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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再叫真的民族也有错案
燃 灯 絮 语 □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意志民族性的明显特征是认真，
但即使世界上可称最叫真的民族， 其司
法中的错案仍难以避免。

莫非在错案面前各民族一律平等？
看起来的确如此。

鲁道夫·鲁普溺死澄清了错案

2011 年 5 月 30 日德国 《明镜》 周
刊封面赫然写着 《司法能多正确？》， 这
篇报道披露一起惊人的错案。 案件发生
在 2009 年 3 月， 在德国巴伐利亚邦多
瑙河畔的小镇， 一辆宾士车落入河中。
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驾车人已经死亡。
离奇的是， 经过 DNA 检测发现， 死者
竟是 7 年前失踪的鲁道夫·鲁普。 这件
事之所以令人大感惊讶， 是因为 2005
年巴伐利亚邦法院认定鲁道夫·鲁普为
其家人所杀。 法院认定的案情是： 鲁道
夫·鲁普的太太、 两个女儿和大女儿的
男友， 在 2001 年 10 月的一天， 将其用
木头砸死， 尸体遭到肢解。 案件启动侦
查程序源于检察机关着手调查之时， 鲁
普的两个女儿就在调查庭向检察官称父

亲已经死亡。 检察机关认为鲁普大女儿
的男友有重大嫌疑， 就向法院申请羁押
并获得批准 。 由于该男友不堪忍受羁
押 ， 竟然胡乱 “坦白 ” 说鲁普酒醉回
家， 与家人激烈争吵， 他用木头将鲁普
打死， 随后其他人合力将鲁普肢解。 检
察机关相信了他的陈述， 随后检察机关
和法院根据他的陈述又收集了其他 “证
据”， 法院以这一口供为主要依据， 将
鲁道夫·鲁普的太太、 二个女儿和大女
儿的男友一一定罪。 此案经过一审、 二
审以及终审 ， 到底还是弄错 。 直到
2009 年在河中发现鲁道夫·鲁普的尸
体， 这些无辜的人已经被错关 1882 天。

这一案件， 甚为离奇， 要不是鲁道
夫·鲁普溺死 ， 无辜者还要继续坐牢 ，
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辩解 。 值得庆幸的
是， 鲁道夫·鲁普的溺水给案件带来转
机， 最终冤情大白， 事实水落石出， 冤
案的受害人经过一番难熬的折磨， 总算
等到了案件弄清楚那一天。

月朦胧鸟朦胧的卡尔·豪案件

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够一目了然知

道那是错案， 卡尔·豪案件就是如此。
卡尔·豪是一名律师， 据说才智超

群、 颇有名望， 成为约翰·洛克菲勒和
美孚石油公司的法律顾问， 收入颇丰。
不过， 对他不利的是， 他是一名色鬼和
赌徒。 由于经常沉湎于赌博和酒色， 挥
霍无度， 又兼与洛克菲勒发生争执而被
解聘， 他的财务状况陷入窘境， 不得不
携妻女返回德国。 为了转运， 他曾请求
岳母施以援手， 但遭到拒绝。 就在这个
当口， 一起命案发生了。

1905 年 10 月某日傍晚， 德国南部
城市巴登巴登李希腾塔尔林荫大道附

近 ， 一名上了年纪的妇女受到枪击死
亡。 子弹来自一把左轮手枪， 凶手从近
处进行射击 。 死者是莫利托医生的遗
孀。 被害人有两个女儿， 都二十出头。
出事当晚， 小女儿陪同她去了邮局， 结

果在回家途中遇害。 目击者看见一个留
有胡子的男人慌慌张张离开现场。 她的
女儿受到怀疑 ， 但没有证据表明她涉
案： 她身上并没有武器， 警方也没有找
到扔掉的武器 。 死者的大女儿已经同
26 岁的律师卡尔·豪博士结婚， 小女儿
未婚， 同母亲住在一起。

