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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犯罪防控基本理论的反思性检视

王燕飞

随着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今的时代特征。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５年７月发布的 《第３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６６８亿，互联网普及
率为４８８％，我国域名总数达到２２３１万个，网站总数达到 ３５７万个。另据相
关研究报告，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３５２ＺＢ，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
将超过８５ＺＢ是２０１３年的１０倍。① 很显然，面对这个正在发生巨大的时代变
化及伴随的、潜在的社会变迁，我国犯罪学在常规性发展轨道上②正面对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正全方位遭遇到本体理论考量与犯罪防控基本理论的质

疑，亟待作出满足现实实践需求的科学解答与应对，而对于推进自身发展、提

升学术生命价值等问题更需要进行理论整体性反思与科学重构。从这个意义上

讲，大数据时代我国犯罪学范式实际上受到了巨大冲击与撼动，渐次突破了犯

罪学量变界限，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质性变革。这不能不引起我国犯罪学界的

高度重视。在此，笔者试图在大数据语境下，对于我国犯罪学范式转变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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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①做出初步分析，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犯罪观的嬗变

大数据时代犯罪观正在发生转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犯罪危害性、犯罪

的防控等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概言之，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

（一）犯罪的全球化观

全球化问题包括了客观方面的 “全球化”即 “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

动的增长、面向所有世界居民的共同问题、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长、强大

的跨国行动者和不断增长的组织网络、全球化中全方面的一体化”；主观方面

的 “全球主义”即 “当认为所有人协调一致时，就应该整体地考虑我们自己；

多元文化意识的增长和单向交流的终结、社会行动者自我意识的强化、认同的

拓展”②。而随着大数据产生，社会资源、信息系统与物理资源三元世界融

合③，人类对于犯罪活动掌控几乎是在全球化的信息系统之中进行，大数据为

犯罪的全球化观奠定了 “物质”基础，而国家之间依赖相互合作来控制、打

击犯罪和解决犯罪相关问题④，增强了全球主义的主观意识。

（二）犯罪的法治观

在对犯罪的治理上，人类经历了人治向法治转变的漫长抉择过程。新中国

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对于犯罪控制上一直推行镇压或严打模式，蕴含

着不同程度人治成分，常被称之为运动式治理。⑤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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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法治最终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

方式，法治化也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① 由此，对犯罪治理的法

治观基本得以确立。这意味着对于犯罪控制主要遵循犯罪的客观演化规律进行

治理，而且蕴含着对于罪犯权利的依法保障与对公权的恣长滥用的遏制②。在

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为犯罪治理提供了决策的 “海量”信息③，也能为犯

罪治理公开透明提出了时代要求④，对罪犯的同等保障更有了现代的技术信息

保障。

（三）犯罪的国家安全观

大数据时代国家疆土的篱笆与牢笼几乎被突破，世界渐次融合成信息网络

的整体，然而国家的政治意义在世界舞台上却得以淋漓尽致地充分展现出来，

各种形态犯罪累积叠加构成了对于国家的巨大侵蚀，尤其是恐怖主义演化为这

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现象的表象或者副产品。⑤ 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恐怖主义新时

代，恐怖主义犯罪构成了对于当代政治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与挑战。因此，此

类性质的犯罪滋生蔓延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犯罪的社会含义与国家控制犯罪

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是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的另类的文化现象，使政

治国家最终在文化层面或者意识形态上撕裂开来不能弥合，使国家面临着新的

巨大风险，甚至对敌战争成为应对的一种方式。⑦ 可见，当代犯罪构成了政治

国家的国家安全一个主要元素。我国晚近提出了整体国家安全观，便是从政治

国家层面解析犯罪的当代社会含义，是新形势下对于犯罪社会危害性本质的整

体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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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理论的确立与颠覆性发展

大数据时代，不仅犯罪学观正在嬗变，而且也蕴含着对于犯罪的科学认识

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一）科学理论确立

“科学理论”是对于犯罪的精致测量与系统观察①而形成的，是西方犯罪

学发展进入 “实证科学阶段”所构建的较为成熟的犯罪理论范式，在理论体

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② 然而，在我国犯罪学界一直界定为西方犯罪学理

论，偏居中国犯罪学学科体系之一隅。③ 因此，在我国对于犯罪原因理论研究

上，更多在原因结构与原因系统论的哲学思辨下对于犯罪原因的定性或者量化

思考，而基本没有移植西方 “科学理论”进行我国犯罪现象的解析，并在基

础上在中国大陆形成与发展出新的本土理论。④ 进入大数据时代，我国犯罪学

学科体系是需要确立 “科学理论”知识核心地位的时候了。实现我国犯罪学

知识结构的重大转型，开创性地构建出系统的关于中国犯罪的 “科学理论”，

是实现犯罪学系一门普世的科学⑤的关键。具体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我国对西方的犯罪科学理论的知识累积与接受，以及西方犯罪学国

