渊九冤中野医闹冶入刑的范围仅限于聚众扰乱

测检验秩序尧急救秩序尧治疗秩序尧取药秩序尧住院出

社会秩序罪的野医闹行为冶遥 本文中的野医闹冶行为仅

院秩序尧医疗机构后勤管理秩序等遥挂号缴费往往是

在狭义上使用遥

医疗行为的启动阶段袁包括现场挂号与预约挂号袁预

案渊九冤曳第三十一条冤即在原有的野工作尧生产尧营业

提袁也是使患者得到及时尧正确治疗的条件遥

当然袁在刑法修正案渊九冤之前袁严重扰乱医疗秩

约挂号包括电话预约和网上预约袁 现场挂号包括窗

序的行为不但从法理上可以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口挂号和自助机挂号袁 现实中往往是现场挂号秩序

罪袁而且在实务中也有相关判决 遥 从法理上分析袁

最容易受到扰乱遥 诊断环节与治疗环节是整个医疗

咱源暂

野工作尧生产尧营业和教学尧科研冶秩序袁包括企业尧事

过程的中心环节袁 其他环节大多是为诊断和治疗服

业单位尧人民团体正常的秩序袁一般不包括党政机关

务的袁这两个环节是人流最为密集的地方袁也是医疗

的工作秩序袁因为刑法已经把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秩序能否保持正常的关键遥 急救程序有着特别严格

单独规定为一罪遥 从立法本意上推断袁野工作尧生产尧

的规定袁接纳患者尧紧急处理尧通知协作尧器械使用尧

营业冶秩序主要是指企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的正常秩

组织协调尧 紧急建议等等都必须井然有序尧 忙而不

序袁野教学尧科研冶是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遥 而医

乱袁 急救秩序若遭到干扰袁 则极有可能危及他人生

院属于典型的事业单位袁原法条却没有规定野医疗冶

命遥 医疗机构后勤管理秩序包括对医疗场所内的交

秩序袁似乎扰乱医疗秩序不能构成本罪遥 然而袁这种

通管理尧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尧水电气的管理等等袁这

解释只能是一种学理解释袁因为野工作冶秩序本身的

些是医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袁一旦受到扰乱袁

范围很大袁法条并没有明确限定在野企业单位冶的范

会导致手术中断等严重后果遥

围之内袁因此袁这里的野工作冶也理应包括野医疗冶工

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袁 概括起来

作袁刑法没有修改前扰乱医疗秩序致使野医疗冶工作

大致有以下几类院 淤直接在医疗机构门口或院内摆

无法进行的行为袁也可能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遥

放花圈尧燃烧纸钱尧燃放鞭炮尧搭建灵堂尧披麻戴孝尧

刑法修正案渊九冤增加野医疗冶秩序也并非画蛇添

悬挂横幅尧乱贴挽联尧高声哭丧尧高音喇叭呼喊曰于在

足袁理由有三院其一袁社会生活中多把野科教文卫冶并

医疗机构门口尧院内尧病房尧走廊尧急救室尧重症监护

列起来袁刑法已经规定了野教学尧科研冶秩序袁再增加

室等处违规停放尸体曰盂对医疗工作人员无理纠缠尧

野医疗冶秩序袁就会显得特别完整曰其二袁法律规范具

限制人身自由尧威胁尧恐吓尧侮辱尧谩骂尧殴打等方式

有教育尧引导尧威慑的作用袁把野医疗冶秩序写入法条袁

严重侵犯医疗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曰榆故意毁损尧打

更能发挥刑法规范的这种作用袁从而更好地维护正

砸医院的公共设施尧医疗设备尧文件资料尧病历等曰虞

常的医疗秩序曰其三袁医疗秩序的外延要比医疗工作

携带管制刀具尧枪支尧爆炸物袁毒害性尧放射性尧传染

广袁比如妨碍患者进出医院是扰乱了医疗秩序袁但没

性物品等进入医疗机构袁威胁公共安全袁进行敲诈勒

有扰乱到医务人员的工作秩序遥

索曰愚其他扰乱医疗秩序的方式遥行为人实施了其中

二尧野医闹冶入罪之条件

一项或若干项行为袁扰乱了一种或若干种医疗秩序袁
即可认定行为人实施了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遥

