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共同犯罪的死刑量刑：特瑞莎·路易斯（Teresa Lewis）案 

I. 简介 

A. 布鲁金斯案：一个死刑，一个终身监禁，最后一个免责？ 

为了避免儿子受审获罪，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母亲铤而走险，雇佣一名男子及

其女友去杀害一个握有决定性证据的证人。事件悄然休止，警察无法破案。一年

后，因为另一无关的案由，该名男子的女友锒铛入狱。服刑期间，她要求律师帮

自己去跟州政府做个“交易”。最后谈妥的条件是，她出庭指证前男友[案发时的

男友]开枪杀死该证人，换取自己的完全豁免，即不因参与杀人而被追诉。根据

她提供的线索，该男子和雇凶杀人的母亲都因该起谋杀被逮捕和检控。为减轻指

控罪名以及换取终身监禁，该母亲认罪伏法并且作为证人指证该男友。（她在审

判凶手的法庭上作证，而后通过动议争取减轻量刑，最终将自己的徒刑减至二十

年。）该母亲和该女友都在审判凶手的庭审中出庭作证，该男子被判有罪，即将

面临终身监禁或是死刑制裁。 

在审判凶手的定罪阶段，通过听取有关证据，陪审团对[检方]与该母亲和该

女友分别达成的作证交易已经有所了解；[那么]于量刑阶段，是否应该允许陪审

团考虑两名犯罪同伙已分获终身监禁和完全豁免以及从宽量刑背后可能的原  

因？1 该案的一审法官允许陪审团在量刑时考虑前述情况，而后却推翻陪审团的

量刑决定，将终身监禁改为死刑。案件诉至佛州最高法院后，一审中陪审团的量

刑建议获得支持，此外州最高法院还确认，在死刑案件的量刑阶段，与被告共同

实施重罪犯罪的同伙通过出庭作证换取宽大处理这种交易也在陪审团可以考虑

的范围之内；由此明确佛罗里达州州法允许将与此相关的证据纳入死刑案件的量

刑考量。但是，对于这一在死刑案件中攸关生死的问题，现阶段美国国内未有普

遍共识。布鲁金斯案的被告最终逃过一死，是因为该案审判地法律允许陪审团对

被告量刑时考虑同案犯所获之刑。 

                                                 

1 布鲁金斯诉（佛罗里达）州（Brookings v. State），495 So.2d 135 (Fla. 1986)，简称布鲁金斯

（Brookings）案（下级法院法官未采纳陪审团作出的终身监禁量刑裁定，判处被告死刑；本案

上诉法院推翻这一死刑判决，要求下级法院将被对被告的量刑改为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并且认可

陪审团在对被告量刑时考虑共犯获得的刑罚）。根据此案的判决意见，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是“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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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看似对于量刑至关紧要，但是关于[量刑时]考虑这一情况是否恰当，

美国各司法辖区其实抱持不同看法，对此差异我们该作何理解？量刑者对被告量

刑时是否可以考虑其犯罪同伙获得的刑罚？本章尝试剖析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

相互冲突的各种正义的价值。本章还论及死刑案件上诉审查中罪刑相当的依据及

局限性--通过考查某一死刑判决是否在案件类型和案件事实上与既判死刑案例

相符，上诉法院得以判断该死刑量刑的合宪性、合法性及“合理性”。 

本章端视美国各司法辖区在前述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以及由此可能引

发的问题—为讨论本书前面章节在讨论恣意性、双阶审判和证明标准时提出的一

些比较抽象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角度。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法将可以适用

死刑的罪犯“类别缩限”至“罪大恶极之人”，这看似相当直截了当：若被侵害

的是个人法益，对被告科以死刑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认定被告实施了致人死亡的

犯罪行为以及具有的犯意达到了最高法院逐步确立的最低槛限，详见第四章。 

然而，由于不少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均由多人共同实施，为死刑制度奠基的

先例判决中[最高法院]权衡考虑的公正考量变得错综复杂：即便犯罪行为本身的

具体情节足以使之被划入可以适用死刑的行列，鉴于检察官习惯依赖同案被告出

具指证犯罪同伙的证词，要精准地确定被告个人的罪责性往往有很大难度。对同

意协助政府或是直接认罪伏法的被告应从宽处理这一点也许不难理解，但是，如

果同案被告的罪责性等于或高于被告，只对被告一人科以死刑就可能出现问题

（实质上明显有失公允，而且表面上也不公平），未获死刑的同案犯提供的部分

或全部证据导致被告被判处死刑时更是如此。可是，虽然不少人直觉如此量刑不

妥，但是实践已经证明，为这种不适感找到公认的司法制度缘由委实困难。 

是否应该把同案被告获得的较轻刑罚于量刑阶段呈给量刑者考虑，或是由上

诉法院进行考查以资检验罪刑相当--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将这一问题留待各司法

辖区自行定夺，但是，其他三个已经在最高法院判决中得到解答的问题（亦是本

书前面章节述及的问题）在此处却成剑拔弩张之势，讨论因此而变得千头万绪：

1）在是否适用死刑问题上，最高法院允许量刑者怀有慈悲之心；2）大多数州已

将量刑的最终决定权赋予陪审团而非法官，因此，跟一般的法官量刑相比，可供

其他量刑者和上诉法院审视的死刑量刑意见语焉不详；以及 3）最高法院要求进

行个别化量刑，及围绕个别化量刑而进行的争论--个别化量刑要求考虑什么、禁

止考虑什么，尤其是同案被告所获之刑及产生该量刑的程序是否与“犯罪情节”

相关这一点。 

美国死刑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难题置身于共同犯罪案件的错杂之中，便生出了

某些应然问题，希望读者藉本章对一些问题的拷问，不仅能够更好地领会本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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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症结，而且，对于自弗尔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 Georgia）2 一案后美国

法院和立法机关进行的“死刑制度”改革所遭受的整体挫败亦能有更加深入的理

解。 

B. 源于共同犯罪起诉阶段的死刑量刑复杂化 

本书关于限制[死刑判决]恣意性的章节已经明确指出，对情况相似的被告科

以不同刑罚，这种量刑差异的幅度可以有多大可谓言人人殊。我们知道，比如说，

如果根据类似罪名—甚至是同一罪名—将两个被告定罪，那么单是存在量刑差异

的表象就已经触犯宪法了。3 陪审员依法可以选择对谁“网开一面”，即使这种

施仁化零为整之后可以极大地左右某一犯罪事件中孰生孰死。而且，除非在上诉

阶段有证据表明具体的案件中存在不良的偏见，否则单单证明不同人群（白人和

黑人，男性和女性等）所获之刑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并不足以推翻某一具体的量

刑。4 似乎个案公正才是重点所在。 

同案被告得到宽宥抑或受到严惩与被告个人应受的制裁无关—这一点与许

多文化共有的正义观不谋而合：即刑事正义中的“罪有应得”。5 然而，共同犯

罪的侦查、起诉以及辩护，采用的程序和策略数不胜数，个中的错综复杂或许使

得我们有必要重新配比“罪有应得”。 至少，部分司法辖区已经付诸行动。比如，

前文布鲁金斯案的被告被判终身监禁而非死刑，究其原因也许是陪审团觉得，其

他同伙都得到宽大处理，留下被告一人偿命并不公道。 

共同犯罪案件为程序和调查发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置换组合提供了应用场

所。比如，在有同案被告或是其它类型的共犯的案件中，处置罪犯的可行方案多

种多样。 

                                                 

2 弗尔曼诉佐治亚州，408 U.S. 238 (1972)。 

3 普利诉哈里斯（Pulley v. Harris），465 U.S. 37 (1984)。 

4 麦克卡莱斯基诉卡姆普（McCleskey v. Kemp），481 U.S. 279 (1987)。但是，关于刑事法中由

种族、或者是其他法律所禁止的、武断的因素而导致的选择性执法（而不是量刑），有些州的州

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如果统计数据表明执法带有偏见，那么就可以推论具体个案中也存在同样的

情况，据此可以进行与偏见问题相关的证据开示，或是据此认定被告已经满足初步的举证责任，

轮到检察官解释并证明该司法辖区对所有种族一视同仁。比如，见，（新泽西）州诉巴拉德（St-
ate v. Ballard），752 A.2d 735 (N.J. Super. Ct. App. Div. 2000)；（马萨诸塞）联邦诉劳拉（Co
-mmonwealth v. Lora），451 Mass. 425, 426 (2008)。 

5 布鲁金斯案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被告是罪有应得的，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抱

怨为什么别人判得比他轻或者比他重”，见布鲁金斯诉（佛罗里达）州，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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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具体案件中：1）如果涉及共犯的责任，对单个被告分别审理，且共

犯不作证，6 2）对所有被告合并审理，且共犯不作证，7 3）对单个被告分别审

理，一个或多个达成辩诉／豁免交易的共犯作证，4）对单个被告分别审理，一

个或多个共犯已达成辩诉交易但不作证，5）案件一审阶段被告对罪状供认不讳

但辩称刑罚（包括死刑和其它刑罚种类）过重，而后仅对量刑决定提起上诉。8 

法官也好，检察官、律师、被告、同案被告也好，对案中各方而言上述各种

组合方式也许意味着不同的激励机制，各方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如我们在

布鲁金斯案中所见，可能导致罪责性相当的被告所获之刑大相径庭――或者至少

是在每个被告的罪责性都已经达到死刑适用标准的时候。 

某一组合及其效果，跟针对具体被告进行量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

量刑者和上诉法院是否可以考虑具体案件走过的程序对各方的动机或图谋产生

了什么影响？是否可以考虑，对一个通过指证他人以自救的被告科以死刑产生了

怎样的“有关公平正义的启示”？再者，是否应该通过成文法或判例法将前述情

况规定为依法必须考虑的，而不仅仅是“可以”考虑的因素？ 

这些都是相当真实、紧迫、具有争议性的考虑，隐含在本章将要探讨的两个

中心问题当中：第一，判断对被告的量刑是否符合罪刑相当，上诉法院是否可以

考虑被告同伙所获之刑？第二，死刑案件的量刑阶段，量刑者是否可以将同案被

告所获之刑作为加重或从轻情节予以考虑？ 

 