谋杀发生那天， 卡尔·豪独自住在
法兰克福一家旅馆里。 警方经过调查了
解到， 案发那天早晨， 他曾到过巴登巴
登， 不过没有去他岳母家， 乘夜车回到
法兰克福， 几个小时后却又乘车去德国
北部 。 警方在案发第二天在半路截住
他， 将其逮捕。 逮捕时与案发相隔 48
小时。

卡尔·豪坚称自己无罪， 他没有胡
子， 身上也没有武器。 但是， 警察调查
得知的情况对他不利， 四十八小时前，
卡尔·豪曾经让理发师给他装过假胡子。
他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在后来的法庭审
判中， 卡尔·豪多次宣称他猜到凶手是
谁， 但不肯说出这人的名字。

1906 年巴登巴登的法院对卡尔·豪
进行了审判 ， 刑事陪审法庭宣判他有
罪。 卡尔·豪被判死刑。 上级法院将死
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1924 年， 在狱中
服刑的卡尔·豪获释。 卡尔·豪获释的原
因， 是对他的审判不符合法定程序， 律
师的辩护意见也没有得到认真考虑。 不
幸的是， 卡尔·豪的妻子在审判开始前
已经自杀 ， 女儿被家庭女教师带往美
国。 茕茕孑立的卡尔·豪获释后不久也
自杀身亡。

卡尔·豪案件是一起轰动德国的著
名案件， 尽管如此， 卡尔·豪是否无辜
却始终处在悬疑状态 。 人们意识到卡
尔·豪可能是冤枉的， 但这只是一种可
能性， 案件的真相一直月朦胧鸟朦胧地
没有清楚呈现出来， 直到今天， 还是不
能确定卡尔·豪真的冤枉。 不过， 人们
聊以自慰的是， 卡尔·豪虽然曾被定罪，
但毕竟因程序上的重大瑕疵而改判无

罪。 卡尔·豪若是真的冤枉， 还不至于
冤沉海底。

德国小说家雅各布·瓦塞曼在 1925
年秋天以这个真实案件为原型创作了长

篇小说 《莫里齐冤案》， 将掺入了虚构
成分的 “莫里齐冤案” 描述成一起冤错
案件 ， 揭示造成错案的原因是 ： 重推
理、 不重事实、 轻信伪证和糊涂定案的
司法， 以及虚构的人物瓦雷默教授发伪
证。

谁能说清楚哈里·沃尔茨
是否冤枉

哈里·沃尔茨案件是近年来德国一
起疑似冤错的案件 ， 像卡尔·豪一样 ，
没人说得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冤枉。

案情是这样的 ： 1997 年 4 月 29
日， 一名女警官差点被勒死。 这位女警
官名字叫安德里阿·查赫， 那天夜里住
在比尔肯菲尔德她的房屋里 。 2 点 34
分， 他的父亲、 住在下面的一层的沃夫
冈·查赫听到响声， 跑上楼梯， 发现女
儿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 那天夜里， 一
个邻居从开着的窗户听见有人冲着安德

里阿喊道： “我打死你， 我不允许你这
样对我！” 那天夜里， 安德里阿·查赫窒
息长达三至五分钟， 大脑这么长时间没
得到氧气， 导致严重的后果： 她瘫坐在
轮椅里或者躺在床上， 不能说话， 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 尽管她看见了罪犯， 却
不能指认凶手。

警方接报到达现场后， 没发现有破
门而入的痕迹， 又因为沃夫冈·查赫的
陈述自相矛盾， 所以这个父亲被列入嫌
疑人范围。 沃夫冈·查赫也是警察， 从
警已近三十年之久。 案件发生后， 沃夫
冈·查赫已不能工作， 现在他和妻子一
同照顾女儿。

安德里阿·查赫有个情人， 也是个
警察 。 这个情人在案发后的清早被拘
捕， 但他的妻子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

