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修律对女性犯罪的宽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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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的司法改革，将民刑案件分开，完善了司法审判程序。 通过交罚金、收所习艺、去除凌迟

以及一系列酷刑等措施，使得这一时期对犯罪女性的惩罚环境较为宽松，成为女性犯罪增加的原因之

一。 清末新律，尤其是新刑律，对女性的一些典型犯罪如性犯罪、拐逃罪和殴杀罪等进行了减轻处理。
然因新律触犯了一些纲常伦纪，引发了守旧人士的反对，争论主要围绕女性的一些事关风化的问题。
新律虽然因清末政局动荡未能有效施行且遭到了质疑，但在民初得以推动，使得女性获得了相应的法

律身份和话语权，为女权运动的深入人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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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政府以新政为背

景，在一些先进的法学家的推动下对司法方面进

行了变革。清末新律，特别是一些与女性有关的法

律，开始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体现了国家对女性犯

罪的重视程度以及追求平等的法律理念。

一、清末的司法变革

清末的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大清律例》已陈

旧不堪，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在国内外变法

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统治者决定实行变法。1906

年，清政府改刑部为法部，统一司法行政。改大理

寺为大理院，配置总检察厅，专司审判。这样就改

变了以前皇帝专揽司法权的现象，初步奠定了中

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将刑事、民事析分为二，公

开 审 理 ，“凡 因 诉 讼 而 审 定 罪 之 有 无 者 刑 事 案

件”，“凡因诉讼 而审定 礼 之 曲 直 者 ， 属 民 事 案

件”。同时明确了各审判厅审级、管辖、回避、厅

票、预审、公判和判决之执行，申明起诉、上诉、证

人及鉴定人、管收、保释与讼费的规则，等等。在

诉讼程序革故求新之际，一些传统司法审判的陋

习，如刑讯逼供、比附援引制度等，开始受到抨击

并逐渐被抛弃。[1]40 1906 年底，在京师设立高等审

判厅，城内外地方审判厅和城谳局，形成四级三

审制度。 [2]362

这些改革对女性犯罪案件的审理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它避免了旧司法制度因各种原因对

女性犯罪的误判、错判及拖延审判时间的现象。
同时，它也避免了前清只有重案（主要是人命案）

才能送上级审查的弊端，使得女性有了一定的申

诉权。由于采取了律师制度和检察官的公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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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得女性不会因不懂法律而盲目受审，这对

当时多数身处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
就刑法来看，这一时期先后修订的《大清现行

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对旧有的法律制度进行

了一定的变革，并在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大清现行刑律》主要对旧律进行了一定的

增删，在刑罚方面，“第将近数年奏定之章程采获

修入，于是刑制遂大有变更。其五刑之目，首罚刑

十，以代旧律之笞、杖。一等罚，罚银五钱，至十等

罚，为银十五两，局法律馆议复恤刑狱之奏也。次

徒刑五，年限仍旧律。次流刑三，道里仍旧律，然

均不加杖，以法律馆业经附片奏删也。次遣刑二：

曰极边足四千里极烟瘴地方安置，曰新疆当唯一

之职，以旧制显分等差；且凌迟、枭首等项甫经议

减，不敢径行废斩也，徒、流虽仍旧律，然为制不

同。按照习艺章程，五徒依限收入本地习艺所习

艺；流、遣毋论发配与否，俱应工作。故于徒五等

注明按限工作，流二千里注工作六年，二千五百

里注工作八年，三千里注工作十年，遣刑俱注工

作十二年。收赎则根据妇女赎罪新章酌减银数，

改为通例。罚刑照应罚之数折半收赎，徒一年赎

银十两，每等加银二两五钱，至徒三年收赎银二

十两。”[3]4201-4202 并在按语中对此进行了说明：“现

在纳赎之法久已不行，缴赎刑银数太微，与新定

罚赎各理颇重颇为不类。今拟折中定制，自律应

收赎人犯，如犯流杖罚以下，拟照奏定笞杖罚银

数目减折一半；犯流徒罪以上，拟呈妇女罚赎数

目减折一半。”[4]864 同时，《大清现行刑律》还对旧

律的其他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变革（见表 1）。

总之，《大清现行刑律》作为《大清律例》与

《大清新刑律》之间的过渡性法律，虽然基本上与

原律例一样，只是名词有一些变化，对章程的某

些方面做了简化 [６]457，但在减轻刑罚方面却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对于女性犯罪表现出很大

