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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吉思汗法典 是蒙古第一部成文法, 成书于 13 世纪, 距今近 800 年,是 13 世纪大蒙古国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重

要的法律规范,其影响深刻, 部分习惯法的内容沿用至今。本文在大蒙古国最早法典的产生背景基础上, 重点梳理其中

的刑事法律制度,分析这些刑法规定的特点及意义,旨在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刑法中的某些规定还是非常合理且具有

前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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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吉思汗法典 颁布的社会历史背景

∀蒙古#一词,最早见于 旧唐书 ,称作∀蒙兀室韦#, 新唐书 中

叫∀蒙瓦#,这些都是∀蒙古#的异译。蒙古人据传已经有三千多年历

史,创建文字也有八百年了。史学界多认为蒙古出自东胡, 4世纪有

一支鲜卑人居住在兴安岭西面称∀ 室韦#,其中一个部落就是蒙古。

最初的蒙古有两个氏族小部落:捏古斯和乞颜,后来逐渐繁衍生息为

若干个强大的部落,这些部落之间连年战事不断。13 世纪初, 乞颜

部的后人∃ ∃ ∃ 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结束了蒙古高原上群雄割

据的混乱局面。1206年,在斡难河举行∀忽里勒台#(蒙古语,意思是

集会、聚会) ,推举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辖区东到大

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南至阴山。成吉思汗以大蒙古国为中心,形

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 ∃ ∃ 蒙古族。从此,蒙古族成为漠北高原的主

宰,进入了辉煌的时期。随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先后消灭了

金、西夏、花剌子模(今中亚各国)、黑衣大食(今阿拉伯)、土耳其等

国,征服了罗斯(今俄罗斯前身) ,大蒙古国成为横跨欧亚、征服世界

所向披靡的强大帝国。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登上蒙古汗

位, 1271年建立新的朝代,定国号为∀ 元#, 1279 年元灭南宋。元朝是

历史上版图最大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主要的

生产方式是狩猎和放牧。蒙古族住毡帐、吃肉食、喝牛奶、穿皮裘,保

持着所有游牧民族的特性。大蒙古国建立前的蒙古社会,人们的日

常生活、社会关系主要由蒙古习惯法∀ 约孙#来调整。约孙,蒙古语,

意为道理、规矩。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高原上的各个部落有

着各自的狩猎、放牧地区, 各部落的民众也遵守着各自的习惯

法∃ ∃ ∃ 约孙,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评判是非对错,其中的一部分成了

后来大蒙古国立法的主要法律渊源,上升到依靠强制手段维护实施。

即使后来颁布了成文法 ∃ ∃ ∃ 成吉思汗法典 , 这些古来的习惯

法∃ ∃ ∃ 约孙也起着与成文法同样的作用,二者并行不相悖,古老的

习惯世代流传,时至今日,在蒙古草原上还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

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需要有法制来管理国家、治理军队、

约束民众,而之前尽管有习惯法∀约孙#来调整,但鉴于各部落各自为

政,法令互相矛盾、极不统一,与整个大蒙古国不相协调。于是,成吉

思汗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命令、训言和法令,这些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性,一旦确立,不可更改,更不能触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

盾。这些命令、训言、法令就是蒙古最早的成文法 ∃ ∃ ∃ 成吉思汗大

札撒 ,用汉语翻译即为 成吉思汗法典 ,以下为行文方便,有时简称

为 法典 。

二、成吉思汗法典 的刑法规定

成吉思汗法典 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世的史学家们殚精竭虑地对

其内容进行了多次的研究和考量,有各种不同的法条散见于各个史料

中。俄国人梁赞诺夫斯基曾汇集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史料中的有关记

载,得到成吉思汗的札撒条款 36条、训言29条,以及其他有关蒙古法

律的记述若干条。吴海航也介绍了 36条[1] ,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

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

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记录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 训

言#,也被称为∀大法令#。故奇格老师认为, 法典 内容应包括约孙、成

吉思汗的命令、军法、训言等,共174 条[2]。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

研究所经过汇编整理给出了完整的法典全文,共 65 条[3] ,并且分为总

则、分则、附则,总则中包括基本法、国家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役税制

度、驿站制度,分则中有军事法、行为法、诉讼法。本文主要分析该法典

中的刑法规定及其意义。

成吉思汗法典 中的刑事法律方面的条文比较多,仅次于军事法

规,纵观这些规范,既具有维护奴隶制统治、维护汗位、等级制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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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又体现了蒙古民族热爱草原、马匹,保护生态的特性。