际化迅猛发展，为我国犯罪学中确立 “科学理论”核心地位奠定了 “物质”

基础与具备了良好的外在时机。我国犯罪学创立发展是伴随着对于西方犯罪学

翻译所进行的，尤其是对于西方犯罪学理论备受重视⑥，甚至占据了主要内

容，由此也渐次地成为我国犯罪学知识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⑦。这种知识累积

与接受，为其最终在我国犯罪学中得以确立无疑做了充足的 “物质”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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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方犯罪学在东方亚洲地区延伸，渐次强盛，正在共筑亚洲犯罪学范

式，努力融入国际犯罪学体系之中。① 这大大推进犯罪的科学理论在中国犯罪

学中融入与最终确立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二，我国当下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中所出现的犯罪问题及其控

制，需要对于社会政策含义进行总体把握，从而 “实现最好的刑事政策是最

好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的善治。当下的社会高犯罪率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结

构性矛盾与冲突所致，因此对于犯罪的惩治不能仅仅停留在刑法的表层治理

上，需要在改善社会结构，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惩治才能

收到成效。② 从这个意义上，运用 “科学理论”检测与分析犯罪问题，揭示出

公共政策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的含义③，为实现良性控制犯罪提供了科学依据。
因此，在我国进入大数据时代后，对于我国出现的犯罪问题，通过其外显的大

数据，从科学理论的视角进行精致测量与分析，从而评估当下政策的正当性并

加以改善，进而实施公正合理的犯罪惩治政策，相对以生存主义为主的中国大

陆而言，是其应有之义与社会进步的未来走向。

第三，中国犯罪大数据的开放一定程度上为学界接受并创造了各种有利条

件，从而为我国犯罪 “科学理论”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 “证据”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基础。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犯罪数据严密控制与封锁渐次成为历
史，相关证据渐渐予以公之于众，并随着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发达，大数据浪

潮大大推进数据治理或决策的现实应用。在这种数据文化渐次生成背景下④，

我国犯罪 “科学理论”兴起不仅具备了实现的 “海量”证据，而且还创造出

了良好的文化背景与氛围。

（二）“理论”的颠覆性发展

西方的科学理论在我国犯罪学学科体系中能够得以确立，那么是否意味着

我国学界将面临着进行一项旷日持久的对其进行不断测试与验证的宏大基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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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呢？对此问题，我国学者早就持否定态度。① 对此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

索，提出了理论上转化、创造模式②。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在

中国实践中大胆颠覆科学理论的预设与架构并创新性推进发展，这是对其在我

国本土化的基本态度。③ 也就是在中国这个国家进行犯罪的测试与验证上，需

要考虑中国实际与西方国家结构不同的大背景，对其进行大胆地破坏的同时又

进行大胆地重组，从而不断调适、修正观察与测量我国犯罪的视角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从而更为完整、正确地测量我国犯罪问题。也就是 “再造”出多种具

有创新性的中国犯罪的科学理论并渐次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这不仅是中国犯

罪学学者一项未能开启并难以完成的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我国犯罪治理科学化

的一项不堪重负的家庭作业。可见，进入大数据时代，这项 “工作”与 “作

业”，恐怕需要在高科技的协助下，快速进行与高效完成并实施运用实践，否

则就会招致落后挨打的格局，难以积极地在国际合作、科学治理犯罪的舞台上

发挥自己响亮的声音。

三、威权犯罪学向大众犯罪学的演化

在犯罪学演变与发展的历史之中，古典犯罪学与实证犯罪学大致奠定了犯

罪学走向的两种基本形态。④ 在此 “常态”之外，在其发展分化过程中，还演

化出冲突犯罪学、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女权主义犯罪学、和平构建犯罪学等不

同形态的犯罪学，正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对其进行极大的挑战或扬弃，⑤ 并建构

出了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 （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犯罪理论。⑥ 很显然，犯罪学
学史表明：犯罪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显示不同程度意识形态属性