渊一冤实施了扰乱了医疗秩序的行为

渊二冤具有野聚众冶的行为

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袁而判断野医闹冶行为能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属于野聚众型冶犯罪袁聚众

否构成犯罪的关键就是看医疗秩序这种法益是否受

也就成了野医闹冶犯罪的必要条件遥 所谓聚众是指院

到侵害袁因而需要考察行为人是否扰乱医疗秩序以

野首要分子通过组织尧策划尧指挥袁纠集特定或不特定

及是否产生野医疗冶行为无法进行的结果遥
秩序是自然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遥

的三人以上多数人同一时间聚集于同一地点遥 冶咱远暂一

般情况下袁人数越多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就越大袁

秩序是指野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

越能引起更多的关注袁 从而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非

程度的一致性尧连续性和确定性遥 冶野而无序概念则

法目的遥

即缺乏智识所及的模式要要
要这表现为从一事态到另

一种是由专业的野医闹冶成员组织尧策划尧指挥袁这些

表明存在着断裂渊或非连续性冤和无规则的现象袁亦
一个事态的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遥 冶 由于人为原因
咱缘暂

野医闹冶中的野聚众冶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况遥 第

专业医闹组织常常租住在医院附近袁 通过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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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承揽相关业务袁大多以野承揽医疗纠纷冶来吸引客