的宽容度。该律将民刑案件分开，对女性涉及较

多的婚姻等民事问题不再科以重罚；对女性的刑

事惩罚相对减轻，如删除了凌迟罪，将斩决改为

绞决，将一些虚拟死罪改为流徒，以及对流徒女

犯不再发遣而是改归本地习艺等规定，都使得女

性所受的刑罚有所减轻。很多在以前应该判刑的

女性在清末修律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宽免，这些都

给女性创设了一个较为平等轻松的惩罚环境。而

《大清新刑律》更是给犯罪女性提供了更多宽宥

的机会，因为按照旧律，很多时候女性即使没有

参与犯罪行为但与之相关，也要治罪。如对于女

性的奸情杀人，有时明明是奸夫杀害本夫，奸妇

并不知情，可仍要被处斩监候；而按照新律，奸妇

如果没有下手加功，有时便只会科以奸罪或无罪

释放。同时，清末刑讯的废止，对取证制度的重视

等，都给女性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法律氛围。[7]25 总

之，清末修律中对有关惩治女性犯罪法规的变

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男女平等的法制原

则，冲击了原来的男尊女卑观念，整体上呈现出

一种轻刑化倾向。

二、新刑律的轻刑化处理

在清末以前，女性犯罪主要集中在家庭领域，

多由家庭或家族自行处理。性犯罪虽然成为女性

犯罪的主体，但出于对女性贞操的考虑和男人面

子的顾虑，一般只要不发生人命案，很少上升到

司法层面，而且多在县级司法部门解决，基本不

进入司法程序且数量寥寥。清末社会，女性犯罪

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的增多而有所攀升，再加上受

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国家开始重视犯罪统计，

女性犯罪已初具规模。就其类型而言，这一时期

的女性犯罪不再以奸情杀人为主，而是出现了多

样化的趋势。国家的法律惩治也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但就刑罚本身来说，对女性犯罪的惩治有所

减轻。《大清新刑律》更是贯彻了西方国家的法律

原则，使得女性的法律地位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

改变。现就女性犯罪惩罚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几种

罪行，详述如下。
（一）性犯罪

一
取消了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名称而分的 六

律总目，分为 30 门

二
把旧律例中的继承、分户、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

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别

三

废 除 旧 律 例 中 凌 迟、枭 首、戮 尸 、刺 字 、缘 坐 等 酷

刑，改订五刑为死刑（绞刑）、遣刑、流刑、徒刑、罚

金五种

四

删除了一些因时势变化而过时的条文 （如禁止同

姓为婚、良贱为婚等），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如妨害

国交罪、妨害选举罪、私铸银元罪、破坏 交 通 电 讯

罪等

表 1 《大 清 现 行 刑 律》对 旧 律 所 做 的 修 改 变 化 [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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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宫刑、骑木驴、去衣受杖等，均是在公开场合进行，无视女性的尊严，极具侮辱性。

清末以前，人们对女性的奸情罪讳莫如深，不

管女性的意愿如何，只要有了奸情，便严惩不贷。
于是很多女性即使被人所迫，也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一旦有所犯，轻者笞杖刑，重者凌迟处

死，且行刑过程充满了侮辱。① 尤其是亲属相奸，

更是成为惩罚的重点。这一时期的修律，除了惩

罚力度有所减轻外，对女性的性犯罪亦不再像以

前那样特别突出对亲属相奸的惩罚。当时的修律

大臣沈家本等认为，奸非之罪应靠“礼教与舆论

是以防闭之，既无刑罚之制裁，此种非行亦未必

因是增加”。 [8]2050 由此关于奸非罪和重婚罪，《刑

律草案》删去旧律奸罪各条，只保留近世意义上

的强奸、诱奸未成年女子等奸非罪，其他留给道

德教育及舆论谴责。[9]226 另外去除了以前的杖刑，

使得女性即使犯奸罪，也可以罚金代之。而对于

无夫妇女与人通奸，法律认定其不为罪。经过激

烈讨论，最后通过了暂行章程，其中明确规定：

“与无 夫妇女通奸 构成犯罪 ， 双 方 都 要 判 处 刑

罚。”[10]279 宪政编查馆以“中国教育尚未普及无夫

妇女不免尚有淫行，不得不暂以刑罚防禁之，待

他日教育普及人人贞洁即将此例作废”。 [11]58 同

时，奸罪要本夫或尊亲属亲告乃论，使得女性纯

粹因奸而犯罪的数量相对减少。“犯奸大率因他

事牵连发见，其纯粹之奸案，由父母本夫亲告者 ．
罕见其事。”[12]320 并在因奸杀人罪中特意规定：

“奸妇果不知情仅依纵容抑勒本条科断，不在拟

绞之限。”[13]717 而一些陋习，如“兄亡收嫂，弟亡收

弟妇，罪犯应死之条，除男女私自配给及先有奸

情后复婚配者仍照律各拟绞决外，其实系乡愚不

知例禁”[14]110，一般都不再对女性科以重刑。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女性的性行为，使