 

                                                 

6 可能是通过，比如，提出分别审理的动议将一个不涉及辩诉交易或豁免交易的案件进行分拆。 

7 比如，可能是在一个不涉及辩诉交易或豁免交易的案件中，法律已经规定了最低刑罚或者检察

官没有减轻指控的动力。 

8 这会影响到上诉审查所依据的标准，使得上诉法院更容易接受下级法院所作的事实认定及问题

现状；因为跟庭审不同，[认罪]被告[针对量刑提出]的反对意见不会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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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特瑞莎·路易斯案9 与上诉审查中的罪刑相当标准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593 S.E.2d 220 (Va. 2004) (Supreme Court of Virginia) 

A. 上诉审查中的罪刑相当标准 

罪刑相当审查并不是一种合宪性审查。虽然格雷格（Gregg）10 系列案件的

判例法要求缩减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罪名，强制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尤其是

在量刑程序上――逐渐加强对被告的保护，并且以存在罪刑相当审查为由对数个

州彼时的死刑制度予以认可，但是，格雷格案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的先例判决

并未认定在死刑案件中罪刑相当审查乃宪法要求。对死刑案件而言，联邦最高法

院只要求各州设定的程序带有“［减少可以适用死刑的案件类型所］必须的缩限

功能”11。不过，联邦和一些州仍然要求各自的司法系统对死刑量刑进行某种

“罪刑相当审查”。 

罪刑相当审查真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可以想见，对于有经验的司法专业人

士来说，任何一组案件既可以是极其“相似”也可以是毫无“相似”之处的。12 

尽管如此，有人也许会觉得最简单的罪刑相当审查莫过于将共同实施犯罪之人所

获之刑拿来权衡比较。毕竟这类犯罪基于的案件事实一般来说只有一个。然而，

正如一个近期的弗吉尼亚州案例所示，联邦宪法并不要求对［某一案件中］所有

                                                 

9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Lewis v. Commonwealth），593 S.E.2d 220 (Va. 2004)，简称特

瑞莎·路易斯（Teresa Lewis）案，或路易斯（Lewis）案。 

10 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428 U.S. 153 (1976)。格雷格系列案件，详见第一章。 

11 普利诉哈里斯，465 U.S. 37, 50 (1984)：“因此，重点在于法定加重情节具有宪法所要求的缩

限功能。罪刑相当审查则是预防死刑被恣意适用的又一重保障，但是我们当然不认为此类审查是

一项宪法要求”。 

12 联合立法审计和审查委员会，“弗吉尼亚州死刑制度审查报告”，第 70 页(2002)。 http://jlarc.s
-tate.va.us/reports/rpt274.pdf。事实上，比较项的选取也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比如，前述报告指

责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采用的罪刑相当审查标准未要求将某一具体的死刑量刑和类似案件中的

终身监禁进行比较。在该具体案件中，多数意见考查比较的是犯罪行为的本质，而少数意见着眼

于案中罪犯的年龄。前者采用的标准具有的潜在问题“在一个 16 岁的被告因为抢劫谋杀而被判

处死刑的案件中最为明显。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判定该死刑判决不属于过度量刑，有一个大法官

提出反对意见。该法官选取了被告年龄是 16 岁的、被检方以死刑谋杀罪起诉的案件，并跟该案

的被告及其犯罪进行对比，然后得出了不同于多数意见的结论。该法官认为，这些案件中的 16
岁被告都实施了恶性程度远高于本案的犯罪行为，并受到死刑谋杀罪的指控，但是他们全部都被

判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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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适用死刑的被告――即使实施了同一个犯罪行为――施加相同的制裁，这偶

尔会得出引人争议的判决结果，下文的案例对此有所论述。 

下面我们将研究一个弗吉尼亚州案例，该案的死刑判决经过了自动上诉审查

以及对比同类案件的罪刑相当审查，但是，一审及上诉阶段都未将同案被告所获

之刑纳入量刑考查的范围之内。请带着以下问题研读此案：弗吉尼亚州法院的分

析是否透彻，以及，假设被告在一个允许考虑同案被告所获之刑的司法辖区接受

审判，量刑是否会不同？ 

B. 特瑞莎·路易斯案—背景 

法院认定特瑞莎是一起谋杀案的主谋，为了获得大额保险金而雇佣两个杀手

（其中一个是她的情人）杀害自己的丈夫和继子，并且计划在得手之后和杀手分

赃。然而，虽然这起凶案的全体参与者都认罪伏法，并且都未经陪审团量刑而是

由同一个法官决定处刑，但是两个凶手均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特瑞莎却被

判处死刑。 

对该案的关注于特瑞莎的量刑宣布之际涨至峰值。如果确实如法院认定的事

实所称，特瑞莎女士就是这起犯罪背后的主谋，那么至少对业内人士而言以上处

刑并不算出人意料（虽然有很多媒体报道认为真正动手杀人的被告罪责更大）。

但是，判决宣布以后所作供述不免使人心生疑惑，这三名被告中究竟谁最先策划

了这起阴谋并积极付诸实施？媒体叙述中的特瑞莎渐渐变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弱

者：她被描绘成一个头脑不清楚、渴望情感、智商比[译者注：美国电影《阿甘

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还要低的女人，跟量刑认定的事实部分所揭示的案件主

谋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披露的相关内幕及因此而形成的公共舆论合力，弗吉尼亚州的刑事司法

制度被置于析毫剖厘的审视之下，著名演员和作家（包括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呼吁为她减刑，对其判处其他两位共谋同伙获得的刑罚，即终身监禁

且不得保释。由于触及现代死刑制度许多难题的核心，路易斯案为本章提供了一

个法律分析的良好素材；其实，本书前面章节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一路左右着特瑞

莎故事的走向。最重要的是，该案也许是一个绝好契机，可供我们猜测是否在某

种案件事实之中（法庭认定的或是特瑞莎的同情者所相信的），在某个司法辖区

（允许将共谋同伙所获之刑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辖区，或是像弗吉尼亚

州一样对基于共谋同伙的量刑而提出的罚不当罪主张不予支持的辖区），特瑞莎

获得的刑罚会有所不同。 

1. 路易斯案庭审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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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问题之外，路易斯案还引发了以下问题： 

自格雷格案恢复死刑以来，美国共有 1226 人被执行死刑，其中特瑞莎是第

12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虽然美国国内所有因杀人而被捕的人中女性约占10%，

但是她们仅占全国被判处死刑总人数的 2%，全国被执行死刑总人数的 1.1%。13 
而且，特瑞莎是本世纪首位在弗吉尼亚州被执行死刑的女性。14 

而且，特瑞莎的智力也有严重缺陷，经测试其智商介于 70--79 之间。15 虽
然被认为具备理解自身行为以及作出认罪供述的精神能力，路易斯的智力水平仅

仅略微高于联邦最高法院在阿特金斯（Atkins）一案中确定的心智正常标准的临

界点（70），见第五章精神障碍与死刑，对智力水平低于临界点的被告依法免除

适用死刑。正如第五章所述，虽然最高法院宣布智力障碍的标准是智商低于

70“左右”，但是各州得以自行决定智力水平检验标准。自阿特金斯案以后已经

有好几个智商介于 60 和 70 之间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因为法院认为根据管辖地法

律的标准这些被告没有智力障碍。 

特瑞莎·路易斯案没有走陪审团审理这一程序。辩护律师建议特瑞莎认罪，

因为案中某些可憎的、放肆的情节会导致当地陪审团作出对她不利的判决，所以

几乎可以说死刑将会是陪审团量刑的唯一结论。 

律师弗若（Furrow）告诉路易斯，由于[凶手]“使用的是小口径枪支”，

朱力安（Julian）和 C. J.的尸体照片“极度血腥”，“几乎是我所见过

的最可怕的”照片。弗若还告知路易斯，他们几乎可以肯定检察官在

出示这些照片时会耍“给散弹枪上膛”的把戏，这种小动作很奏效，

在另一个案件中律师就亲身领教过。律师还讲到雇凶杀人，谋财害命

以及预计路易斯的未成年女儿将出具证言，说“她在车上和一名成年

非裔男性发生关系”而路易斯就“坐在[她]旁边”，律师相信，“不

                                                 

13 尼娜·瑞芙坎，斯蒂文· F. ·沙兹，“死刑制度案例与资料”第 306 页（第二版 2005 年），

援引维克托·斯珠瑞博，“对女性罪犯判处死刑，1973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9 月 30 日”（2007），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FemDeathJune2007.pdf。 Nina Rivkind & Steven F. Shatz,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Death Penalty 306 (2nd ed. 2005), citing Victor Streib, Death Penalty  
for Female Offenders, January 1, 1973 through September 30, 2004 (2007), available at http://
www.deathpenaltyinfo.org/FemDeathJune2007.pdf。 