的价值体系，不仅解决本学科中 “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也解决其

“为谁主张、为谁服务”的价值追问。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学在学术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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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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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皮艺军：《犯罪学研究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３２４页。
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ＦＭｅｓｓｎｅｒ：《当西方遇见东方：概括犯罪学理论及拓展犯罪学概念工

具》，载 《光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十辑，第 ４７～５８页。
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导论———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线索》，武汉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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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与大众的天平上如何倾斜问题？在实践应用上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何者为

首呢。质言之，犯罪学的政治品格与实践品格的基本定位是什么呢？在大数据

时代，我国犯罪学将从威权犯罪学向大众犯罪学进行演化。详言之：

（一）政治品格重塑：民本性

大数据时代我国犯罪学的学术面向与政治品格，更多需要呈现出民本性，

建构出一种 “大众犯罪学”新形态。从我国犯罪学诞生，我国犯罪学就面临

着冲破意识形态牢笼羁绊的问题，如曾一度陷在 “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会产生

犯罪问题”的争论之中徘徊难行，在研究上 “深受当时极 ‘左’的意识形态

的桎梏”①。因此，学术界去 “魅”与走向专业化与科学化的学术追求一直在

学者群体中不懈的努力。然而，我国犯罪问题研究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政治与意

识形态的考量：一方面我们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在党与国家所进行的重大政治实

践之中提炼与产生的，甚至直接是政治所界定的主题范围或者所许可的领域；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与国家推进政策、制度等一致与吻合？是站在

社会公众的立场 “立命”，还是挤入领导阶层决策者的立场 “立身”？这往往

预设着学术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在大数据时代，犯罪学的研究就需要渐次改

变这种格局，具体而言：

第一，我国犯罪学对于党与国家进行重大的社会实践所展开的理论回应或

者学术指引，可以在国际社会实践的大舞台上进行观察与检视并可以从人类社

会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长远视角来予比较、评析，从而使得我们的

研究不再停留在我国政治限定的框架或者观点结论之中，一定程度上可望稀释

或者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富有了学科自我的独立性时空，从而使其具有

了普适性的民本性，并经得起人类历史的大检验。比如，我党当下对于我国犯

罪综合治理等方面推出的众多的制度政策，以及进行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大

实践，似乎不应再进行解析、理解层面进行学术创新发展，更不应该运用当下

政治实践的理论或者标准来简单评判我们学术研究的标准或者理论。

第二，对于我国犯罪治理，学术的研究倾向的天平更多服务于 “社会”，

即为社会公众的权利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等，甚

至是深入到对社会深层次的结构病态问题追问，从而为消除社会病态进行社会

建设型的犯罪社会预防路径进行探讨，减少或者限制在政府或者国家有效惩治

犯罪的刑事司法层次进行 “打击式”经验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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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对于国家推进的惩治犯罪的有效性经验提供正当性、合法性学术支撑。这

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犯罪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失语。犯

罪学不仅仅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而必须成为改革开放的发生器；必须发展

出自己的批判个性；必须在价值层次以及理论分析上引导、促进宪政的新潮

流；为催生私权法做理论上的准备，为遏制公权作呼吁。”①

（二）实践品格重构：人文性

无可厚非，犯罪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中，带有根本性和

战略性的重要课题就是犯罪预防，它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② 具体

而言，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抵御犯罪的意识与提高预防犯罪的能力，为形成科

学政策观念与反犯罪对策的重要依据，对犯罪预防及刑法实施提供具体的理论

指导等。③ 很显然，强调犯罪学的实用价值，突出在实践之中的应用性是犯罪

学研究者获得国家与社会支持的生命之所在，也是当下学术环境下学科逐利目

的所驱使。④ 然而，犯罪学不能在工具目的下所支配而丧失了该学科所应该具

有的内在高贵精神，也就是人文性的彰显。尤其是大数据时代，这种人文性的

实践品格更需要重构：在拾起与传承 “传统”外，需要大胆创新发展。应该

说，在大数据时代，犯罪的科学研究走向大数据说理，坚守着唯真而不唯上的

价值中立的态度，如何激活起 “新时期”的人文精神呢？笔者认为，在以下

两个方面可以做出努力：

第一，犯罪学研究出发点犯罪人⑤是社会上的生命个体，而且随着犯罪日

益变得常态化，成为社会生活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实际上也是人学

一个不可忽视的分支。对于犯罪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抽象个体与具体个体的

科学研究⑥，不仅是预防犯罪的工具性需要，更是对于社会中人性认识的一个

重要部分，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中自我认识的不完整、不

全面，更是对于人类发展中的人文精神力量揭示不深刻、不丰富、不具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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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群：《中国犯罪学的几个基本问题》，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第 １７页。