得女性不再因性越轨受到严惩，而拥有了一定的

性自由权。另外，奸情罪虽然规定男女并罚，但需

要本夫或尊亲属告诉乃论，所以真正因纯奸罪受

罚者并不多见。
（二）拐逃罪

拐逃行为在清代以前因交通不便、家族邻里

监督严格及户籍制度的约束等不太可行，女性即

使有所想法，也没有勇气付诸实际。家法族规对

出逃女性的惩治相当严苛，有的甚至被出族或处

死。清朝统治者对此给予了一定的严惩，如《大清

律例》规定，一般“发遣给兵甲人为奴”，严重的甚

至予以绞决。到了清末，因买卖人口及奴婢制度

的废除，使得人口买卖在一定范围内为非法行

为。由于性别上的便利性，女性由原来的被拐者

变为拐带之人，成为犯罪的主体。虽然政府对之

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但就惩罚上来说，大部

分以罚金了事。
清末以来社会动荡，交通变得比以前便利，家

族和户籍制度失去了昔日的管制力度。再加上妇

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女子离家俨然成为一种风潮，

使得女性的出逃成为一种可能，如“背夫潜逃”。清

朝统治者沿袭明律，有“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

夫嫁卖之明文”，清末则改“嫁卖”之文为“听夫离

异”[15]56，使得女性有了一定的身份保障。另外，对于

女性的因奸拐逃，《大清现行刑律》规定：“凡奸夫

拐诱奸妇之案，除本夫不知奸情及虽知奸情而迫

于奸夫之强悍不能禁绝并非有心纵容者，奸夫仍

依和诱之情为首例拟军，奸妇减等满徒。著系本夫

纵容抑勒妻妾与人通奸被拐逃者，奸夫于军罪上

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奸妇及为徒之犯再减一等

杖九十徒二年半，本夫本妇之祖父母纵容抑勒通

奸依照此例办理。”[16]42《大清新刑律》则因女性是

“被和诱人”而将其无罪释放。“和诱之案旧律当时

刑事之奸拐者居其强半，有和诱后而成奸者，有先

经成奸因恋奸情热或怀孕畏人知觉诱令同逃者，

相俱不问成奸之先后可以和诱知情发极边四千里

安置，被诱之人仍科满徒。本律以被诱者虽予人以

可乘之隙，情究可原，即与犯人有猥亵行为亦在犯

人掌握之内，非其本意故为无罪。”[17] 7 所以出逃女

性只要说自己是“被和诱人”便可以脱罪，无形中

诱发了女性的出逃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女性的人身自由权，鼓励了更多女性的“出逃”，尤

其是一些因情被诱的女性，有了维护自身爱情的

砝码而无所顾忌。
（三）殴杀罪

殴杀罪在清末以前对女性的惩罚重点主要为

杀人行为，一些殴伤尊长的女性也会受到一定的

严惩，但实际生活中多为家庭或家族内部解决。到

了清末，对女性的殴杀罪从国家层面而言更是放

宽了惩罚。《大清现行刑律》殴人成伤者处三等罚，

罚银 1 两 5 钱折工作 6 日；新刑律伤害人致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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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者处三等至五等徒刑，最短刑期 2 月。[18]8 而对

亲属相殴，旧律卑幼殴尊长则加等，尊长殴卑幼

则减等，新律于伤害尊亲属之身体及对尊亲属加

暴行者，均有加重于凡人专条，特于旁支尊长尚

无加重明文；尊长之于卑幼，则“无论直系旁支，

皆无减轻之典”[19]321，尊卑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
而且这一时期清刑部将虚拟死罪“按现律应拟