14 莫丽莎·贝尔，“特瑞莎·路易斯的死刑执行及公众对女性死囚的看法”，载《华盛顿邮报》，

博客专栏 2010 年 9 月 23 日。 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blog-post/2010/09/teresa_lewis_exe
-cution_and_the.html。 

15 路易斯诉怀勒（Lewis v. Wheeler），609 F.3d 291, 297 (4th Cir. 2010)（支持联邦地区法院驳

回人身保护令申请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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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陪审员是白人还是黑人，男人还是女人，[这一证言]都会是极其震

撼的。” 律师弗若（Furrow）告诉路易斯，由于[凶手]“使用的是小

口径枪支”，朱力安（Julian）和 C. J.的尸体照片“极度血腥”，“几乎是

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照片。弗若还告知路易斯，他们几乎可以肯定

检察官在出示这些照片时会耍“给散弹枪上膛”的把戏，这种小动作

很奏效，在另一个案件中律师就亲身领教过。律师还讲到雇凶杀人，

谋财害命以及预计路易斯的未成年女儿将出具证言，说“她在车上和

一名成年非裔男性发生关系”而路易斯就“坐在[她]旁边”，律师相信，

“不管陪审员是白人还是黑人，男人还是女人，[这一证言]都会是极

其震撼的。”16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律，一旦特瑞莎认罪，就表明她放弃要求陪审团参与量刑

阶段任何环节。17 特瑞莎的律师得知，审理特瑞沙·路易斯案的法官刚刚宣布

了对特瑞莎其中一个共谋同伙弗勒（Fuller）的量刑--终身监禁，作为弗勒答应认

罪并且指证特瑞莎和沙伦伯格（Shallenberger）交换条件，律师预计特瑞莎也会

被判终身监禁。更何况，这个法官此前从未作出任何死刑判决。（事实上，之后

同一个法官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判处另一个共谋同伙沙伦伯格终身监禁。）18 

最后，所有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雇凶杀人”案中，雇用杀手的被告被判处

死刑的案件只有两起。19 在弗吉尼亚州，最后一起被执行人为女性的死刑执行

发生在 1912 年，而特瑞莎本人并没有实施暴力犯罪的记录。20 

总之，根据第四巡回法院在路易斯诉怀勒一案中的上诉判决意见，路易斯的

各位辩护律师21 的共同感觉似乎是，如果能够通过放弃陪审团审判剔除该案的

戏剧色彩，不给检察官反复提起那些血腥图片和禁忌性事的机会，也许特瑞莎更

                                                 

16 前注第 312 页。 

17 前注第 308 页；《弗吉尼亚州注释法典》第 19.2-257 节。 

18 路易斯诉怀勒，第 311 页：“基于他们对当地一般陪审员的了解，关于本案法官的已知信息，

辩护律师认为死刑判决将是陪审团审判的必然结果，路易斯从一审法官处获判终身监禁的机会要

大一些。特别是律师了解到该法官从未判处任何案件的任何被告死刑，而且由弗勒和检方合作达

成的交易可知，弗勒作为这一双重谋杀案的杀手之一将会被该法官判处终身监禁。” 

19 路易斯诉怀勒，第 312 页。 

20 见约翰·格林森姆，“特瑞莎·路易斯没有开枪。为何要偿命？”载《华盛顿邮报》，2010 年

9 月 12 日，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9/10/AR2010091002673.ht
-ml。 

21 路易斯诉怀勒，第 297 页（路易斯的案子被移送起诉之后，一审法院很快就为路易斯指定了

两名辩护律师，二人都曾为被控死刑谋杀罪的被告提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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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获得较轻的判决。路易斯的律师团的意思可能是，法官比普通人更冷静和

理性，命悬于此对特瑞莎而言应该是上策。然而结果却是徒劳。“法院认为，对

被告作出死刑量刑是由于[犯罪达到]法定的恶劣程度，因为她的行为揭示了她具

有的主观恶性”，对于特瑞莎提出的自己的罪责性低于亲自动手杀死被害人的同

案被告这一主张，法院不予采纳。22 

之后，该案循着死刑案件强制审查程序来到弗吉尼亚州的最高法院。 

C. 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 

2. 案件事实 

根据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上诉审查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事情经过概述如

下： 

特瑞莎为了钱跟该案被害人结婚。之后，觊觎丈夫的资产和继子的人寿保险

赔偿金，特瑞莎计划谋财害命。她结识了两个男人，不仅与他们都发生过关系，

而且把自己 16 岁的女儿也卷入这种不正当关系之中，最后还策划了一起借这两

个男人之手谋害亲夫的杀人事件。这三人同伙之前有过一次杀害特瑞莎丈夫的尝

试，失败之后，特瑞莎又启动了另一个谋杀计划。她不惜将自己 16 岁的女儿也

牵扯到杀人预谋之中，而且出资购买杀害丈夫和继子用的枪支弹药。受雇于特瑞

莎的这对杀手在特瑞莎丈夫家中将睡梦中的两个被害人杀死；而特瑞莎至少等了

45 分钟才报案，她的丈夫一直没有咽气，警察到达现场以后才因出血过多死   

亡。23 

2. 法庭判决 

大篇幅复述了案件事实之后，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下级法院判断特瑞

莎就是这起谋杀案“主谋”的认定无误。特瑞莎的辩护律师试图说明，特瑞莎不

过是两位杀手的“雇主”（控制力不如“主谋”），但是州最高法院没有采纳这个

术语，转而考查其他辩护意见，并且审查下级法院的量刑决定是否符合罪刑相当。

特瑞莎的所有上诉请求无一例外地被州最高法院驳回，其中包括处决妇女是过度

和罚不当罪的刑罚这一抗辩—特瑞莎的抗辩理由是，弗吉尼亚州很少对女性执行

死刑，而且“曾经被处决的女性中没有一个是（i）无暴力犯罪的记录；（ii）愿

                                                 

22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第 222 页。 

23 内容来自 Lexis 法律数据库的案件综述，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593 S.E.2d 220 (V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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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所作所为承担责任；（iii）仅仅是雇佣了实施犯罪的凶手，以及（iv）同案

被告亲手实施杀人行为但只被判终身监禁”。州最高法院直接否定了这一基于被

告性别的抗辩，认为“必须不分性别地平等适用每一条[弗吉尼亚州的]刑法条款”，

而这一抗辩的论述有性别“歧视”之虞。24 

与本章的论述最为相关的是，特瑞莎提出，跟共谋同伙所获之刑相比[下级

法院]对自己量刑过重，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对这一抗辩不予采纳，认为与佛罗

里达州的规定不同，弗吉尼亚州的判例法只要求考查比较“一般情况下，在具有

类似犯罪[情节]和被告[情况]的案件中，本州其它量刑机构的量刑决定”。25 

州最高法院首先列出该院在罪刑相当审查中所使用的标准。 

[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成文法]，本院需要考查判定的是“考虑到犯罪[情

节]和被告[的情况]，死刑判决是不是过度的，或是跟类似案件相比属

于量刑过当”。我们采用的罪刑相当标准是“于本司法辖区内，针对类

似或相当的犯罪行为，一般情况下终极刑罚是否为陪审团所认可”。 

罪刑相当审查所参考的案例包括，本院审查过的所有死刑案件，以及被

告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例[引文追加强调]。26 本院进行罪刑相当审查不

是为了研究事实审理者为何选择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应该说，“合理解

答对于哪些案件而言死刑才是正义的制裁这一问题，才是考查比较的目

的所在。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获得等量刑罚，但是，通过上

诉审查，我们可以发现并推翻任何‘过度的、或是跟类似案件的量刑相

比属于量刑过当的’死刑判决。”简而言之，本院得以借助罪刑相当审

查鉴别并且推翻量刑失当的死刑判决。[引文追加强调] 而且，需要强

                                                 

24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第 225-26 页。本章第 II 部分 B 小节将会提到虽然所有杀人案件

被告中约有 10%是女性，但是所有被判死刑的被告中女性所占比例要比 10%小很多；请带着这

一信息，思考“弗吉尼亚州很少对女性执行死刑”这一点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路易斯的抗辩。从

某个角度来说，似乎检方可以指出这种极不常见本身就是种歧视，是对女性被告加害的被害人的

歧视。 

25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第 226 页。 

26 关于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在进行罪刑相当审查时是不是自始至终将死刑和终身监禁都纳入考

查比较的范围还没有定论。虽然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自称是这样，但是弗吉尼亚州的联合立法审

计和审查委员会发现，自弗尔曼案以来，所有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审查的案件中，只有 55%的

案件才对包含死刑判决和终身监禁判决的既判案件都进行考查，虽然这一百分比在最近的二十年

间逐步增长。联合立法审计和审查委员会，“弗吉尼亚州死刑制度审查报告”，第 69 页(2002)。 

http://jlarc.state.va.us/reports/rpt274.pdf。弗吉尼亚州的总检察长对委员会的这一认定提出异议，

见该审查报告的结尾部分。 http://jlarc.state.va.us/reports/rpt2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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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是，判断量刑失当与否，本院必须考查具有类似犯罪[情节]和被告

[情况]的案件如何量刑。27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也许我们应该先探讨对死刑案件进行罪刑相当审查都