1.定罪原则

大蒙古国的定罪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当场抓获和自己认罪

的人直接给定罪。这种情况下,不对犯人用刑。第二,有许多人控告,

但犯人拒不认罪的,要用拷打的办法使其认罪。反映了在当时不成熟

的司法条件下对口供的重视[4]。

2.贵族的特权

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的成员触犯 法典 规定的,虽然予以处罚,

但是只是略施惩戒,程度要比一般人轻得多。初犯的人,口头训诫;再

犯的,按成吉思汗的命令处罚;第三次犯的,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流放

后还是不改的,判处他戴上镣铐进监狱;如果从狱中出来还没有悔改,

就通过宗亲会议作出处理决定[5]。虽然贵族享有一定的特权,但绝不

是免责,他们仍然要受到处罚,说明成吉思汗对法律的重视,即使是家

族成员也要遵守他的 法典 。

另外,有些人经过大汗的特许和恩准可以免除刑罚。这些人大多

是立过赫赫战功的人,或者是对成吉思汗一家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他们

被称作∀答剌罕#(蒙古语,不可侵犯的意思),他们不仅免交赋税,而且

享有∀九罪不罚#的特权。(如大蒙古国第一任大法官失吉忽秃忽即有

此特权)

3.主要犯罪类型及处罚

与其它法典相同的是, 法典 中的犯罪种类杂而散,而且诸法合

体,有些本不应该算是犯罪的也要受到严肃的处罚。 法典 中主要涉

及的犯罪有杀人、通奸、盗窃、隐匿、巫蛊、撒谎等。而与其它法典明显

不同的是, 法典 中没有对叛国罪、抢劫罪等常见罪刑的规定。这与大

蒙古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有关,还和蒙古的习惯法有关,蒙古习惯法一直

认为对有冤仇的部落抢劫不为罪,因此抢劫这种犯罪没有写入 法典 

中。法典 中的犯罪类型有: ( 1)侵犯人身罪。杀人者,处死刑。

(2)侵犯财产罪。包括:

第一,盗窃罪。偷盗他人重要财物的,处死刑,并且没收个人财产,

连同妻子、儿女一起送给被盗的人;偷盗非重要财物的,处杖刑,视情节

轻重分别是七下、十七下、二十七下、三十七下、四十七下,而且止于一

百零七下。如何区分重要和非重要财物,一般认为,马匹是重要财产,

其他物品是非重要财产。盗马者可以用原物的九倍赔偿从而免于处

罚。但是奴隶偷盗财物,本人和主人都要处死,主人负连带责任。

第二,毁坏草原罪。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损坏的,或是失火使草

原遭到破坏的,对全家处死刑[6]。草原是蒙古民族的家,是生活的源

泉。如果破坏草原,就意味着毁了蒙古人的家,失去了生存的土地。因

此对破坏草原处罚极其严格,全家都要被处死。可见在那个时代先民

就有着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这对于后嗣的人们应该是一种警示。

第三,打马罪。打马的头和眼部的,处死刑[7]。这也是一条有着

鲜明民族特色的规定。马匹和蒙古人的关系决不仅仅是牲畜和主人

的关系,蒙古人把马当作伙伴,而且以马头为贵,故而才有此规定。

(3)巫蛊罪。如果以巫蛊之术害人,处死刑[8]。成吉思汗时期,人

们信奉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对巫蛊之术深信不疑。为了不让这种巫

术扰乱人们的生活,特别做了这项规定。

(4)破坏家庭罪。男人和女人公开通奸或通奸被当场抓获的,双方

都处死刑,不论女性是否已婚。此外,男人之间有鸡奸行为的,处死刑。

这是历史上较早对于同性恋关系犯罪的处罚,男子之间的同性恋也是

对正常家庭伦理关系的破坏。

(5)匿奴罪和拾遗不还罪。收留逃跑的奴隶或捡到财物不归还的,

处死刑。大蒙古国建立时,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成吉思汗西征中俘虏

了大量的战俘当作奴隶。对奴隶严加看管,严禁他们逃跑,而且当时认

为,奴隶不是人,而是主人的物品,所以把收留奴隶等同于拾得他人财

物。蒙古草原上,拾得他人物品不归还被认为是一种恶行遭到唾弃,对

这种行为的处罚比其他朝代都要严厉。

4.蒙古族特色的罪行及处罚

此外,还有一些由蒙古习惯法延伸下来的具有鲜明蒙古族特色的

罪行,这些本来大多属于道德的范畴,但在 法典 中都对这些行为给予

了严厉的处罚,因此笔者从刑罚的角度考虑把这些罪归入了刑事法律

规范中。

(1)犯罪类型:

第一,撒谎者处死刑。这个规定反映了蒙古民族诚实守信的美德

和对说谎者的厌恶。

第二,在决斗中偏向某一方的,处死刑[9]。决斗是蒙古人解决矛

盾的方法之一,也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象征。为了保证决斗的公平,任何

人不能偏袒某一方,否则会被处以极刑。

第三,吃东西太猛噎住的和踩踏首领帐篷门槛的,处死刑。这都

是古老的禁忌,之所以有禁踩踏门槛这一规定,是因为如果脚踏门槛,

被看作要倒运的缘故。现代蒙古社会中作为一种生活禁忌,也不准脚

踏门槛,认为门槛代表这家主人或父权。

第四,严禁在河中洗手、跨火和溺于水中或灰烬之上。北方游牧

民族信仰萨满教。萨满教认为,万物皆有灵,对自然现象和动物图腾的

崇拜是它的主要内容。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始于氏族社会末期。由于

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天、地、山川、河流、日、

月、风、雨、雷、草木等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从而对它们产生了敬畏

和崇拜。通过对这些自然现象的崇拜,求神灵保佑免遭灾难,希望带来

福音。当时蒙古人崇拜的最高神是∀长生天#。蒙古人崇拜火神,人们

认为如果触怒火神,就会大祸临头,燃烧的火焰就是火神的化身,所以

∀禁于水中和灰烬上溺尿;禁跨火#这一习俗相沿已久。关于禁止在河

里洗手和溺于水中是因为古代蒙古人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圣洁的,不能

玷污,尤其是水,体现了蒙古人对水源的珍惜。

第五,酗酒罪。蒙古族喝酒的习惯也历史悠久,但凡事不能过度,

成吉思汗深知酒多误事,所以在法典 中巧妙地对饮酒作了规定。他

没有规定禁酒,但对饮酒进行了限制,每个人一个月可饱饮三次,并且

奖励少喝酒的人,重用不喝酒的人,无形中鼓励人们少喝酒。同时严禁

酗酒,从国君到平民百姓一视同仁。国君酗酒,不能主持国事、颁布训

言,事实上就是丧失国家管理权;官员酗酒,撤销职务(此处出现了行政

处罚);怯薛军士(∀怯薛#,蒙古语,意为亲兵卫队)酗酒予以严厉惩罚,未

规定惩罚措施,笔者推测,以大蒙古国的习惯,可能是施以鞭刑或杖刑;

平民百姓酗酒责罚最重,将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使他沦为乞丐[10]。

(2)刑罚的种类:

第一,死刑。主要是腰斩、∀木镞#射杀(即用箭) [11] ,还有用毡子裹

不流血的赐死(如对扎木合的处罚)。

第二,流刑。一般把罪犯流放到遥远荒凉的巴尔忽真地界。

第三,监禁刑(徒刑)。上文所述,贵族屡教不改关进监狱。但别处

史料未见徒刑的记载,如果只是对贵族略为惩戒,这种应该不能算是严

格的徒刑,他们是绝不会在监狱里劳动的。

第四,杖刑。对罪犯身体的惩罚,成吉思汗时期杖刑以七为尾数

分成若干等级,最多是一百零七,最少是七下。这个数字是蒙古的古老

的习俗,对犯罪的人饶恕三下,分别来自天、地和君主,体现了对犯罪者

的宽容,这一传统沿用至元朝。

第五,鞭刑。马鞭是蒙古族常用的劳动工具,因此用 (转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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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变更对被告人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日本诉因制度的设计过程

