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为防止不法侵害而事先准备防卫性刀具
是否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
□钟文华 *  徐雄飞 **

一、基本案情
2013 年 12 月 25 日晚，重庆市 F 区某中学生

级。
二、分歧意见

吕某（系班级安全委员）在学校寝室内见同学邱

办案机关对于吕某行为的性质以及应否承

某与夏某发生肢体冲突便上前劝架，劝架过程中

担刑事责任，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种处

邱某打了吕某胸口一拳，吕某还手向邱某肩膀打

理意见 ：

了一拳，二人相互扭打后被同学劝开。当晚邱某
便在 QQ 群联系同校同学准备殴打报复吕某。

第一种观点认为 ：
吕某的行为属于故意伤
害，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理由是 ：
本案属于校园

12 月 26 日一早，邱某带着 4 名同学到吕某

斗殴事件，吕某在斗殴前已提前备好刀具，主观

寝室，向其同学指认吕某与夏某，称就是 2 人打

上具有故意伤害的目的，客观上在斗殴过程中对

了他，并商量早自习后把吕某和夏某叫出来打。

他人进行乱捅并且造成了一重伤一轻伤的损害

吕某见对方可能找自己麻烦，在出教室前将一把

后果，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吕某的行为

折叠刀带在身上。当天下早自习后，邱某、刘某、

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益造成严重危害，且其已

余某、黄某、段某、郭某等 8 人陆续来到吕某教室

满 16 周岁，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

门口将吕某叫出并强行拉至厕所门口。余某用

一是吕某不具备防卫意识。本案由之前吕某、夏

皮带抽打吕某，郭某、刘某、黄某亦对吕某拳打脚

某及邱某之间的肢体冲突引起，并且在案发日一

踢，段某等人则将吕某团团围住，郭某用铁质棍

早邱某对其同学刘某、郭某等指认了吕某与夏

猛击吕某头部，致其头皮破裂鲜血直流。吕某被

某，可见吕某应当知道邱某等人可能实施报复行

打后遂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乱舞，致段某右手

为，但吕某并没有采取向老师报告或者其他方式

臂、刘某腹部被捅伤，后班主任老师赶到现场及

以避免事件发生，而是准备了 18 厘米长的尖刀

时制止并报警及送医救治。经涪陵区公安局物

主动与刘某等一起走出教室外，可见吕某并没有

证鉴定所鉴定，刘某为重伤二级，段某为轻伤二

防卫的意思，而是选择主动迎击，本案应定性为

* 钟文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公诉处处长。
** 徐雄飞，西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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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斗殴，不存在正当防卫的基础 ；
二是吕某捅

害。试想，此时的吕某精神极度紧张，情况十分

刺未针对侵害人本人。吕某在被殴打后便不计

危急，一时间是很难判明对方不法侵害的真实意

后果地对刘某、段某乱捅数刀，而没有针对持皮

图和危害程度的，至于采取什么防卫方式、造成

带殴打的余某、持甩棍殴打的郭某，被害人刘某

多大损害才能制止住不法侵害，吕某更是难以迅

此前只是用脚踢了一下吕某，而段某更是只站在

速做出判断的。综上所述，在力量过于悬殊而又

一旁未实施任何侵害，因此吕某的行为不成立正

无法逃脱的情况下，此时的吕某除了持刀乱捅以

当防卫 ；
三是吕某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的防卫限

求自卫之外，还能奢求他图以求自保？因此，吕

度。结合全案，邱某等 8 人主要采用的是拳打脚

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其损害结果没有超

踢等比较轻微的侵害方式，即使部分人使用器械

出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

也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方式，吕某几乎没有受到

第三种观点认为 ：
吕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

任何实质伤害，而吕某持刀乱捅导致一重伤一轻

当，应以故意伤害罪减轻处罚。理由是 ：
对于吕

伤的损害结果已经严重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

某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的分析与上述第二种观点

必需的限度，不应认定为正当防卫 ；
四是学校同

相同，此处单独分析防卫限度。根据《刑法》第

学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社会期待通过老师的引

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

导教育与同学间的互谅互助化解纠纷，暴力冲突

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

甚至持械斗殴不仅不被提倡更被学校所禁止，法

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应

律绝不允许此类严重侵害人身权益的行为在学

结合具体案情，考虑具体情境下制止不法侵害方

校肆意横行，案发后吕某并没有对被害人赔礼道

式的可能性以及程度的高低。本案中，邱某等实

歉或积极赔偿，也未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见其

施侵害多以拳打脚踢的方式，即使有二人持有器

并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综上所述，吕某的行为

械，从全案来看，器械并非主要殴打工具，更像

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依法论处。

是邱某等人“耀武扬威”的辅助工具而已，邱某

第二种关于观点认为 ：
吕某的行为属于正当

一方共有 8 人，结合案件起因以及青少年心理特

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 ：
根据《刑法》

点，邱某在之前的肢体冲突中占据劣势，本次冲

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

突更是带有“挽回面子”的意思，基于此前二人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

并不存在严重积怨，并且从结果来看，吕某仅是

正在进行的不法伤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头部轻微伤，因此邱某等行为并未达到严重侵害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

法益的程度，吕某持刀捅刺他人已经超出了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尽管本案最终导致刘某重伤、段