有哪些难点，再研究州最高法院对路易斯的主张进行的实质性审查。许多难点的

起因还是上诉法官考查比较的量刑决定大多是由陪审团而非[下级法院]法官作

出的。虽然经常会要求陪审团列明量刑所依据的加重和从轻情节，但是一般而言

陪审团不会给出量刑理由，而且，如本书其它章节所述，对于已经被认定为可以

依法对其科以死刑的，而且看上去也是其罪当诛的被告，陪审团可以对其“网开

一面”。用一般人的话讲，这让我们的案例变得“棘手”。出于这种考虑，州最高

法院小小翼翼地为判决意见加上限制条件，说其并非“试图确定为何事实审理者

选择终身监禁而非死刑…”,而是借助考查“犯罪[情节]和被告[情况]”来“合

理解答”什么案件值得动用死刑。 

这听上去挺有道理，而且作为进行这类分析时所采用的标准来说应该也算合

理（在许多州，拿针对类似的犯罪而对被告分别判处死刑和终身监禁的案件来做

考查比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定要求，相较之下弗吉尼亚州的规定可能确实更

佳）。然而，很难想象法官如何不必考查“为何”某一被告会被判处死刑，却通

过考查犯罪[情节]和被告[情况]合理地解答了哪个案件值得动用死刑（这一问题

对应双阶审判那一章节所说的死刑适用和量刑选择）。与此同时，跟陪审团相比，

法官受到更多的限制，量刑时无法将宪法禁止量刑者考虑的某些因素摆上台面。

比如，统计数据显示陪审团倾向同情女性被告，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不管是一

审还是上诉审查，法官都不得在裁判案件时考虑被告的性别因素。 

最后，还不能肯定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提示足以帮助他们确定在进行罪刑相当

审查时考查比较的着眼点：比如，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考查比较的应该是案中被

告实施类似于特瑞莎·路易斯所犯之罪的案件，还是案中被告的情况与路易斯女

士相似（女性、智力相对低下、无暴力犯罪的纪录等）的案件，还是说应该选择

整体上“看似同类”的案件？正如前文脚注所说，弗吉尼亚最高法院曾因一起案

件的罪刑相当审查而遭到批评，该案的多数意见认为案中被告所犯之罪在弗吉尼

亚州历来都被视为死罪，没有考虑将被告犯案时的年龄（16 岁）作为比较因素

之一，但这一年龄因素却进了该案反对意见的“法眼”。 

鉴于罪刑是否相当往往取决于审查者选择哪个（些）因素进行比较，加上关

于应该选取什么因素未有明确标准，政府律师及被告就必须擅长向法官“兜售”

                                                 

27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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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是既不有违公正又对己方最为有利的观点和论据。不难想见，这就是为

什么一个能对症下药又能言善辩的律师会是上诉翻案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D. 法院的说理论述及弗吉尼亚州判例法关于对同案被告一致量刑的规定 

现在让我们带着以上的信息，来研读路易斯案判决意见的分析论述。对于

路易斯基于同案被告获判终身监禁提出的抗辩，最高法院一带而过—篇幅不过

五个段落。这是因为州最高法院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州法判例法乃“既定法”。

我们将在研读路易斯案判决理由时一并研究这一州法判例法。 

被告提出，与类似案件相比，本案量刑过当、罚不当罪。被告认为，她

“未亲自实施致人死亡的行为”；仅仅因为与杀死被害人的凶手存在雇

佣关系而被判处死刑。被告继而指出，本院从未单单因为行为的卑劣性

而核准针对“单纯的雇凶杀人”作出的死刑判决。 

[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成文法]，本院必须考查判定的是“考虑到犯罪[情

节]和被告[的情况]，死刑判决是不是过度的，或是跟类似案件相比属

于量刑过当”。我们采用的罪刑相当标准是“于本司法辖区内，针对类

似或相当的犯罪行为，一般情况下终极刑罚是否为陪审团所认可”。 

罪刑相当审查所参考的案例包括，本院审查过的所有死刑案件，以及被

告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例。本院进行罪刑相当审查不是为了研究事实审理

者为何选择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应该说，“合理解答对于哪些案件而言

死刑才是正义的制裁这一问题，才是考查比较的目的所在。我们无法保

证所有的死刑案件都收获等量刑罚，但是，通过上诉审查，我们可以发

现并推翻任何‘过度的、或是跟类似案件的量刑相比属于量刑过当的’

死刑判决。”简而言之，本院得以借助罪刑相当审查鉴别并且推翻量刑

失当的死刑判决。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判断量刑失当与否，本院必须

考查具有类似犯罪[情节]和被告[情况]的案件如何量刑。 

我们回顾了本院审查过的每一个对雇凶杀人适用死刑的案件。[州最高

法院继而列出了该院自 1979 年以来审查过的 6 个死刑案件。] 虽然这

些死刑谋杀案的事实部分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相信，鉴于这一雇凶杀人

案情节极度恶劣，特别是本案被告仅仅出于贪念，单单为了金钱利益而

主导实施谋害自己的丈夫和继子，本案的死刑判决不存在量刑过度的问

题，对比一般情况下本州其它量刑机构在具有类似犯罪[情节]和被告

[情况]的案件中作出的量刑决定，属于量刑一致。 

被告辩称，由于没有对共犯沙伦伯格和弗勒判处死刑，判处其死刑是过

度或不一致的量刑。但是，正如本院反复强调，“对于被告提出考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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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同犯所获之刑、以判断对其量刑是否过度或不一致的主张，本院向来

不予支持。”因此，本案被告要求进行类似的考查比较，对于这一主张

本院亦不予支持。28 

您肯定已经发现，对于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的共谋同犯的命运，进行罪

刑相当审查的法院即便有所考虑，也仅是蜻蜓点水式的。虽然弗吉尼亚州最高

法院不假思索就否定了路易斯提出的量刑不一致抗辩，但是以下这些发生在格

雷格案之后、路易斯案之前的弗吉尼亚州案件都考查过一个问题--如果“共谋

同犯”获刑出入畸大但所犯之罪并无相应的差别，是否应该考查比较这些被告

之间的量刑。细读这些个案能够揭示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立场的嬗变，而后文

引用的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的分析论述与此并无不同。 

1979 年的考珀拉诉（弗吉尼亚）联邦（Coppola v. Commonwealth）29 一案

为弗吉尼亚州法下的死刑案件量刑一致问题设定了基调，当时弗吉尼亚州最高

法院首次于格雷格案之后考查对共谋同犯不同处刑的问题。首先，州最高法院

试图突出被重判的被告与其他被告犯罪行为上的不同之处：“证据表明，考珀

拉（Coppola）并不仅仅是参与谋杀哈驰赫（Hatchell）女士的一名共犯，而是这

一抢劫杀人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所作所为最终导致哈驰赫女士身亡，

通过米尔斯（Mills）的证言可知，考珀拉的行为比密缇尔（Miltier）的更为暴戾

更为恶劣，因此当区别以待”。然而，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论述并未就此打

住，且个中逻辑似乎已经超出哪个被告“罪责性更大”这一简单分析的范畴。 

此外，本院认为，即便同案被告之间犯罪事实大体一致，罪责方面程

度相当，也不意味着一旦其中一人被判终身监禁，其余被告就此享有

获得宽宥免除一死的权利。佐治亚州死刑法律为死刑案件设置了双阶

审判程序--本州的死刑制度与此类似，而该佐治亚州州法在格雷格诉

佐治亚州一案中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一定

的自由裁量空间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有陪审团参与的程序所

固有的；“即使证据表明可以依法对被告适用死刑，陪审团也可以于

定罪阶段选择一项较轻的罪名，而不必认定被告犯下死罪。” 30 

                                                 

28 路易斯诉（弗吉尼亚）联邦，第 226-27 页。 

29 考珀拉诉（弗吉尼亚）联邦，257 S.E.2d 797 (Va. 1979)。 

30 前注第 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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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考珀拉案的判决意见中]紧跟上文所引段落的，是对格雷格案

之于罪刑相当审查有何意味的充分探究，更重要的是，承认了司法系统尊重陪审

团裁判的不可预测性，并且隐晦地指出这种变幻不测往往就是法内施恩。 

陪审团在证据证明可以判处被告死刑时倾向于不作出死刑判决，并不

会改变整个司法辖区的相关法律标准。“鉴于上诉审查中的罪刑相当

标准是为了防止量刑反复无常，因此如果一个死刑制度不存在恣意和

反复无常的风险，那么即使陪审团在个别案件中从宽量刑，也不会导

致其他被告获得的死刑判决违反宪法规定。” 

最高法院认可的标准是…同案同判也就是不得核准一个死刑判决，除

非在相似的案件中…死刑都得到适用。 

我们认为，根据格雷格案判决，如果被告获得的死刑判决是符合本州

的一般标准的，那么即使同案被告获判终身监禁或是更轻的刑罚，该

被告的死刑量刑也是适当的。陪审团有权判处被告死刑、终身监禁，

或是根据更轻的罪名和刑罚对被告定罪处刑，甚至是作出无罪判决。

相应地，比较同案被告之间的量刑也许就是徒劳。罪刑相当要求的只

是被告的死刑量刑与其自身的犯罪行为相适应，而衡量适应与否的根

据则是本州州内一般情况下其他陪审团对类似行为作出的量刑决定。

如果对于类似于考珀拉所犯之罪的犯罪行为，本司法辖区内陪审团普

遍都选择适用死刑，那么判处考珀拉死刑就不是过度或失当的量刑，

即使[他的同案被告]被判终身监禁。31 

同样，在斯旦普诉（弗吉尼亚）联邦（Stamper v. Commonwealth）32 一案中，

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进一步阐述了考珀拉案的判决意见。 

[其他]判决可能折中求全[译者注：即陪审员为了达成一致意见而相互

妥协]而决定依据较轻的罪名来定罪量刑，所以即使有证据显示案中各

被告境遇相似，也无法通过比较同案被告所获刑罚来公正判断某一个死

刑量刑是否过度或失当。检验标准不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陪审团是否不

会向法庭建议适用死刑，而是考查本司法辖区内的普遍情况，看一般情

况下陪审团是否对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被告判处死刑。本院毫不迟疑地

作出以下认定--[另外三个案件]对强奸杀害一人的被告判处死刑的量

刑得到核准；所以，对于相当或类似的犯罪，本司法辖区内的陪审团一

                                                 