绞监侯者，一律改为流罪，均按照新章毋庸发

配，归入习艺所罚令工作”。此外，“未满 12 岁及

精神病人之行为、非故意之行为、正当防卫及避

不能抗拒之危难而不得已之行为，均不为罪；对

于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犯

罪已着手而因己意中止者，准未遂论，得免除或

减轻本刑。如果自首，得减本刑一等。”[20]255-256 因

女性多数为卑幼之辈，即使有所犯，也多为正当

防卫。这些法律的颁布，无疑给清末妇女带来了

平等的机会，也体现出她们家庭和社会地位有

所提升。
至于最严重的因奸杀人，清末修律也放宽了

处置，将以前女性因奸杀人而被处罚的酷刑凌迟

删除，相应改为斩绞刑。修律大臣沈家本解释说：

“西人男女平权之说，中国虽不可行，而衡情定

罪，……此项似可改为绞决，故杀同，妾则非妻可

比，可改为斩决，不必再改。”[21]56 此外，新刑律对

杀人案件的处理分为在场、未在场以及加功与否

等情况，由此女性不再像以前法律规定的那样即

使未参与杀人行为也要处刑。同时新律规定：“凡

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此专

指谋、故而言）。如系故杀子、孙，可处以一等有期

徒刑，再以酌量轻条，犯罪之事实情轻，减二等之

法减之，可减为三等有期徒刑；而三等之中，又可

处以最轻之三年未满。”[19]323 对于女性来说，多为

被动杀人，因此被处轻刑的机会较多。
（四）窃盗罪

清末以来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增加及生

存压力的加大，使得窃盗也成为犯罪女性维持生

计的来源之一。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请变通

窃盗条款，拟请嗣后凡窃盗应拟笞杖者改拟工作

1 月；杖 60 者改拟工作 2 月；杖 70 至 100 每等递

加 2 月，并令“各省通饬各属一律举办习艺所役

之”。[22]4999 由笞杖而改为入所工作，免去了犯罪女

性的罪罚之苦，还让她们习得一定的手艺，无疑

顾全了女性的尊严，体现了人性化的处置机制。

但修律对女性惩罚的减轻，很多方面触犯了

封建统治者所最忌讳的纲常伦纪，特别是一些事

关女性贞操的性禁忌问题，更是让传统的中国社

会无法承受，因此遭到了守旧大臣们的反对。

三、修律引发的社会论争

清末修律触及了很多纲常礼教的忌讳，遭到

一些守旧人士的批判。例如，针对妇女到堂受审

的问题，有人认为：“责令妇女到堂作证，袭西俗

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

圣贤修齐之教，纲伦法数，隐患实深；春秋之义，

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周礼凡命妇不躬坐狱讼。郑

康成注以为不身坐者，必使其屑若子弟于例，妇

人小事牵连，提弟兄子侄代审；如遇亏空赔累，追

赃搜查家产杂犯等案，将妇女提审，永行禁止，所

以养廉耻全名节也。以言经义则如彼，以言国法

又如此。然则妇女到堂供证为万不可行之事，初

不必问其为命妇与否，如实系案内紧要人证，尽

可令其子侄兄弟到堂。此为名教所关，断不宜藉

口于男女平权之说。中西风俗各殊，此亦其一端

也。”[23]304-305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一般不许到堂

受审。一是出于保护妇女名节的考虑，因为一般

的家庭不允许女人抛头露面，妇女一旦在大庭广

众之下被审，便会被贴上“坏女人”的标签，于家

庭来说是一大耻辱；二是由于妇女没有知识，又

没有与外界深入接触的机会，在严堂之中，不能

很好地表达，容易混淆视听；三是在世人眼中，女

性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因

此即使有所犯，也应由家庭中男人来代替。
此外，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时取消了“亲属相

奸”“无夫奸”“妻殴夫”“夫殴妻”等罪名，主张“奸

通无夫妇女不治罪”。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

议》中提出了改变良贱界限、禁止买卖奴婢的要

求。在婚姻立法中，主张合乎情理。如悔婚后男女

双方又结婚，前期婚约未解除又与另外男子成

婚，如果男女双方确实和好，就不能强令离异；如

妇女私自出走改嫁，前夫不愿和好，也不应强令

后夫离异。另在《再蘸妇人主婚说》中，主张准许

妇女改嫁。《大清新刑律草案》甚至规定：妻妾殴

夫也不加重处罚，不另立条文。这更引起了一些

人的反对，如针对妻殴夫就有人认为：“旧律妻殴

夫者加等，夫殴妻者减等，与尊长卑幼同科，本乎

夫为妻纲之义也。然夫妻有敌体之礼，与尊长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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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略有不同。今草案无夫妻相犯专条，是亦视为