忠充分考虑了控、辩、审三方主体的现实需要,保障了制度的合理性,增

强了制度的可接受性。笔者认为,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的控、辩、审三

方的视角是多重视角中的基本要求,在具体制度设计中还应当考虑被

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视角。

(3)实践塑造制度的合理空间:笔者认为,从法律制度所承载的功

能的角度看,法律制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承载规范行为并且引领

社会价值取向的功能,如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

推定原则,就是在规范国家机关行为的同时,彰显人权保障的理念,引

领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 。[ 31]第二类则主要承载行为规范的功能。该

类法律制度并不是不包含一定的价值理念,而是在各种价值理念的权

衡之下,解决具体的问题。刑事诉讼中相当数量的制度属于后一种情

况,即其首要意义在于有效规范行为,解决具体问题。就刑事诉讼这一

具有多方参与特征的活动过程而言,必然会存在各方参与者利益的权

衡问题,而且多种利益的权衡在不同案件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

此,在制度设计无法准确平衡各方关系的情况下,如果偏离较大将会导

致大幅降低制度的可接受性,从而造成在实践中架空制度效力的可能

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无法把握制度与现实需要的精确吻

合时,可以在一定宽泛的范围内进行规范,为在实践中塑造制度留下可

能的空间。日本诉因制度虽然是因为匆忙立法而产生了宽泛立法的

特征,但这恰恰为实践中的合理化调整提供可能,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了

诉因制度的安定性。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当中,制度的安定性

以及有效性是首先应当保证的,尤其是在不同诉讼理念价值矛盾冲突

较为严重的当今。因此,除第一类明确某一价值取向的制度以外,在第

二类制度中对行为进行基本规范的同时,对实践中的操作提供合理化

的空间,也可以视为是提高制度可接受性的不得已方法。

综上所述,日本刑事诉讼诉因制度这一特殊诉讼模式下的特色制

度,为我们反思刑事诉讼理论及制度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在经济迅速

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必然需要直面域外的理论和制度。此

时,对理论进行反思,从制度中发现规律以及合理尊重实践的需要,应

当是建立科学、合理刑事诉讼制度的思维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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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子打人也是处罚之一。

第六,罚刑。主要用于对盗窃罪的惩罚,盗马者赔给失马者原物

九倍的损失,这也是蒙古习惯法中的∀罚畜刑#;如果无力偿还马匹,就

用女儿来赔偿,体现了对父权的偏重。杀人者也可以支付赎金免责,杀

回教徒支付四十金,杀汉人支付一头壮驴,但杀蒙古人必须伏法[12]。

第七,没刑。偷盗后,不仅没收财产,而且没收家里的其他人口送

给被盗者。

三、成吉思汗法典 刑法规定的特点和意义

笔者认为, 成吉思汗法典 中刑法规定主要有以下特点和意义:

第一, 成吉思汗法典 中刑法规定包含了古老的蒙古习惯法,有

些甚至属于道德范畴的规定也纳入了刑法规定中。如撒谎、酗酒、拾得

遗失物不归还等现在看来不是违法的行为都给予很重的处罚,甚至处

以极刑。

第二, 成吉思汗法典 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特色。蒙古族是一

个游牧民族,放牧、狩猎、作战组成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全部内容。 法

典 中处处可见到游牧民族的痕迹。如对盗马者打马者的严惩、对生活

来源水资源的节约等。

第三,维护以大汗为中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法典 中有很多对

贵族的特权规定,如前文提及的黄金家族免于死刑和刑罚上的减免,酗

酒后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处罚等。

第四,宽严并济、教育和惩罚并施。 法典 中很多罪都处以死刑,

反映了法律的严峻,但在严厉的背后又有其宽容的一面。比如盗窃罪,

法典 中对盗窃的处罚很重,偷盗马匹的处死,但又把盗窃者的家人和

财产没收送给了被盗者,这样既补偿了对方的损失,又安置了被处死者

的亲人;还有,身体刑以七为尾数,而不是以整数十为尾数,对施刑数量

减免;再有,给予社会上一些特殊阶层(并非贵族)免税免服役的优待。

第五,罪止于犯人本身,鲜有株连的规定。 法典 中虽然有很多死

刑类型,但都仅限于犯罪者本人,犯人的家人不受牵连,这比起中原王

朝的族诛、连坐要合理得多,而且死刑的形式也没有诸如凌迟、车裂这

些酷刑。只有两条规定牵涉家人,一个是在草场上挖坑和失火引起草

原火灾的,处死全家;另一条是奴隶偷盗他人财物其主人要一起处死。

可以看到,即使有牵连,最多到家人,亲戚和族人都不在株连的范围内。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 法典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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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 娜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冲突与妥协 ∃ ∃ ∃ 以日本刑事诉讼诉因制度为视角 法 学

% 有关法律制度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产生的作用,可在美国最高法

院的裁判在带领民意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得到印证,对美国最高法院作用的实证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