生伤害或死亡的曰因野医闹冶行为导致医疗工作人员

户袁有时专门打探医疗机构内的相关纠纷袁联系患者

心理尧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袁影响正常工作的曰因野医

家属袁教唆家属不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袁并承诺

闹冶行为导致医疗机构声誉受到严重贬损的遥

为患者家属要回一定数额的赔偿袁从而按比例提取

需要强调的是袁 这里的严重损失不应包括致使

野医闹冶费用遥这种医闹组织人数较多袁成员固定袁野专

他人重伤尧死亡等严重后果袁因为如果造成该后果袁

业化冶程度高袁对医疗机构特别熟悉袁甚至还与医院

就构成了其他相关犯罪袁 而不宜按照聚众扰乱社会

管理人员建立特定关系袁野医闹冶人员冒充患者家属

秩序罪定罪处罚遥

或与患者家属一起实施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遥 第二

三尧野医闹冶犯罪竞合之解决

种是有患者近亲属组织尧策划尧实施的袁往往在出现
医疗纠纷后袁患者近亲属中的一位主导或几位经过

狭义的野医闹冶犯罪袁即本文所指的聚众扰乱社

协商实施野医闹冶行为袁为了扩大影响袁近亲属往往会

会秩序罪袁常常与广义的野医闹冶引发的各类犯罪之

组织尧邀请相当数量的远房亲戚尧朋友尧邻居前来助

间存在各种竞合关系袁 因此需要区别对待袁 准确定

阵袁壮大野医闹冶的队伍遥

罪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野医闹冶中的野聚众冶手段袁除了组

渊一冤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发生竞合

织尧策划尧指挥尧教唆尧邀请尧雇佣尧劝说等手段外袁还

近些年来袁伤害尧杀害医务工作人员的情况时有

有一种表现形式叫野带头冶袁就是患者的一名近亲属

发生袁 也常会有侮辱尧 非法限制医务工作人员的情

决意实施野医闹冶袁但并没有采用教唆尧劝说等各种手

况袁如果这些行为是直接针对特定医务工作人员的袁

段袁而是带头亲自实施袁而其他近亲属出于血缘关

应分别定故意伤害罪尧故意杀人罪尧非法拘禁罪尧侮

系尧家族伦理等观念而被动加入野医闹冶遥我们不能否

辱罪等遥但如果在实施野医闹冶行为的过程中袁已经扰

认这种野带头冶属于野聚众冶袁因为从客观上看袁虽然没

乱了医疗秩序袁同时又实施了伤害尧杀害尧侮辱尧非法

有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聚众袁但带头实施野医闹冶实

拘禁等行为的袁 应当按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相

际上是以行为的方式进行号召袁从主观上来看袁行为

关犯罪进行数罪并罚袁 因为行为人具有数个犯罪故

人明知道自己带头实施后其他近亲属出于各种原因

意袁实施了数个行为袁侵犯了数个法益袁完全符合数

而极有可能加入袁对其他人是不是参加持一种放任

罪的特征曰如果因为行为人实施了伤害尧杀害尧侮辱尧

的态度遥 因此袁在司法实践中袁这种情况也应当属于

非法拘禁等行为袁致使医疗秩序遭到严重损害的袁此

野聚众冶的情形遥

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袁是实质的一罪袁应从一重罪

渊三冤情节达到严重程度
情节严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必要构成条

件袁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袁情节是否严重袁应

处断袁不应实行数罪并罚遥
渊二冤与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发生竞合
野医闹冶过程中常常伴随野打砸抢冶的情形袁致使

当结合行为的性质尧手段尧结果尧时间尧地点尧行为人

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尧公用设施尧办公用品等财产遭

的动机尧目的尧影响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遥 笔者

受严重损失袁数额较大时袁就会发生聚众扰乱社会秩

认为以下野医闹冶类行为可以视为情节严重院组织者尧

序罪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

参与者人数众多袁规模大曰实施次数多袁持续时间长曰

竞合的情况袁属于一个行为侵犯数个法益的情形袁应

动机恶劣袁具有实现不正当利益的非法目的袁比如袁

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遥 由于聚众扰乱社

意图损毁医疗机构的声誉或敲诈钱财曰不听劝阻尧不

会秩序罪的首要分子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与医疗机构协商甚至阻止执法机关执行职务曰长期

有期徒刑袁 故意毁坏财物罪一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

组织尧拉拢社会成员进行野职业医闹冶曰造成恶劣社会

刑尧拘役或者罚金袁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

影响的曰导致医疗行为无法进行的遥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袁所以袁对于野医闹冶的

渊四冤 需造成严重损失

首要分子袁一律按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袁符合

严重损失的范围较广袁既包括相应的经济损失袁

刑法法理遥当然袁如果野打砸抢冶行为并没有符合聚众

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损失遥 野医闹冶造成的严重损失包

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条件时袁 就应按照故意毁坏财物

无法正常进行袁致使医院的经济收入遭到严重损失

从现实看袁诸多野医闹冶者大多具有向医疗机构

的曰导致医疗机构的现有财产遭受损害的曰因野医闹冶

索要赔偿的目的遥有时索要的赔偿数额相对合理袁有

行为导致其他患者无法及时治疗袁延误救治袁致使发

的根本无正当理由而索要不合理的赔偿袁 而且以长

括院因野医闹冶行为导致医疗秩序严重混乱袁医疗行为

罪或相关犯罪论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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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野医闹冶尧伤害尧杀害等进行威胁或要挟袁这种行为

为了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袁 在处理

已经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袁

野医闹冶犯罪时至少应当坚持以下两项原则遥

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发生竞合遥 从法理上看袁野医

渊一冤谦抑性原则

闹冶是手段袁敲诈勒索是目的袁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袁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袁只有在民事的尧行政

属于牵连犯袁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进行定罪遥

的手段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才动用刑法袁 这是刑法谦

渊三冤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发生竞合

抑性的基本要求袁因此在处理野医闹冶犯罪时要严格

在野医闹冶过程中如果携带枪支尧弹药尧爆炸物尧

把握入罪条件袁 不可把所有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

管制刀具及其他危险物品进入医院等公共场所袁就

纠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定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会危及公共安全袁从而构成了刑法第一百三十条规