参见康树华、张小虎主编：《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８０页。
参见张远煌、吴宗宪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１０页。
其现实原因，可以参见赵宝成：《犯罪学专论》，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第 ２页。
参见严励：《再论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为视角》，载王牧

主编：《犯罪学论丛》（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６页。
参见马皑：《犯罪人特征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４９～１８０页。



此，数据虽然是客观的事实，却是冰冷的，但是对人的说理过程，对于人性的

洞察与揭示，却是人的思想萌发，是温暖的，甚至灵动的，是人类智慧的展

现，是人类大爱的勃发。从这个意义上，在大数据时代，犯罪学研究可望对于

推进世界人类社会朝着人道主义、人性主义方向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且

是最能成为对于野蛮、落后愚昧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政治行径做出最为深

刻的批判与强有力抗争的学术力量。

第二，犯罪学是对于人类社会 “反面”认识的利器，是激发起人类革新

思想的重要渊源与途径。无疑，对于犯罪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犯罪

的社会进一步的认识与感悟。这不仅是对于犯罪社会如黑社会、恐怖主义组织

等 “社会”深刻认识，而且也是对于犯罪滋生的大社会背景更为全面的认识，

对其内在的病态性、结构的矛盾性深入洞察。在大数据时代，这种认识更为数

据化、精细化，甚至在世界的大窗口上观察、比较、剖析，就更为深入、完

整、全面了。这种对 “另类社会”的洞察与理解无疑是酝酿社会变革、推进

社会发展思潮的源泉与 “温床”，是人类为之奋进的不竭动力，也就是当代激

起人类人文精神的发源重镇。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从犯罪学发展史

闪现的激进犯罪学、拉美国家的解放者犯罪学①、后现代犯罪学身影上真切地

感受到。

可见，进入大数据时代，我国犯罪学研究应渐次形成勇于担当、融入世界

的独立的学术力量，在追求真理的大道上，弘扬其 “救世救主”的当代 “地

球人”的知识分子精神与责任感②。由此，犯罪学也就从威权犯罪学向大众犯

罪学形态进行实质性演化。

四、二元包容论：刑事一体化与西式研究模式的创新

当下我国犯罪学界，犯罪学研究模式大致呈现出二元型竞争格局即传统的

“刑事一体化”的犯罪学研究模式与美式为典型的西式研究新模式 “百舸争

流”的态势。在大数据时代，不同类型的研究模式需要包容并蓄，结合当下

时代特点与现实需要，大胆创新发展，不可以一种模式简单否定另外一种模

式，而应促进其各自百花竞绽放，展示出满园的学术春色，作出应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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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一体化下犯罪学研究模式的创新

“刑事一体化”是在我国犯罪学研究中得以提出的，① 并渐次被我国学界

所推崇②，截至当下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性的研究模式。③ 其实，在其初

始构想中，犯罪学是被定位为一种前犯罪学科，着重研究犯罪实际发生以前的

情况 （产生原因和预防对策）；而其他刑事学科主要是一种犯罪后学科，着重

研究犯罪实际发生以后的情况。④ 客观地说，刑事一体化的犯罪学研究模式，

给犯罪学作为刑法学分支确定了位置与圈定了基本研究范围或领域，一度给我

国犯罪学兴起与发展带来极大生机与活力。⑤ 然而，这种研究模式将中国犯罪

学研究大多放在刑法学的范畴之内，无疑影响了犯罪学认知，也影响了犯罪学

的价值，不能不引起学界质疑。⑥ 为了更好地显示犯罪学的学科张力，我国有

学者提出了 “关系犯罪学”的研究模式，远远突破了 “犯罪现象—犯罪原因

—刑事对策”构建的理论分析的狭窄路径⑦，然而，这种主张 “科学面前，只

有一个犯罪”⑧ 依然带有自身给定 （即刑法定义的）的天生不足。为了克服

其存在不足，学界也在不断进行方法上、研究问题上等多方面的努力。如进行

犯罪案例的量化分析、对于犯罪法律规定的定量研究、对于刑法立法社会反思

性批判等，给这种研究模式带来了一些新意。笔者认为，在进入大数据时代，

这种研究模式仍可以继续大胆创新，激发其更大的研究活力。大致而言：第

一，开创对于刑法立法的评估研究新领域。对于现实的犯罪问题是否进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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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进行科学评估，对于所立法进行处遇方面的科学估量，从而形成一个科学

