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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从而形成南洋理工学院的职业教育特色。而这一特

色与其他院校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和办学模式一同组成弹性

化的职业教育系统,成为新加坡特有的职教模式。这一职

教模式,平衡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使教育投资达到

了最大化。

我们是大国办教育,有限的教育投入永远是杯水车薪。但

是如果雇主也就是企业可以参与教育投入,那我们的职业教育

才会双赢。而企业投资教育的前提是我们的培养目标能够给

企业创造效益,能达到这个层次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目前众多职业院校采取的是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就

是以职业为导向,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能力为目的,以市场

需求为运作平台,将学习与工作相结合培养,让学生在真实

的工作环境中得到锻炼,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和对社会的

适应能力。但这种模式实施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 ,一是我

国传统的学年制对工学结合时间的制约,二是企业的被动

参与对工学结合效果的影响。

结合我们的国情,深入探索工学结合教育模式的课程

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使工学结合教育模式能够

像新加坡一样赢得企业的资金投入, 带来双赢的效果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也是弹性化办学模式创建的前提。

2. 3 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是校企双赢的关键

新加坡的高职院校 ,是教学环境、工业项目及经验积累

与分享的教学工厂。它是以学院为本位,将实际的企业环

境引入教学环境之中,在现有的教学系统 (包括理论课、辅

导课、实验和项目安排)的基础上设立的。它的课程安排是

企业实习和企业项目的结合;是从模拟到模仿到融合的真

实再现过程 ;是依据国家总体目标及工商业需求也就是市

场导向来完设置的。

课程结构是以 宽基础、重实践、备专能、求创新 为导
向,经过对新生进行专业基础

培训、深化培训、专向培训以及增益课程的教学,培养

学生高度的应变能力,以应对企业用人多样化的需求和转

岗的再深造 ;同时企业实习和研发项目是其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重要环节。

新加坡的高职院校与大中型企业有着密切联系, 在第

三学年,通过双轨制的课程安排,同一班级两组学生分别接

受的是专向培训和企业实习; 而企业实习的学生又被分成

企业项目和企业实习两组。这样第三年企业实习的学生是

分两学期四批到企业进行项目研究和见习。

这种打破学年限制的教学安排, 合理地利用了教学资

源,灵活的安排课程 ,可以保证与工业项目时时结合, 同时

也保证了学生在企业实习的连续性,减轻了企业的压力,增

强了对学生的针对性的指导。在教学上,企业为学校提供

了设备场地 ;对企业来讲,学生为他们创造了价值 ,尤其是

学校新的开发成为企业的生命力。学校与企业真正融为不

可分割的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学企业。

这个柔性的课程设置及灵活的培训系统,非常值得我

们国内的高职院校学习和借鉴。但是它打破了学年设课的

限制,会带来学生假期的管理和专业教学计划的全面革新,

还有一个实施的必要前提是教师必须是真正的 双师 ,他
有能力从企业拿到项目并有计划的指导学生完成。如果教

师没有能力从企业承接到项目,学生的分批实习也只是走

个过场。而对学校来说 ,院系的课程安排打破常态,小班设

课带来的是理论教学的重复和师资的紧张 ,如果借鉴的学

院不从教学管理上下大力气进行改革,那么学到的将只是

皮毛。我们目前的职业院校缺少的是有真材实料的 双

师 ,难办的是重复设课带来的报酬累计问题。
从新加坡职业教育中,我们看到了 双轨制 的课程设

置,看到了人本思想为主导的校园文化,看到了无货架寿命

带来的巨大潜能。新加坡职业教育的特色值得国内职业院

校有的放矢的加以学习和借鉴,值得各位职教同仁在今后

的实际工作中不懈的努力追求。

论婚内强奸学说及对我国立法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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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强奸,伴随着婚姻的产生而存在,已成为一个久而

弥新的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西方的许多国家,由于女

权运动的兴起与影响 ,最终废除了丈夫婚内强奸的豁免权。

我国的刑法典尚未明文规定婚内强奸行为是否构成强奸

罪,婚内强奸,在最近几年 浮出水面 后便一直是刑法学界
讨论的热点问题 ,同时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刑法

学界,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问题也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讨

论甚至是争论。

1 对于婚内强奸学说的浅议
相较于理论界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司法部门关

于相似婚内强奸案例的具体法律判决却出现了大相径庭的

现象。对白俊峰,吴跃雄案否定婚内强奸罪说的判决,对王

卫明案肯定婚内强奸罪的判决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

师法院对一起婚内强奸案的折衷说的判决使我国司法实践

中的争议,混乱与冲突依然存在。对于三种学说观点,我想

阐述一下我对婚内强奸学说的看法与分析 :

( 1)对于肯定说,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刑法第 236条对强

奸罪的定义: 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或者故意与不满 14周岁的幼女

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可见我国并无明文规定婚内强奸或者
婚内性暴力行为属于强奸罪的范畴,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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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婚内强奸一概而论的规定为强奸罪,即使定罪,也不可

按一般的强奸罪来判决, 否则就是一种明显的刑罚罪名的

适用类推,这是在我国刑法学上所明确禁止的 。
( 2)对于否定说,我认为如果完全否定了婚内强奸构成

犯罪的存在 ,则妇女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试

想,婚外一般性的强奸行为当然构成犯罪,受害者还可得到

法律的救助 ,但如果婚内强奸行为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

么即使是在夫妻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是在双方处

于正常同居关系期间,男方对女方的反复性暴力行为仍有

可能发生。而此时,受害者在备受蹂躏,虐待,甚至是摧残

的同时,却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这显然是与我国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则相悖的。