平等也。但于中国礼俗尚不甚协。”[12]310 因此江苏

提学史劳乃宣等攻击新刑律草案“狃于一时偏

见”，指责其“不合吾国礼俗者不胜枚举，而最悖

谬者莫如子孙违反教令及无夫奸不加罪条”。[24]888

特别是在 1910 年，劳乃宣以《修正刑律草案》正

文有违礼教，附则规定，旧律礼教条文另辑单行

法适用中国人是“本末倒置”。他向宪政编查馆递

交了《修正刑律革案说帖》，要求直接把“旧律有

关伦纪礼教各条”，“逐一修入新刑律正文”，并拟

条文曰：“凡妻伤害夫之身体及加暴行未致伤害

者，与卑幼对尊长同；致死者处死刑。夫伤害妻

者，照凡人处断。”劳乃宣甚至认为妻殴夫一条，

应加重处罚。 [12]316

中国历代法律都注重尊卑问题，特别是在婚

姻家庭生活中，充分维护了男权家长制的特权。
因此修律中所提议的所谓男女平权、不论尊卑等

处罚方式挑战了男权社会的威严性，这在当时还

是男权文化占主导的中国社会，显然是困难重

重。作为生存资本较为弱势的女性来说，虽然生

存压力较以往有所增加，但获得了一定的权益。
女权运动者们亦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想要

撼动根基深厚的男权思想，仍是步履艰难。
特别是关于“无夫奸”的争论，可谓轰动一

时，引起了时人的广泛关注。清末修律规定“无夫

奸不为罪”，引起了很多人主要是守旧派的强烈

不满。因为它关涉社会的风化问题，由此引起了

激烈的争论，成为礼法两派斗争的一个焦点。就

整个清末修律来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

女的法律地位，对统治者一向引以为忌的女性性

犯罪问题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可以说在最大程度

上冲击了男权社会的性统治地位。特别是“无夫

奸不为罪”“奸情须告诉乃论”等宽松条款的规

定，更是赋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性自由。但因中

国社会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女性的性自由不可

能由于法律的变革而立刻见效。特别是当时绝大

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还很僵化保守，以致变法招致

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没能广泛推行。
《大清现行刑律》在清末除了关于民事规定

外，实际上并未施行，而新刑律也因清朝灭亡而

未起到实际效果。清末法律改革所颁布的《大清

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由于颁布未久清朝即

宣布灭亡[25] 324-326，因此只是在个别地区实行。如

1906 年的上海，便开始实行了新章。有的甚至是

《大清律例》和《大清新刑律》等多种法律并行，如

就当时的奉天省（即今辽宁省）来说，是清末最早

设立审判厅的地方。但清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

（1840—1911）间，辽宁地区各级审判衙门及各级

审判厅审判的依据先后有《大清律例》《大清新刑

律》。由于《大清律例》律文正条不甚完备，因而在

辽宁地区还有一些皇帝或刑部批准的定例及成

案，作为办案的依据。 [26]14 即使施行新法的地区，

也因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动乱而未能发挥实效，虽

然“西风东渐，在通商口岸，开始实行近代西方的

审判制度，但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依然适用

古老的封建审判制度而没有变化”。[27]193 因此所谓

的修律仅限于封建条文上或形式上，中国内乱外

患的时局决定了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

到施行。 [28]390

四、结语

如上所述，清末修律，特别是新律对女性犯罪

的惩罚有所减轻，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男女平等

原则且取消了尊长的部分特权，体现了法律的进

步性。就实质上而言，清末修律对女性犯罪的惩罚

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赋予了近代法律人

性化的趋势，体现了中国法律的先进性和现代性。
清末司法变革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成为民初修订法律的蓝本，得以推动并实

施，特别是针对女性的一些讨论和改良，体现了中

国人学习西方，从而振兴中国的决心和意志。虽然

清末新律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抵制，但还是给

当时国人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明洗

礼，为法律制度的完善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清末司法变革对女性的重点关注，我们也

可以看到当时女性法律地位的变迁情况。女性从

原来的“失语”状态，到后来在司法中成为争论的

焦点和重点，这可以说是女性法律地位得到提升

的一种表现，也是清末追求男女平等以及进一步

控制女性犯罪的需要。同时，清末司法改革也见

证了清末女性社会生活的活跃和争取自身权利

的努力，成为推动女权运动的另类助力。

115— —



On the Condoning of Female Crime by the Law Revis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I Jing
Abstract: The judici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parated the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and improved the

judicial procedure． By paying the fine，collecting the skills and removing the torture，the punishment environment for

female criminals in this period was more relaxed，which increased the incidences of female crimes． The new law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especially the new criminal law，alleviated some typical crimes of women，such as sex crimes，

fleeing crimes and assault and murder crimes． However，because the new law has violated some norms and customs，

it has triggered the opposition of the old-fashioned people． Although the new law was not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was questioned，it was promot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which enabled women to obtain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status and the right to speak，an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ep penetration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Key words：law revision；in the Late Qing Dynasty；female crime；forg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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