评估机制，为刑事一体化提供学科决策的基础。第二，开始对于刑事司法活动

的科学研究。在这种模式中，对于刑事司法过程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活动对于犯罪影响，推估出哪些易遭受判决，哪些人难以受到刑事追

究等问题，同时对于司法中的歧视问题、性别问题、民意问题也均可以进行

“海量”的数据分析，从而得出改进的应对机制。等等。第三，大胆尝试对于

出罪、去犯罪化的科学研究。在我国 “刑法肥大”的情况下，通过海量入罪

的社会后果、犯罪人境遇状况以及未来生活等多种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出

罪、去犯罪化的科学依据等。

（二）西式模式本土化的创新

晚近随着与国际尤其与英美犯罪学交流日益频繁，以美国犯罪学为典型的

一些西式研究模式渐次在中国大陆予以本土化生成与发展，形成了众多新颖的

研究路径。如有学者与美国华裔学者合作对于我国犯罪问题在本土展开实证研

究，进行严格的 “理论、方法、数据”美式定量研究，显示出研究的新起

色。① 也有学者开启了犯罪热点的制图与防卫空间设计的系列探讨，开启了新

的研究领域与路径。② 并且，犯罪因果性研究转变为相关性研究， “带来了方

法论的改进，还为犯罪防控的精细化转向、可视化分析、立体化创新提供了理

论支撑”③。应该说，这种美式的西方研究新模式无疑给我国犯罪学研究注入

了新的血液，增加青春活力，似乎更加凸显出了犯罪学应用性价值，可以满足

当下国家治理犯罪现代化的需求。然而，这种在美国等国家已经形成稳定研究

方向，著作与论文已堆积如山，是否在中国本土研究中蕴含着巨大的学术含金

量？是否在方法论与方法上进行了本土化创新？恐怕还需要认真对待的。如果

这些看似新的东西，本来在国外不是新的东西了，而是我们受到的学术训练、

学术累积不同，学术定位不一，也就无须多过溢美推崇，确定为我国犯罪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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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单勇：《城市中心区的犯罪热点制图与防卫空间设计》，载张凌、袁林主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犯罪防控———中国犯罪学学会年会论文集 （２０１４年）》，中国检察出版
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７７３～７７７页。

单勇： 《犯罪热点成因：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解释》，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２
期，第 ３０２页。



来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① 似乎在大数据时代，可以给这种研究模式注入了更

大动力与发展时机了。然而，这种认识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研究模式，预设中我国犯罪学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下

“存活”，一种是在作为刑法学分支的犯罪学理论知识体系下的研究模式，另

一种便是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犯罪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下的研究模

式，前者以欧洲德国整体刑法学的学科建设为典型②，后者以美国犯罪学为代

表的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学科建设为代
表。现实表明：这两种研究模式在我国大陆都有着自己的发展时机与需求市

场，尤其是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两种研究模式都不同程度上可以继续激活，大

力推进创新发展，因此，二元的犯罪学知识理论体系是可以各自予以分别建

构，从而使不同的研究模式均可以创新发展，以发挥出多重的社会功效，不辜

负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在大数据时代，我国犯罪学范式正在

发生整体性变革，而研究模式创新发展应是其各自内涵所界定发展方向，并且

需要的是整体上跟进与转变，否则是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既不要哀

叹传统的老路已到尽头，悲观叹息；也不要简单看到新的一丝曙光就欣喜万

分，忘乎所以，而是需要在传统上继续坚持，开拓创新，使其焕发新机；也需

要在新生事物上大胆尝试，以傲人的实绩赢得尊重。总之，只有将两者有机结

合，包容并蓄，弥合各自的不足，并推进其共同和谐发展，我国犯罪学才会在

大数据这一新时代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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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的犯罪防控

①

②

如我国有犯罪学研究者认为在我国风险社会、信息社会下，此种研究模式可望成

为未来研究方向。

参见 ［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９８～９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