31 前注第 807-08 页。 

32 斯旦普诉（弗吉尼亚）联邦，257 S.E.2d 808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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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都会选择适用极刑。持枪抢劫过程中谋杀数人的行为，其恶劣、

惊骇程度跟前述强奸杀人相当；因此，本院判定，鉴于本案的犯罪[情

节]和斯旦普的背景及个人纪录，跟类似案件的量刑情况相比，根据各

项罪名对其判处死刑不是过度或失当的量刑。33 

正是由于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以上案件中的判决都是既定法，所以才

没有细细剖析路易斯基于自己和同案被告所获之刑的差异而提出的抗辩。 

E. 弗吉尼亚州法院的论述有道理吗？待考的问题 

您认为弗吉尼亚州的判例法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有说服力吗？坚持只通过

考查比较犯罪[情节]和被告[情况]类似的死刑案件来进行罪刑相当审查是否是

个明智的司法选择？要知道，从1977年到2001年，除了基于庭审错误以外，弗

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没有通过罪刑相当审查认定任何一个死刑量刑过度或失当。34 

这一惊人的事实也许使人不由地对死刑复核的效果，甚至对这一制度存在的意

义，产生质疑。究竟是由于复核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其本身就漏洞百出，还是说

弗吉尼亚州的死刑制度已经九转功成，在其之下唯有“罪大恶极之人”才被科

以极刑？还需注意的是，死刑复核属于实质性审查，即一般不审查而是直接认

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也不同于针对程序性失误以及“情感或偏见”

所致之失误的审查（这些属于美国上诉法院的审查范围）。 

最后，对于本章的论述最为关键的是，虽然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调制的判

例法符合联邦最高法院对死刑制度作出的限定，但是从应然角度来说，弗吉尼

亚州的死刑判例法是上上之选吗？据称有一讽语出自爱因斯坦之口：“科学理

论应该尽可能简单，但是不能比这更简单。”假设这一逻辑同样普遍适用于法

律领域，特别是死刑制度，爱因斯坦的话为回答前述问题提供了什么提示？共

同犯罪案件的量刑者不考虑被告同伙的刑罚，而是凭借“罪有攸归，与他人获

刑无关”的正义直觉进行量刑，是不是就是“尽可能简单”；还是说由于忽视

了实施共同犯罪的被告之间相对罪责性大小这一潜在问题，而属于“更简单”，

因此过于简单？此外，是否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不仅是司法制度是否“公正”，

还有是否看上去如此。 

                                                 

33 前注第 824 页。 

34 “弗吉尼亚州死刑制度审查报告”，第 IV 章，第 55 页。这一报告将弗吉尼亚的制度驳得体无

完肤，指出弗吉尼亚州过于缩限罪刑相当的定义和进行审查的程序法依据。也许最为关键的是，

该审查报告指出，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有考查比较死刑案件时用作参考的“案例库”，但是其中

不包括陪审团选择适用终身监禁而被告未就此提出上诉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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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最后一个考虑[译者注：即司法制度看上去是否公正]在本章下一章节中

特别突出，我们将为您呈现一个知名小说家撰写的评论员文章，作者不仅质疑

路易斯案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件经过，还对路易斯被判死刑而两个同案犯获判

终身监禁表示反对。当一篇评论员文章出自小说家而非法学家之手，便能很好

说明为何该案会被广大民众认为有违公允了。 

III. 公众对路易斯案“新的事实情况”的反应 

路易斯案如此出名的原因之一是，路易斯认罪时下级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

实（认罪意味着路易斯认可起诉书中关于案件基本事实的叙述，放弃要求陪审团

参与庭审或是由法官进行事实认定），也是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核准量刑所]

依据的案件事实，后来成为公众琢磨的对象，而身为美国最知名作家之一的约

翰·格里森姆也一反常态，不写小说，而是写了篇评论员文章，对媒体公开的

各种版本的路易斯的故事来了个大总结。从本章论述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假

定格里森姆对事件经过的总结比法院认定的更接近真实，或是法院在判决时必

须考虑未经法律程序确认的各种情况。但是，格里森姆根据新闻报道、[相关人

员的]信件以及书面陈述所撰写的，于路易提出最后上诉前夕发表的这一评论员

文章，为我们审视路易斯案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亦不失为检验弗吉尼

亚州最高法院采用的罪刑相当审查标准的良好切入点。通过总结案件事实、以

及基于那些似乎没有呈给法院考虑或是法院没有明确考量的事实而作的推论，

格里森姆特别强调路易斯的犯罪同伙所面临的囚徒困境。阅读下文的过程中，

可以思考以下问题：这一事件总结由格里森姆摘选未经法院考查认定的信息汇

编而成，如果这就是案件事实，路易斯是否还是其罪当诛？另外，如果路易斯

在一个允许陪审员将同案被告所获之刑作为一个从轻情节予以考虑的州，比如

佛罗里达州接受审判，该案的判决结果又会如何（见下文第 IV 部分 C.）？ 

A. 路易斯的故事，约翰·格里森姆版35 

弗吉尼亚联邦已经跟死刑打成一片了。过去的三十年间，在处决犯人

数量上唯德克萨斯州高我一筹。然而，老自治州[译者注：弗吉尼亚

州的别称]将于 9 月 23 日更入佳境，届时将举行本州近百年来前无古

人的处决女性囚犯。 

                                                 

35 约翰·格林森姆，“特瑞莎·路易斯没有开枪。为何要偿命？”载《华盛顿邮报》，2010 年 9
月 12 日，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9/10/AR2010091002673.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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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特瑞莎·路易斯，弗卢万纳县矫正中心死囚区内唯一的女性，

她已经输掉了所有的上诉。若其被执行死刑，本州死刑制度之不公正

纪录将会又添灼眼一笔。 

路易斯并非无辜之人。她向警察坦白，对法官认罪，八年来为曾经参

与谋杀两名被害人而悔过自责。 

跟大多数暴力犯罪一样，非盈篇累牍莫能重现案件事实；不过，根据

新闻报道、相关人员的往来书信和证言对事情经过概而述之也许不无

小补。2002 年，路易斯 33 岁，跟第二任丈夫住在丹维尔郊区的一个拖

车住房里。她跟一个名叫马修·沙伦伯格（Matthew Shallenberger）的

男子有了婚外情；这个沙伦伯格虽然只是个普通恶棍，却有狼贪虎视

之心。他正在为建立一套管制毒品的分销渠道筹集起步资金，但其实

一心想要成为一名黑手党风范的全能杀手。他觉得如果可以“做上几

单”，就能打开局面，名动纽约，然后加入杀手的行列。 

沙伦伯格有个伙伴叫罗尼·弗勒（Rodney Fuller），他是不是跟沙伦伯

格一样雄心勃勃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的是沙伦伯格、弗勒和路易

斯组成了三人同伙，杀害路易斯丈夫以谋其钱财。后来，他们还盯上

了路易斯 25 岁的继子--一个在美国国民警卫队供职、购买了人寿保险

的年轻人，将其定为谋害目标之一。 

2002 年 10 月 30 日晚，路易斯在就寝之前为沙伦伯格和弗勒留门，然

后就躺在丈夫身边等待。二人按照计划进入室内。沙伦伯格用猎枪解

决了路易斯的丈夫，活动房那厢弗勒枪杀了路易斯的继子。无庸赘言，

现场相当血腥。 

开始时路易斯声称有人入室行凶，但是当局怀疑另有隐情。询问过程

中路易斯招架不住，交待了事情经过并且指认出沙伦伯格和弗勒。三

人都被逮捕，并被检察官以死刑谋杀罪起诉。 

弗勒的律师审时度势，瞬间便厘清了情况。他们意识到辩护亦是徒劳，

于是建议弗勒[与检方]进行辩诉交易—认罪，并且承诺指证两位共谋

同犯，以换取无假释的终身监禁。 

路易斯的律师也想避开陪审团审判。对于路易斯来说，定罪证据可谓

铁证如山，她的律师非常担心任何了解事件经过、目睹现场照片的陪

审员都会认为路易斯罪该万死。律师给路易斯的建议是认罪，将免死

的希望寄予量刑法官。 律师认为如此路易斯就能够获得徒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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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法官手下弗勒已经被判终身监禁。再者，路易斯此前从未犯案，