哈里·沃尔茨是安德里阿·查赫的丈
夫， 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凯。 哈里·
沃尔茨住在坡■茨海姆附近的格莱芬

豪， 他妻子同他分居， 住在四公里外的
比尔肯菲尔德。 哈里·沃尔茨是这个案
件中唯一没有警察身份的人， 他是安装
工人 。 他因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安德里
阿·查赫在案发当日清晨被拘捕。 他在
1998 年 1 月 16 日被判处 11 年监禁 。
但是律师胡伯特·高尔卡向卡尔斯鲁厄
的法官递交了 17 条说明沃尔茨无罪的
辩护意见。 地方法院第八法庭长达 71
页的判决书暴露出警察在侦查过程中的

马虎以及证明沃尔茨犯罪的证据不足。
哈里·沃尔茨认为他之所以遭受冤

屈， 是因为警察不相信他的辩解， 拒绝
倾听他的申辩。 哈里·沃尔茨忘不了侦
讯中警察不断向他说的一句话： “沃尔
茨， 我们不想听这个， 我们想听的是别
的。” 在审讯室里， 警察不停向他说着
这句话。 德国媒体这样报道： “这个瘦
小的 35 岁的男人现在坐在一家啤酒馆，
为可以重新享受花香和雨露而欣慰。 但

他又时不时地轻声念着这句话， 好像就
是这句话宣布了他自此失去了自由 。”
哈里·沃尔茨坚信 ， 自己之所以坐牢 ，
是因为侦查人员不停地说 “沃尔茨， 我
们不想听这个”， 因为他们需要他成为
犯人。 哈里·沃尔茨说： “他们欺骗了
我。” 这种情景容易让人联想起迪伦马
特小说 《诺言》 中马泰伊口中不断喃喃
的情景。

事情很悖谬： 使沃尔茨重新获得自
由的是一起民事诉讼。 认为他是凶手的
沃夫冈·查赫夫妇 （他原来的岳父母 ）
代表女儿提起民事诉讼， 向哈里·沃尔
茨索要 153000 欧元的精神赔偿。 民事
起诉， 使哈里·沃尔茨的案件得到再一
次被法院审查的机会 。 民事法官认为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
罪”， 因此拒绝精神赔偿。 民事法庭首
席法官沃尔夫·律蒂格尔·维特克说 ：
“哈里·沃尔茨是否无罪， 我不知道， 但
我知道， 不能证明他有罪。 对于沃尔茨
的判决， 警察有过错。 坡■茨海姆警察
局的错误是令人震惊的。 有人因为如此
的侦查而坐牢， 是十分可悲的。” 判决
指出： 警方对于案发当晚的车辆没有取
证， 以确定引擎是否是热的， 收集证据
存在疏忽， 而且诸多疑点都没有进一步
调查。

坡■茨海姆警察局受到责备 ： 其
实， 当初警察局只需看一下沃尔茨的汽
车， 如果发动机在夜里 3 点还是热的，
就可以反驳他所说的在作案时间内他躺

在床上的陈述。 相反， 一个冷却的发动
机就可以使他摆脱罪责。 可是， 案发半
小时后就赶到沃尔茨住处的警察没有查

汽车。
坡■茨海姆警察局没有公开回应。

人们私下议论纷纷。 一名刑警说， 或许
已经查过发动机并发现它是凉的， 但是
被隐瞒了， 因为他们需要沃尔茨是个作

案人。 不过， 也没有证据证明有意地只
做单方面的侦查， 存在的问题有可能是
出于马虎。 但维特克法官称他从未经历
过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有这么多的过错，
而所有的过错都对沃尔茨不利。 正如律
师高尔卡所言： “这其中肯定有意图。”