的必要限度。从制止方式来看，吕某持刀防卫并

某轻伤的损害结果，但综合全案来看，侵害者有 8

非唯一的途径，其在已经知道可能发生打架的情

人，而受害者仅有 1 人，侵害者有手持甩棍的，有

况下，没有采取向老师报告等任何救济措施，即

拿皮带的，8 人围堵 1 人，且持械对其进行殴打，

使其此前没有防止事件的发生，在邱某等实施侵

应当认为吕某当时正在遭受的是严重的人身侵

害过程中，其还可以选择“求饶”或者就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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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缓和的防卫工具来进行防卫，然而吕某在遭受

门口，吕某一直是被动的、被迫的，此前邱某带人

攻击后直接拿刀捅刺，选择了侵害程度更高的工

指认吕某，吕某固然应当知道可能会发生打架，

具，超过了防卫限度。

但对于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有多少人、作

对吕某的行为应定为故意伤害罪，其持刀对

案工具是什么等事实都一无所知，吕某面临的是

其余人进行捅刺，主观上具有侵害他人的故意，

一种威胁，双方并未达成打架、斗殴的合意。反

客观上亦造成了损害后果，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

之，如果邱某等最后没有去找吕某，吕某也绝对

成要件，但因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因此应减轻

不会再主动去找邱某，况且吕某是在自己被拳打

处罚。

脚踢和皮带、甩棍抽打之后，为尽快摆脱被围殴

三、评析意见

的被动局面，方才拿刀捅刺，更说明其准备刀具

吕某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涉及

的目的是为了防卫而非斗殴 ；
2. 公安机关因为

罪与非罪的问题，必须根据案件事实，依照法律

吕某遇纠纷未向老师报告而认定其有故意伤害

规定，深入分析，准确认定。

的预谋。在学校产生纠纷后及时向老师报告是

纵观全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 ：
一是吕某

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但并不能因此苛求吕某，

随身携带管制刀具的行为到底是犯罪预备行为

在自己遭受严重不法侵害时依然还能够保持冷

还是正当防卫行为？二是吕某针对刘某和段某

静，对自己采取什么防卫方式、采取何种防卫限

的捅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

度都能够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另外，当时吕某面

（一）吕某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时能否事先准
备防卫工具

临的威胁尚不确定，事件还没有发生，吕某并不
负有化解此种未知纠纷的义务。尽管我们提倡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吕某已经预见到邱某等

公民遭受不法侵害时，尽量通过组织手段化解矛

人可能对其进行报复的情况下，其不仅没有向老

盾，但是否有向组织报告，是否事先准备防卫工

师报告，反而还准备了 18 厘米长的尖刀，在冲突

具以及准备什么样的防卫工具，均应结合具体情

过程中直接拿刀捅刺对方，毫无疑义具有伤害对

境具体分析，不应以此排除正当防卫的可能。

方的故意。
我 们 认 为 这 种 观 点 是 错 误 的。 分 析 如 下 ：
1. 准备工具是为了防卫还是为了斗殴，要结合全

（二）吕某的捅刺行为是否超过了正当防卫
的限度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

案事实和证据来判断。本案不应认定为是相互

超过了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危

斗殴，因为相互斗殴通常表现为双方都具有积极

害。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防

主动参与斗殴的合意及行为，如果邱某对吕某扬

卫行为是否能有效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

言“放学后校门口见”，吕某应允并且准备刀具，

标准，在认定时应结合全案，从防卫者当时所面

放学后双方在校门口发生打斗，那么认定为相互

临的实际情境出发，不能唯结果论，仅仅以双方

斗殴是没有异议的。然而，本案的事实是——吕

当事人最后的受损伤程度来评判。不能认为只

某被邱某等 8 人从教室叫出来并强行带至厕所

有刀对刀、枪对枪、棍棒对棍棒、赤手空拳对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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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拳才算手段适当。判明防卫行为是否为制止

卫，应该给防卫者适当发挥空间，对于限度的认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要，必须结合侵害的性

定不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而应还原案发过程，

质、手段、紧迫程度以及防卫能力的大小等因素，

设身处地站在双方当事人的角度予以判断。

全面分析，综合衡量。如何使用防卫工具即防卫

四、处理结果

强度问题（包括打击部位和力度），对此应根据各

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 F 区人民检察院审

种客观情况，判断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否控

查起诉，F 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法定不起诉决定，

制防卫强度、能否控制防卫强度。还应权衡防卫

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后被维持不起诉决定，公安机

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否控制防卫强度、能否控制

关又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S 分院申请复核，经

a

防卫强度。 就本案而言，从双方人数力量对比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S 分院复核后认为，吕某的

来看，邱某一方有 8 人，而吕某仅有自己 1 人，如

行为系正当防卫，F 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

此悬殊的人数力量差异对吕某而言，必然产生严

决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无误，予以维持。

重的人身威胁及心理震慑作用。从施害工具来
看，邱某方有人持有皮带，有人持铁质甩棍，更加
剧了对方的人身危险性。从施害方式来看，邱某
一方首先对吕某实施侵害，既有拳打脚踢，更有
皮带抽打，而吕某的被迫反抗，是在自己被对方
用铁质甩棍猛击头部致头部破裂流血不止的情
况下才实施的，因此，吕某是为了尽快摆脱对方
围堵，防止被进一步伤害的紧急情况之下才掏出
水果刀乱舞导致一重伤一轻伤的后果，我们认为
尚在防卫限度之内。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
也是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手段，旨
在鼓励公民积极同犯罪分子作斗争，防卫者在斗
争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不能苛求只有就地选择
工具进行防卫才属于正当防卫，我国刑法规定只
要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即为正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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