也从不是暴力之人。路易斯与当局合作，而且自 1912 年来弗吉尼亚州

就没有女性被判处死刑。 

然而，路易斯却被科以死刑。 

沙林伯格是最后的悬念。他当庭表态，改为认罪，一审法官（也是审

理弗勒和路易斯案件的法官）判其终身监禁。法官的理由是，检察官

已经跟弗勒达成辩诉交易并承诺其终身监禁，所以对另一个凶手判处

死刑有失公平。 

法官判处路易斯死刑的根据是她是罪魁，罪责之重甚于趁被害人熟睡

之际手刃之的两名杀手。法官认为谋财害命计出路易斯；她就是祸首；

她为此勾当雇来沙伦伯格和弗勒；她贪图钱财；等等。 

虽然一审的量刑听证中没有对这些认定提出质疑，但是这成为路易斯

案的上诉焦点。路易斯的律师出示证据证明： 

(1) 路易斯的智商仅 70 出头—接近智力障碍—因此缺乏必要的基本技

能来组织和主导买凶杀人的共谋； 

(2) 路易斯罹患依赖型人格障碍症，因此容易被所依赖之人操控，尤其

是男性； 

(3) 路易斯受各种身体疾病所苦，服用止疼药上瘾，因此判断力受损；

以及 

(4) 路易斯过去从未在任何场合有过暴力行为。 

路易斯的律师还主张，2006 年在狱中自杀的沙伦伯格才是主谋，指出

此人智商达到 113，精明狡猾且工于心计。 

一位私人侦探在 2004 年探访了狱中的沙伦伯格，路易斯律师的辩护意

见引用了这位侦探宣誓后所作书面陈述中的内容—他说沙伦伯格口中

的路易斯是个脑子不太好使的女人，可以轻易地被忽悠进谋财害命的买

卖里头。据这位侦探说，沙伦伯格说：“见面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她

很好对付。从一开始我就计划好了怎么用这个女人弄点钱。” 

路易斯的律师还提及沙库伯格被判刑之后不久写给女友的一封信，信中

说道：“我寻思，如果干一票就能入帐三十五万，又何必跑到纽约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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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美金一单的生意。”关于路易斯，沙伦伯格在同一封信中说：“她就

是我一直在找的。” 

另外，路易斯的律师还引用了沙伦伯格的杀手同伙，弗勒于 2004 年出

具的书面陈述。弗勒说：“那两人之间肯定是沙伦伯格说了算，而不是

路易斯。” 

根据弗吉尼亚州州法，路易斯、弗勒和沙伦伯格都犯了谋杀罪。 

那么，为何允许取人性命的杀手老死囹圄，却要路易斯为此偿命？表面

上看，是由于路易斯作为犯案头目罪加一等。但是，说到杀人者罪大恶

极，有什么能与朝着熟睡中的被害人连续开枪相比？ 

路易斯已经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上诉审查申请，但是有可能此路不通。

路易斯的律师还向州长鲍勃·麦当尼尔（Bob McDonnell）申请行政豁

免；截至本文攥写之日，路易斯还在等待州长办公室的答复。 

跟许多死刑案件一样，案中的死刑判决与公平正义之间漠不相关。跟其

它死刑量刑一样，关键更在于法官和检察官是谁、犯罪地在哪、辩护律

师是否高明，同案犯进行辩诉交易的时机，各方请来的专家证人以及其

它类似因素… 

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却生出这样的矛盾，实在讽刺。36 

格里森姆是同辈人中出产犯罪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对路易斯案的总结

扣人心弦，副其盛名。格里森姆最后一句评论也是妙语，形象地点出了联邦最

高法院四十年来致力匡正的问题--美国法律制度存在恣意性。然而，格里森姆

的这句评语，与首次将美国死刑制度恣意性这一问题呈给联邦最高法院的弗尔

曼诉佐治亚州一案中的辩护意见相差无几，这难免叫人心灰意冷。难道全部改

革都徒劳无益？是不是由于庭审、策略性认罪的讨价还价和[案件的最后]处置

决定等环节花招层出，使得共同犯罪案件成了实质正义标准下一道特别的覆车

之轨？答案是肯定抑或否定，至今仍是依违两可。如果检察官采用的是格里森

姆版的案件事实，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还会[支持下级法院]判处路易斯死刑吗，

是不是甚至可能认为路易斯根本不属于可以适用死刑的被告？--在考虑这一问

题时，美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成败与否及其原因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36 格林森姆，“特瑞莎·路易斯没有开枪。为何要偿命？”载《华盛顿邮报》，2010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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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路易斯科以死刑真的“与公平正义之间漠不相关”吗？还是说，

实为各司法辖区面对相互冲突的各种公平考虑作出了不同的权衡取舍？格里森

姆的论述不无道理，不过，对于弗吉尼亚州和其它采用类似规定的州而言，这

样评论州法院的判决和判决理由是否公平？根源在于弗吉尼亚州和其它一些州

制定了“恶法”，还是说这些州不过是根据另一种同样正当的正义观制定了不

同的法律？ 

IV. 将对同案被告的量刑纳入考量范围 

A. 同案被告所获之刑对于量刑者和上诉法院而言是种引导还是误导？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收回到是否应该允许一审量刑者或是上诉法院将同案

被告的处刑作为与某一被告的死刑量刑相关的从轻或加重情节进行考虑。在本

书第三章，我们提到[美国的]死刑制度设置已经表明，虽然法律为量刑制定的

标准和程序都相对发达，但是与其说量刑关乎罪责认定，不如说此乃应然范畴

内的道德考量。换句话讲，虽然法院总是对量刑者负有“引导其实施自由裁量”

的义务，并且通过保障程序和证据法得到遵守来履行这一义务，但是，联邦最

高法院通过判例所规定的“个别考量”，却是个比罪责认定和死刑的适用性认

定更为抽象的分析过程，正如前面章节所言，“个别化考量”所适用的程序和

证据规则槛限要求都相对宽松。这种个案分析可以考查的因素范围相当广泛，

而且，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 1978 年的洛克诉俄亥俄州（Lockett v. Ohio）一案中

所言，“除了极特殊的死刑案件之外，对于被告的性格或记录，以及被告为了

将量刑减至死刑以下而提出的任何犯罪情节，都应该允许[量刑者]将其作为从

轻情节予以考虑。”（原引强调）。37 然而，最高法院在这一引文的脚注中说

道，“以缺乏证据能力为由对与被告的性格、历史记录，或是犯罪情节无关的证

据予以排除是法官享有的传统权力，本判决意见无意对此进行限制。”38 因此，

只有当被告提出的[证明]从轻量刑因素[的证据]与其性格、历史记录，或是犯罪

情节无关时，才能对该证据进行排除。 

在那之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案分析讨论第八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对

在死刑案件中考查从轻情节提出了什么要求39；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每一个死

                                                 

37 洛克诉俄亥俄州，438 U.S. 586, 604 (1978)。 

38 见前注，洛克诉俄亥俄州，脚注 20。 

39 比如，见，希区柯克诉达戈（Hitchcock v. Dugger），481 U.S. 393 (1987)；格兰姆诉科林斯

（Graham v. Collins），506 U.S. 461 (1993)；强森诉德克萨斯州（Johnson v. Texas），509 U.S.
 350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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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件的一审法院都必须告知量刑陪审团，只要与上述三项内容--被告的性格、

历史记录，和犯罪情节相关，被告提出的任何从轻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其他情

节）都在可考的范围之内。各州不得通过立法阻止量刑者基于这三项内容从宽量

刑，而且必须告知陪审员其有权考虑所有这类信息。这就是可否考虑同案被告

的处刑这一问题所处的法律框架，也是分析其他所有种类或类型的从轻情节的

法律框架。关于可否考查同案被告获得的刑罚，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案被

告所获之刑是否与“[被告的]犯罪情节”（或被告的性格、历史记录）相关。这

一点恰恰是弗吉尼亚州（见路易斯案）与一些司法辖区，如佛罗里达州（见布鲁

金斯案）龃龉不合之处。佛罗里达州允许量刑者在庭审阶段将同案被告获得的刑

罚作为法定情节以外的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弗吉尼亚州则禁止进行这种考量。 

但其实这个问题要复杂许多。美国各司法辖区之间的成文法和判例法各异

其趣，这一方面的法律也不例外，规则和程序或允许或强制给予同案被告的定

罪和量刑不同程度的考虑。 

B. 在联邦非死刑案件中对量刑不一致进行审查 

虽然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非通过案例分析讲解非死刑案件中的一般刑事法律

程序，但是，介绍联邦刑事法的量刑程序如何处理非死刑案件被告基于同案被

告获得的较轻刑罚而提出的减刑要求也许不无裨益。虽然一般的量刑程序和死

刑案件所采程序大相径庭（尤其在于后者的量刑者往往是陪审团而非法官），但

是，也许通过研究一般的量刑程序能够获得有助于我们探索美国死刑制度之实

务和惯例的参考目标。但是，有一点需要提请您注意，在美国死刑案件中量刑

判决通常由陪审团作出，因此陪审团无需进行罪刑相当审查，虽然这种性质的

审查可能会出现在联邦法官审理的非死刑案件中或者是上诉法院审查的死刑案

件中（例如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在路易斯案的上诉阶段进行的罪刑相当审查）。 

根据联邦成文法的规定，在非死刑案件的罪刑相当考量中，量刑法院进行

考查比较时要注意“避免各被告之间背景相近、定罪行为类似，获刑却存在无

根据的差异”40。2007 年 12 月，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伽尔诉美利坚合众国（Gall v. 
United States）41 一案，认可下级联邦法院对被告伽尔作出的减刑决定；下级法