比如说， 警察局没有告诉刑事陪审
法庭， 被害者记日记， 并且其中的几本
日记被发现 。 而一些日记内容至今缺
失。 高尔卡律师说： “被害者的父亲拒
绝交出来”。 负责侦查的警官随便地从
证据文件中拿出两页， 据说是为了不使
文件太厚 。 DNA 检测做得也不彻底 ，
有些东西为了省钱没有做。 而且警察显
然忘记了查封住所。 在提取证据之前，
被害者的父亲和情人都进了房间。 高尔
卡说： “垃圾桶被倒空了， 记事簿上最
新的几页被撕掉了。”

即便是对沃尔茨不利的证据， 也不
是很明确。 比如在作案现场发现的一次
性的手套上有沃尔茨的 DNA。 这有可
能是好多年了。 因为沃尔茨在一次摩托
车事故后， 有两个手指断了， 所以在干
活时， 总是戴这种手套。 刑事诉讼时的
鉴定人员认为， 手套是沃尔茨的， 而民
事诉讼的鉴定者说， 被害者的父亲和情
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些踪迹警察局根本就没查。 比如
一个塑料袋是从哪来的， 里边有两个香
烟盒， 其中一个上面有圆珠笔打了叉。
盒里有七小袋毒品， 各一克重。 毒品部
门到现在还没介入， 到现在也没测试一
下被害者的头发。 刑侦人员那时断言，
塑料袋是作案人的， 即沃尔茨的， 虽然
沃尔茨不承认。 在烟盒上只发现一个指
纹， 是受害人父亲的。 他说， 案发那天
夜里， 他想看看袋子里是什么。 这塑料
袋其实是关键的。 因为， 如果被害人吸
毒， 那她就会与贩毒者有联络。 那么嫌
疑人的范围就要扩大， 那么法院所说的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其他男性犯案
人 ” 就不正确 。 “我已经同警察局说
过 ， 安德里阿吸毒 ”， 沃尔茨回忆道 。
但警察显然不愿听到这么说自己的同

事。
还有一个问题是， 即便是 1998 年

判决沃尔茨的法官也说不出沃尔茨谋杀

妻子的动机。 沃尔茨的朋友们猜测， 或
许在整个事情背后掩藏着其他的什么东

西。 高尔卡律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
上说， 坡■茨海姆警察局卷入了毒品生
意。

沃尔茨的律师以法院民事判决作为

依据， 向曼汉的地方法院刑事法庭申请
再审， 法院裁定驳回。 提起控告后， 卡
尔斯鲁厄高级地方法院在 2011 年 11 月
30 日做出重新审理并释放沃尔茨的决
定。 经过 13 年内 12 次审判， 沃尔茨终
于走出监狱。 牧师可诺普用敲钟的方式
庆祝了案件被重新审理的决定。 这一决
定在德国法律史上也属罕见。

无辜者不被冤枉的最初福音

在刑事司法中， 能够确认那些违误
案件再好不过。 不过， 不是所有的冤错
案件都能得到确认， 正像有些案件的被

告人疑似罪犯一样， 有些案件的被告人
疑似无辜者。 这些案件的特征是存在一
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但也存在对于
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者控方证据存在瑕

疵 。 这些案件被恰当地称为疑罪案
件———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 也不能排
除被告人有罪的案件。

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 面对一桩具体案
件， 要判断它是否是疑罪案件本身就需
要一定的智慧， 判断能力不足者容易忽
视案件中那些本应引起怀疑的情况， 从
而对案件作出错误认定， 有些案件， 是
因为发现了新事实、 新证据或者过去被
忽略的事实、 证据重新引起注意， 才被
意识到是疑罪案件。 作为判断者， 应有
的判断智慧很容易被各种干扰因素所遮