罪遥在司法实践中袁除了考虑行为者是否具有野聚众冶

定的非法携带枪支尧弹药尧管制刀具尧危险物品危及

的客观行为尧医疗秩序的法益侵害等条件外袁还要全

公共安全罪袁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发生竞合袁应从

面考察野医闹冶行为发生的时间尧地点尧原因尧人数尧目

一重罪进行处断袁由于前者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

的尧手段尧持续时间等进行综合判断袁以确定其社会

期徒刑尧拘役或者管制袁没有后者的法定刑重袁所以

危害性是否足以达到需要刑法介入的程度遥

按照后者进行定罪更为合理遥 但如果查明携带相关

笔者认为以下各种情况不宜以犯罪论处院 因医

物品是为了杀人尧爆炸等目的的袁应当按照相关犯罪

疗机构的严重过失导致患者死亡袁 患者家属因情绪

的未完成形态进行定罪处罚遥

失控而在医院哭闹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曰因医疗纠

如果行为人是通过放火尧爆炸等方式进行野医

纷而与医疗部门进行协商而方法不当的曰 因医疗机

闹冶袁应分别按照放火罪尧爆炸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的

构的不当行为导致就诊者不满而引发哄闹的曰 因相

犯罪进行定罪量刑遥

关协议没有达成而较短时间内拒绝转移死者尸体

渊四冤与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发生竞合

的曰 在规模较小的农村门诊部或其他较小医疗场所

有些野医闹冶行为袁有可能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

进行野医闹冶尚不足以严重影响医疗秩序的曰刚开始

的场所袁比如医院大门附近的街道袁有的野医闹冶者为

进行 野医闹冶 而经相关单位或人员劝阻后立即停止

了引起当地政府领导的注意袁也会在一些交通要道尧

的袁等等遥这些行为要么主观恶性较小袁要么缺乏野聚

公共场所进行袁则该野医闹冶行为并没有导致医疗秩

众冶的行为方式袁要么情节不够严重没有造成严重损

序无法进行袁而是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尧交通秩序袁

失袁完全可以通过行政的尧民事的手段予以解决袁无

则应当定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尧交通秩序罪袁不

需动用刑罚遥

应按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定罪处罚遥
在医疗机构内时常会发生随意殴打尧 追逐尧拦

渊二冤区别对待原则
把野专业医闹冶人员与普通 野医闹冶人员区别开

截尧辱骂尧恐吓医务工作人员尧任意毁损尧占有医疗机

来遥野专业医闹冶人员常常租住在大型医院附近袁雇佣

构的财产的情况 袁但尚不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尧故

一些闲杂无业甚至流浪人员袁 成立 野医疗纠纷服务

种情况在外观上既符合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特

说患者家属通过野医闹冶向医院施压从而索要巨额赔

征袁 也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

偿袁并主动为死者家属提供专业服务袁从中收取一定

的特征袁 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遥

比例的提成遥 野专业医闹冶已经成了野医闹冶事件的主

咱苑暂

意毁坏财物罪等犯罪袁却导致医疗秩序遭到破坏袁这

如果缺乏野聚众冶的行为条件尧野医疗纠纷冶的原因条

队冶袁专门打探医院内死亡的病例袁寻找患者家属袁劝

力军袁他们往往是聚众者尧组织者尧教唆者袁应当列为

件袁而行为人只是通过实施以上行为而争强逞能尧寻

刑法从重打击的对象遥相反袁患者家属往往是首次参

求刺激尧开心取乐袁应当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袁

加野医闹冶行为袁而且大多是因为失去亲人的痛苦或

反之袁就应当按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处罚遥

受到教唆的原因才参加的袁 对他们的量刑一般要轻

四尧野医闹冶犯罪处罚之原则

于野专业医闹冶遥
把聚众者尧 积极参加者与普通参加人员区别对

野医闹冶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袁威胁着

待遥 野聚众型冶犯罪人数多尧规模大袁刑法不可以打击

此乃野医闹冶入刑的必然原因遥 然而袁每次刑法修正

照刑法的规定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袁对

案往往都会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袁而每种新的行为入

积极参加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尧拘役尧管制或者

刑袁 就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打击面过宽的问题遥

剥夺政治权利遥 同时袁对于患者的近亲属出于亲情

医务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疗机构的财产安全袁

面过宽袁聚众的首要分子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袁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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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初次实施野医闹冶行为的袁可以考虑判处缓刑袁通过
社区矫正的方式进行改造遥 而对一般参加的人员袁
不应以犯罪论处袁可以采取行政处罚或说服教育的
方式使其悔过自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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