院认为，根据相关的联邦量刑法律，伽尔的罪责性比共谋同伙的罪责性要低（因

此不是境遇类似），决定将伽尔的刑罚减至共谋同伙所获之刑以下。然而，伽尔

案之前和之后都有一些联邦法院通过判决认定，只有考查比较“在全国范围内，

犯罪背景相近、定罪行为类似的被告所获之刑存在什么差异”于该相关的联邦

                                                 

40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53(a)(6)节。 

41 伽尔诉美利坚合众国（Gall v. United States），552 U.S. 38 (2007)，简称伽尔（Gall）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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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法律更为适当，比较同案被告的处刑虽不违法，但不是该联邦法的强制要

求，而是酌定进行的。这一着眼于全国，而非案内量刑差异的罪刑相当考量，

在不少方面对应着许多州州法下死刑量刑中的强制性罪刑相当审查。您可能会

认为，强调针对类似的犯罪和被告的量刑“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什么差异”42，

是基于取样越多法官估定某一量刑是否合理的案例库就越可靠这一考虑。的确，

从上文引用的案例来看，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以下是该案例对相关联邦法的

阐述（时间上早于伽尔案）： 

[本次审查所依据的联邦法]并不关注个体被告之间的量刑差异，即使

二人同为一案被告；而是为了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对境遇类似的被告的

量刑具有一致性，以留出对罪责性更低、确实应该获得宽大处理的被

告的量刑空间。[这一]着眼于全国的考查比较已经为绝大多数联邦巡

回法院所认可… 

但是，地区法院法官仍然可以通过自由裁量，在考虑同案被告的处刑

之后决定某一被告应该获得的刑罚。不过，考虑这种[案内的]量刑差

异并不是地区法院的义务，因此法官可自行斟酌。43 

如果法律不要求考查同一案件中各个被告所获之刑的差异，法官缘何作此

对比？因为还是存在这种情况--这种量刑差异是不公平的，或者由于出入过大

而显失公平，因此法官觉得有必要运用自由裁量权将某一被告的量刑降到联邦

量刑指南建议适用的刑罚量以下。也就是说： 

[第七联邦巡回法院已经]明确…[该联邦法律]也允许（即便没有要求）

法官基于同案被告获刑较轻而削减对被告的量刑。法院认为这是能够

满足伽尔案要求的唯一可行之法，因为该案判决已经为“为适当择刑，

地区法院的量刑考虑包括‘避免[量刑上存在]无根据的差异，以及其

他共谋同犯之间无根据的相似’”背书。44 

                                                 

42 美利坚合众国诉斯蒙斯（United States v. Simmons），501 F.3d 620, 623(6th Cir. 2007)，简称

斯蒙斯（Simmons）案（讨论《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53(a)(6)节）。 

43 前注第 623-24 页。 

44 艾莉森·丝格勒，“关于第七联邦巡回法院对同案被告量刑的差异：案例走向一分为二”，《法

官出巡：第七联邦巡回法院辖区律师协会会刊》，第 22 卷，第 24 页，援引美利坚合众国诉斯戴

汉姆（United States v. Statham），581 F.3d 548, 556 (7th Cir. 2009) 和美利坚合众国诉伽尔 

（United States v. Gall）。 http://www.law.uchicago.edu/files/Review%20of%20Co-defendant%20Se
-ntencing%20Disparities%20by%20the%20Seventh%20CircuitTwo%20Divergent%20Lines%20of%2-
0Cas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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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无根据的”差异或“无根据的”相似？很大程度上这可能是根据公

平原则[对某一量刑决定]作出的整体评鉴，其探究的不仅是“相近的犯罪行为”，

还包括同案被告“类似的犯罪背景”。（不管同案被告之间是否相互指证）案中

各被告在某一犯罪的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往往引人争议，鉴于这一现实情况，

司法的自由裁量也许有其必要性。比如说，由于线人和同案被告与政府合作才

得以“破案”的情况不在少数，往往相关人员的出发点主要是自身利益而非悔

改之心。此中“囚徒困境”问题显而易见：比如，主犯可能抢先认罪，通过辩

诉交易避免受到严惩，然后指证共犯为主事之人。由于便利了追诉， （即便是

有怀疑）检察官也可能轻信这一说法。此时，每年审案及百近千的法官要是认为

跟同案被告所获之刑相比对被告的量刑有违公平，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为被告

减刑，即便被告已经被依法定罪。45 

那么死刑案件的陪审员呢？他们是否经过足够的训练，具备足够的学识来

进行这种自由裁量？当然没有期望陪审员像联邦法院法官一样，翻着法条依据

某司法辖区的先例整出个罪刑相当审查，但是很多州确实将考虑同伙获得的刑

罚作为一个法定从轻情节或是法定情节以外的从轻情节，实际上也就是允许陪

审团将联邦法官在考查酌定项目“无根据的相似和差异”时所考虑的公平公正

因素纳入量刑考量范围？ 

C. 根据联邦法和州法下关于死刑的成文法和判例法，分析对同案被告量刑不一

致。 

详表“无根据的相似和差异”似乎在本章主题的范围之外，但是，在允许

和禁止陪审团及上诉法院考虑同案被告获刑情况之间择一而行时，各司法辖区

必须作出的那些抉择则关乎本章宏旨。 

对每一个司法辖区而言，相关抉择包括： 

                                                 

45 不过，在这一点上，请思考这位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布鲁金斯案中的反对意见（虽

然布鲁金斯案是州法下的死刑案件，而不是一个受伽尔案和斯蒙斯案讨论的相关联邦法所管辖的

非死刑案件）：“成功或失败的辩诉交易、因作证或其他原因而获得的宽宥、检察官对于相对罪责

性的认定有误等，这些以及其他与死刑案重罪犯的共犯获得什么处理有关的因素与案件的犯罪情

节和被告[译者注：即该重罪犯]的性格无关。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被告是罪有应得的，那么他就

没有理由抱怨为什么别人判得比他轻或者比他重…将具有同样罪责性的同伙获得宽宥这一点纳

入考量范围没有‘增加量刑的一致性’而是‘加重了量刑的不一致。由于共犯可能获得宽宥，因

此，跟单独行动的罪犯相比，与他人协同实施犯罪的死刑案件被告更有可能获判终身监禁。”布

鲁金斯诉（佛罗里达）州，第 145 页，（博伊德（Boyd）法官，附议及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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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要求将同案被告获得的刑罚作为一个从轻情节加以考虑？如果是的

话，是只对上诉法院如此要求，还是说一审法院也必须遵守？比如，一些

司法辖区就将对同案被告的量刑情况作为一个法定从轻情节加以规定，也

就是说在这方面量刑者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必须给于这一因素一定考虑。 

2. 如果不要求考虑同案被告获得的刑罚，那么是否允许这种考量？如果允许

的话，是允许一审法院吗（不管上诉法院可否进行）？上诉法院呢（不管

一审法院可否进行）？ 

a. 如果要求或允许考虑同案被告获得的刑罚，作为从轻情节这一因

素应该具有多少分量？（即便都是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与程序进行

具体的分析，各州和各[上诉]法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因此

可否归纳出规律以供下级法院参考是个未知之数。） 
 

b. 除了同案被告获得的刑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情节（法定或法定

以外的）涉及相对罪责性（尤其是存在转承关系的案件）？举一例：

由于法律基于同案被告的犯罪行为而将犯罪责任加诸被告，因此

（跟同案被告相比）被告对某项犯罪的参与程度较低这一情节不构

成对起诉罪名的抗辩，那么可否将此作为一个从轻情节？提供证

言对（一个或多个）同案被告进行指证可以被当作死刑量刑的从轻

情节，这又意味着什么？面对涉及转承责任的案件时，在相对罪

责性方面是否应该进行特殊考虑？这些特殊考虑是否有别于雇凶

杀人案件所特有的关注点？如果某被告为了能够对一项较轻罪名

认罪而指证另一个拒绝认罪、情愿过堂的被告，考查点是否又不

一样了？如果不同的法官或陪审团对案中各个被告分别审理，是

不是又另当别论？ 

3. 最后，可以像弗吉尼亚州一样将同案被告的量刑情况进行排除而不作从轻

情节论。跟对于这一情节持中立态度的规定相比，禁止考虑是否优于允许

考虑？是只对某些类型的案件而言更为合理，还是在所有案件中都更加可

取?  