蔽， 使疑罪案件的疑惑性质被模糊了，
例如虽然明明控诉证据不足， 但办案人
员可能仍然对嫌疑人有罪坚信不疑， 有
的是因为顽固的司法惰性， 有的是因为
司法专业司法人员常有的偏见。 长期的
司法工作 ， 面对的大多数是真正的罪
犯， 很难不产生一种司法惯性和惰性，
认为现在面对的嫌疑人、 被告人也是有
罪的 ， 尽管控诉证据并不真的那么充
足。 在这种司法惯性和惰性之下， 就有
可能错勘贤愚、 误认善恶了。 许多冤错
案件铸成之时， 都能看到处理案件的操
持司法权的人员自信满满的表情， 这种
可怕的过于自信往往是冤错案件的最初

肇因。
即使是仅仅疑似冤错的案件， 读这

些案件的报道之时， 对于案件的当事人
仍然会产生同情， 对于卡尔·豪和哈里·
沃尔茨就是如此， 毕竟， 他们有可能是
冤枉的。 如果对人的自由、 生命和尊严
有足够的尊重， 那么， 对于这类案件，
办案人员不仅仅应事后产生同情之心，
更应在办案过程中就保持怵惕警醒之

心， 意识到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可能是
冤枉的， 就是无辜者最终不被冤枉的最
初福音。

德国 《明镜》 周刊引用法官格尔克
的话 ： “我总是很庆幸 ， 德国没有死
刑， 这是令人安心的， 纵使在任何最糟
糕的案件 （指终身监禁） 所犯的错误都
可能被改正。”

那么， 在那些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
又如何呢？ 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话题。

从一个错案谈起

2005 年 10 月 11 日 ， 霍尔格·L
的妻子在家中睡觉时身中三刀死亡。
根据现场勘查发现 ， 在案发几个小
时后 ， 被害人的尸体曾经被床单包
裹 ， 并在头上及脚上各用以塑料垃
圾袋捆扎后搬运 。 警方最终将霍尔
格·L 确定为重大嫌疑人， 其证据主
要有以下几点 ： 1.被害人住处的大
门在案发后被反锁 ， 门锁没有任何
被撬过的痕迹 ， 因此犯罪嫌疑人应
当有被害人住处大门的钥匙 。 被害
人白天随身携带备用钥匙 ， 夜里则
将钥匙放在其与霍尔格·L 公用的厨
房内 ， 因此霍尔格·L 是最有可能
拿到钥匙的人 。 2.在 2005 年 10 月
3 日 ， 霍尔格·L 曾经与被害人发生
冲突 ， 并用拳头打断了被害人情人
的鼻骨 。 两人的冲突和矛盾让人相
信霍尔格·L 有合理的作案动机 。 3.
包 裹 尸 体 所 用 塑 料 袋 上 发 现 了

DNA 样本 ， 与霍尔格·L 的 DNA
高度吻合 ， 误差小于 1/780000。 4.
案发后 ， 霍尔格·L 形迹可疑 ， 曾
向其弟弟借用过手推车 ， 并且厨房
内少了一把平时使用的刀具 。 5.霍
尔格·L 无法提供在案发时间其不
在场的证据。

2006 年 4 月 13 日， 诺伊鲁区法
院根据上述证据以 “蓄意伤害他人人
身健康及谋杀罪” 判处霍尔格·L 终
身监禁 。 2006 年 11 月 29 日 ， 联邦
法院认为该案证据不足， 将其交由诺
伊鲁区的另一刑事法院进行再次审

理。 重审法庭于 2007 年 12 月 11 日
再次认定其犯罪成立并判处其终身监

禁 。 霍尔格·L 再次上诉的请求于
2008 年 6 月 9 日被联邦法院于宣布
驳回。 之后， 霍尔格·L 又向宪法法
院提出申诉， 宪法法院与 2009 年 11
月 19 日裁定撤销原判决， 并将其交
由另一刑事法庭审理 。 最终 ， 在
2010 年 9 月 30 日霍尔格·L 被宣判无
罪。

德国的刑事证明标准

德国 《刑事诉讼法 》 第 261 条规
定： “对证据调查的结果， 由法庭根据
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