更何况如果双方处于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或者是提起离

婚诉讼后的时间里发生了婚内强奸行为,如果不予以一定

的法律规定与制裁,便与纵容强奸罪的发生无异了。

( 3)对于折衷说 ,我赞同折衷说所阐述的观点 ,但同时

该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该观点在夫妻关系处于

正常时期的法律规定是空白的,正如上文所说,处于正常时

期的夫妻关系发生婚内强奸,妻子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也

得不到安全的保护。这比婚外强奸更可怕 ,因为婚外强奸

中被害人可以得到有利的保护,犯罪人也能绳之于法,然

而,在婚内强奸中,妻子却无处申诉, 将可能反复遭受丈夫

的性摧残。

2 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见解
论述完对当今我国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三种不同观点

的自我见解之后,我想谈谈我对我国是否要将婚内强奸犯

罪化的认识与理解。

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说 ,我国∀刑法#第 236条规

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里, ∀刑法#并未对 强奸 这一术语作
出明确的界定,如我们所知, 在一般人眼中, 强奸 一词表
达所表达的意思近似于 男方违背与其无婚姻关系的女方

的意愿,通过暴力, 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

为 ,对于存在于合法婚姻存续期间的双方发生的强迫性性
行为是否能如此称呼并无准确的判断。 强 即意味着 强

行 或 强迫 ,而 奸 一词根据∀新华词典#等权威工具书的
解释,可指男女之间发生的不正当性行为。何为 不正当 ?
我认为,若丈夫在违背妻子意愿的条件下强迫妻子进行性

行为,即可确定为不正当。其次, 1997年∀刑法#修订时,关

于∃强奸罪%的规定完全照搬了 1979年∀刑法#第 139条: ∃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立法者自然也就没有相关的立法说明,而 1979

年∀刑法#起草时,由于婚内强奸现象未曾凸显,因此立法机

关也同样没有相关资料留下。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机
制还存有很大的缺陷 ,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不能做

到及时的改进与更新,因此不能体现出国家对婚内强奸这

一社会现象所持的立法态度与立法意向。

我认为 ,夫妻双方在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或者长期分居

期间,因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妻子发生婚内强奸行为的,

可以构成强奸罪。尽管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负有

同居义务,夫和妻享有请求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同时

也负有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义务。但法律承认同居义务的

存在,并不是对夫妻性自由权利的完全否认与波多,并不意

味着丈夫可以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

系。性的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在夫妻双方办

理离婚期间或长期分居期间, 妻子当然的有权拒绝丈夫的

任何的性方面的要求。如果丈夫强迫妻子与其发生性行

为,即可以构成强奸罪。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

其犯罪主体具有一般性,有行为能力的男子都可以成为强

奸的犯罪主体,丈夫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丈夫违背妻子意

志而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 

3 我国婚内强奸立法之我见
尽管不否认我国应将婚内强奸纳入刑法典立法的需

要,但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对于婚内强奸犯罪化问题,在司法

实践过程中所会面临的困境与艰难。 婚内性关系兼具合

法性、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认定婚外强

奸,取证相对容易,如物证 (精斑 )、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等;而认定婚内强奸 ,取证的可行性及客观性有待解决,不

仅司法操作上难度很大,而且直接危及到家庭和社会的稳

定。 一方面, 从理论上说,强奸罪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

之发生性关系。这里的 意志 究竟指的是一时的意志,亦

或是一贯的意志,法律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从常识上说,夫

妻之间的感情具有变化不定,难以捉摸的复杂特点,可变性

程度高,比如妻子在一时愤怒下告发丈夫强奸,事后如果不

能接受丈夫定罪量刑的事实怎么办;另一方面,婚内强奸的

犯罪化的最困难之处在于取证的困难,在我国尚未规定明

确的分居制度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当事人在当时的意志,如

何提取当时现场的物证,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可以说,如

果没有处理好婚内强奸的相关案例, 就可能会导致婚姻家

庭与社会的破坏,甚至夫妻感情的破裂,比如妻子可以以此

要挟,诬陷丈夫怎么办。

对此,正如些许学者所提出的 , 刑法上排除夫对妻成

立强奸犯罪的可能,是基于刑法作为后盾法必须与婚姻法

之间保持协调,不致因刑法的适用产生与婚姻法义务的抵

触。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对丈夫侵犯妻子权利的行为无能

为力而袖手旁观。 我认为, ∀刑法#第 260 条第一款规定: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 第二款规定: 犯前款罪, 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款规定: 第一款

罪,告诉的才处理 ,此条规定的虐待罪在犯罪客体,即共同

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与被害人的身心

健康与犯罪客观特征,犯罪主体方面都与婚内强奸行为相

吻合,其中的 情节恶劣 范畴正可以包含丈夫强行对妻子
实施性行为对妻子身心造成的痛苦与摧残。因此对于夫妻

双方在未处于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或者分居期间,因为丈夫

违反妻子意愿 ,强迫妻子发生性行为 ,即使丈夫采用了暴

力,更适宜按照虐待罪处理 ,也不适宜认定为婚内强奸依照

强奸罪论处。这样也与我国刑法 罪刑法定 及 罪刑相适

应 原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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