如果由您来制定相关规则，您会如何选择？理由又是什么？ 

联邦法和部分州的州法允许死刑案件的陪审团在一审的庭审阶段将同案被

告获得的刑罚作为从轻情节来考虑。联邦的死刑法律甚至将此明确为一个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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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情节（即必须考虑的情节，而非酌定情节）46，新罕布什州的死刑法律亦是

如此47（虽然从 1939 年至今新罕布什州都未曾有过一例死刑执行）。48 

另外有些州在这方面的规定则更接近佛罗里达州的做法，通过各自的判例

法将对同案被告的量刑转化为一个法定情节以外的从轻情节予以考虑。本章开

篇部分提到的事件（被告母亲雇佣凶手杀害证人）出自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一起

谋杀案（布鲁金斯诉（佛罗里达）州）。案中陪审团在“定罪阶段”听取的事实

情况包括，被告的谋杀同伙就参与实施该谋杀一事获得完全豁免，以及雇佣被

告的那位母亲则因买凶杀人而被判终身监禁，佛罗里达州法律允许陪审团[对被

告量刑时]考虑前述情况。陪审团最终作出判处被告终身监禁的量刑建议，虽然

后来法官认为死刑更为适当，推翻了陪审团的这一建议。在上诉阶段，法院对

陪审团的决定表示支持，认为陪审团很明显是考虑到对同案被告不同判，而且

对被告量刑的相应调整也无可非议。（因此，本案中法官推翻陪审团的量刑决定

在州法上查无实据）。在某种意义上说，此处陪审团跟审查非死刑案件的联邦法

院法官一样对“无根据的差异”进行了感知，虽然陪审团无需写明认定理由。 

 
最后，第三类是在死刑案件中完全禁止陪审团接触与同案被告量刑有关的

证据的州。为什么有些州不像佛罗里达州一样在量刑阶段引入这些证据？其中

一个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判例法中寻获： 

尽管…其他司法辖区将此类证据归入陪审团的审酌范围以决定是否从

宽量刑，比如，美国法典[《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2(a)(4)节]，我

们也于数十年前表示佛罗里达州也制定了类似的[与本州法律]不同的

规定，但是我们认为采取该立场的理由不具说服力。正如我们[在某

一先例中]所言，“另案的陪审团依据该案的证据决定对该案的被告

作出的量刑决定，不会因为是个死刑判决就与本案更为相关。这类证

据纯粹是将片面的、无关的和混淆视听的信息呈给陪审团，而后陪审

团就会开始猜测，‘为什么那个陪审团要那样判？那个案件有什么不

一样吗？有什么是那个陪审团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这些问题因

                                                 

46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2(a)(4)节：“罪责性相当的被告。[存在]其他一个或多个因实

施该犯罪行为而具有同样的罪责性、且将不会被判处死刑的被告。”这一联邦死刑量刑法在《美

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2(a)(3)节中规定了另一个有关的法定从轻情节：“参与程度低。当一

项犯罪由他人实际实施、被告仍被认定为主犯时，被告参与犯罪的程度相对较低，即使轻微程度

并未达到被告可以据此对所受指控提出抗辩。” 

47 《新罕布什州修正法典》第 630:5(VI)(g)节。 

48 死刑信息中心-新罕布什州，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new-hampshi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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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利福尼亚州法下的陪审团死刑量刑制度具有的概念化本质而变得

更加扑朔迷离。49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的顾虑不单单是由于量刑决定由陪审团而非法官作

出，也是因为要考虑同案被告所获之刑，除了另外一个陪审团所作决定中提到

屈指可数的几个关于其他犯罪同伙被另案起诉的细节（或是辩诉交易中提及的事

实情况和量刑承诺）以外，几乎没有可考信息。 

另外，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陪审团的决定本就应该是为具体的被告“量

身定做”和应然的。一些司法辖区倾向于禁止在量刑阶段引入与同案被告所获

之刑有关的信息，很显然是考虑到死刑判决的道德面和应然面（比如法内施恩），

担心引入与同案被告所获之刑有关的信息至少会导致判决变得不可取，甚至会

促使陪审团从严量刑。第三巡回法院对此的描述是，“这一判例法认为，对共

犯处刑[的相关信息]是可以被排除的，因为 [这一信息]与被告的性格、记录，

或是犯罪情节无任何实质联系，也是因为[如果对共犯处刑的相关信息可以被引

入，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应该引入共谋同伙获得死刑判决这一信息。”50 

V. 结论与问题 

1. 故事的结局是特瑞莎·路易斯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对案件程序提出的抗辩，

包括许多格里斯汉目的评论员文章提到的新的重要信息）被驳回，每级上诉

法院都认定她的辩护律师具有足够的经验并为她做了有效的辩护，而且路

易斯也没有其他可以对量刑提出抗辩的依据。虽然表面上每个法院的判决

考查的都是案件的程序问题，但也都间接地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如

果她真的不是主谋呢？会怎么判？像现在这样判公平吗？”考查过路易斯

人身保护令申请的法院对此意见一致：不论她[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实际

作用和具体智力水平与同伙相比如何，路易斯具有谋杀犯罪的主观罪责性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这已经足够对其判处

死刑了。这个标准公平吗，还是说您觉得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在进行罪刑

相当审查时所采用的对比项应该是“雇凶杀人案件中智力水平远低于正常

人的主犯”？理由又是什么？ 

 

                                                 

49 （加利福尼亚州）人民诉摩尔（People v. Moore），253 P.3d 1153, 1181 (Cal. 2011)。 

50 弗雷诉富康莫（Frey v. Fulcomer），974 F.2d 348, 366 (3d Cir. 1992)，脚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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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特瑞莎·路易斯提出的“同伙之间罪刑相当”抗辩，法院只作粗线条

处理，说明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变本加厉地运用其在考珀拉案和斯旦普案

中使用过的分析逻辑，这两个案件都申请联邦最高法院对州最高法院判决

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但是都没有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在弗吉尼亚州和

其他许多州，上诉法院不会（直接）考查犯罪同伙之间的刑罚差异，而是只

看某一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足以支持“一般情况下，在具有类似犯[情节]

和被告[情况]的案件中，本州其它量刑机构的量刑决定”。不过如此解读

判例法是否高明？ 

a. 假设为考珀拉案和斯旦普案执笔的法官对格雷格案有正确的理解，

是否应该根据共谋同伙是[与检方]达成辩诉交易还是接受法庭审判

而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或者，至少在三个同伙都在同一个法官面

前审判时适用不同标准？是否至少应该要求各司法辖区在立法的同

时考虑，对同伙进行审判所适用的程序、对其的最终处理及量刑于

每一[相关]人员获得公平对待有何影响？或者，用加利福尼亚州最

高法院的话说，是否“这类证据纯粹是将片面的、无关的和混淆视

听的信息呈给陪审团”和[进行量刑的]法官？ 

b. 路易斯案的判决结果说明法官和陪审团哪个更适合作出量刑决定？

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不会随着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辩护律师还是检

察官，宏观还是微观）而发生变化？还是说辩诉交易的泛滥及其激

励机制造就了路易斯案中最为引人侧目的矛盾？ 

3. 怎样考查罪刑相当最为公平？过去三十年间，形形色色或宽或窄的检验标

准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浮现，被美国法院以与司法认定无关为由弃而不用。 

a. 比如，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即便一个记录完善的概率统计分析证明

了死刑适用存在恣意性，但是由于结论过于宽泛抽象，具体案件的

被告也不能借此获得救济：在麦克卡莱斯基诉卡姆普51 一案中，最

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划分作出判决，认为除非清楚证明被告的案

件中存在种族歧视，否则证明死刑适用中普遍存在种族歧视（尤其

是针对被告的种族）并不能满足被告负有的举证责任。（有意思的

是，之后的研究表明被害人的性别也会扭曲死刑适用的比例，同是

犯有谋杀罪，杀害女性的被告比杀害男性的被告获得死刑判决的几

                                                 

51 见麦克卡莱斯基诉卡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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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要大。52 恰巧这一点与路易斯案也不无关系。很多人觉得被告的

性别对谁会被判处死刑有很大影响，可能更甚于被告的种族所起的

作用，其根据是有证据显示女性约占所有因谋杀而被逮捕的人的

10%，其占被判处和执行死刑总人数的比例却远远低于 10%。53 

b.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路易斯案中所见，在很多司法辖区，罪刑相

当的审查依据不单单是剖析共同犯罪案件中量刑不一致背后的逻辑：

而且，实施了同一个犯罪行为的两个被告罪责性相当却获得差异很

大的刑罚处罚，在有些法院看来这与量刑无关，有些法院却将此当

作一个从轻情节，虽然究竟给这一情节赋予多少比重取决于法官和

陪审团。 

c. 您能看出州法院和联邦的法院所发展出的这些规则背后的逻辑吗？

有多少是为了普遍的“正义”，或是为了在各类死刑案件中平衡诸

多相互冲突的“出于正义的考虑”？又有多少实用主义成分和多少

司法效率的考虑呢？ 

4. 格里森姆的评论员文章和中国国内近期就公众意见影响死刑量刑的讨论可

谓相应成趣。格里森姆的文章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原因之一是[在美国]

鲜有公众人物站出来针对某一案件中法院通过庭审认定的事实直言不讳。

不过，情况正在改变。在类似“无辜项目”这样的团体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记者，律师和学者借助媒体的力量，以及完成上诉程序之后继续在各

法院进行艰难又极具创新的诉讼活动，为可能被错判的案件或是判决极为

不公的案件翻案。 

a. 需要注意的是，格里森姆的评论员文章不可能呈给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可能全然不知他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但是，

格里森姆无疑希望在路易斯的律师试图让法院重新审查该案时，自

己对公共讨论的参与能够助路易斯一臂之力。此外，很显然格里森

姆希望给弗吉尼亚州州长施加压力对路易斯给予赦免，根据她的同

伙所获之刑对她进行惩罚—在美国的每一个司法辖区，政府的行政

首脑都或多或少享有行政赦免权。 

                                                 

52 M. R.·威廉姆斯等著，“被害人的性别对死刑案件的影响：被害人的种族、有关性别的施害，

和陪审团决议的重要性”，《犯罪学》第 45 卷，第 870 页（2007）。 M. R. Williams, et al., Und
-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victim gender in death penalty cases: The importance of victim ra
ce, sex-related victimization, and jury-decision-making, 45 Criminology 865, 870 (2007)。 

53 瑞芙坎，沙兹著书，第 306 页，援引斯珠瑞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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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允许公众对只有赦免权而无定罪权的“政治部门”施加压力，同时

保持司法相对独立于舆论（除了陪审团的意见之外），这样做有没

有任何好处？这样的设计在中国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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