信而决定。” 该规定并没有就证据达到
何种程度就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做出具

体的规定， 而是要求法官根据 “自由心
证” 原则， 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当现有证据能够让法官达到 “内心确
信” 的程度时， 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认定
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

在上述案例中， 法官根据内心的法
律理性和良知， 对霍尔格·L 的作案动
机、 现场遗留的 DNA 物证及其作案时
间等证据进行了认定， 虽然没有直接的
证据证明本案就是霍尔格·L 所为， 但
在法官心中却已经 “内心确信 ” 霍尔
格·L 谋杀妻子的事实。 法官对证据的
认定和对案件事实产生的 “内心确信”
的过程并不是毫无章法， 全凭个人主观
臆断的。 法官的判断和裁定也必须遵循

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一是法官内心的诚
实、 良知和法律理性， 这是法官最基本
的素质， 也是认定事实、 裁判案件的基
础，没有这种内心的诚实、良知和法律理
性，法律所希冀的公正就是水中花、镜中
月，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二是司
法惯例和经验法则， 司法惯例和经验法
则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经过对众多类似案例经验的总结、修正、
再总结、再修正的过程，形成了一套较为
成熟的认定证据和事实的一般性规则。
这些规则既为法官的“自由心证”提供了
借鉴和指导， 同时也为其树立了一定的
标准和规范。正如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
科辞典》在“刑事诉讼法 ”条目中指出 ：
“虽说让审判官自由判断，但是刑事诉讼
法只要是采取实体的真实主义， 当然就
并不意味着承认审判官的恣意判断。 证
据的取舍选择、对证据的评价，当然都要
符合逻辑上和经验上的法则， 而且经验
上的法则必须有科学根据。 对于非有专
门知识就不能判断的事项， 应命令专家
进行鉴定。 这样， 自由心证必须是合理

的、科学的心证主义。 ”

自由心证：为错案留下了一丝缝隙

虽然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需要遵
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但究其根本，“自由
心证”仍是一个立足于主观的证明标准。

让我们回到 “自由心证” 的过程来
分析上述错案发生的原因。 从案件一审
到申请再审、 再到霍尔格·L 最终被宣
判无罪， 其实证据就那么一些， 既没有
增加也没有减少。 一审法官在审理案件
时认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让其确信霍

尔格·L 就是该案的真正凶手， 因此判
决其有罪。 而在最后的审判中法官却认
为仅凭现有的证据， 只能证明霍尔格·
L 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无法达到使
其确信霍尔格·L 就是凶手的事实。 根
据同样的证据， 不同的法官却做出了截
然不同的裁判， 其原因何在？ 结合本案
分析， 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自由心证”不可避免存在误差。
“自由心证”实际上是一个主观反映客观

的过程，而这种主观认识必然存在误差，
其既有客观认识不能的因素， 也有主观
认识不充分的因素。客观上，各种证据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很多证据因当
前物证技术的限制无法被获取或充分获

取等，这都会让还原客观事实、重建案件
真相存在障碍。 主观上，由于经验、专业
知识等的限制， 法官对某一证据或全案
证据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全面。

二、 不同个体之间的 “自由心证”
存在差异。 德国学者查哈列称： “确实
性永远成为一种主观上的东西， 因为它
是由认识真实的主体的确信决定的 ”。
“自由心证” 同样也是由法官的内心确
信所决定的。 然而， 不同的法官在司法
经验、 生活经历、 专业背景等方面的差
异， 决定了其在认定同一证据或者事实
时可能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 因此， 从
根本上来说， “同案不同判” 的存在有
其制度上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不同法官之间的差异。

根据法律的要求， 法官通过 “自由
心证” 来认定案件的法律事实， 而非客
观事实。 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丝缝隙， 正是这一丝缝
隙， 给了错案可乘之机。 虽不能完全避
免错案的发生， 但合理的制度设计、 合
适的预防措施， 对于压缩错案的生存空
间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错
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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