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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人权正当性的回答是达成人权真共识的前提。欧陆传统的先验式人权推定和英伦传统的经验式

人权推定、自然权利理论和功利主义学说等等 ,都经受不起人权正当性的进一步追问。人权的正当性来自价值判

断 ,根源于人们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 ,体现了人类弥足珍贵的道德情感。作为价值判断的人权无关真假 ,是一

种类似于真实性的要求。人权的概念产生自西方 ,但在儒家的良心理论中却可以找到人权本原的最佳阐释。个

人主义与权利观念的缺失应该是儒家虽有丰富的良心理论而未发展出人权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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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人权只需要信仰而不需要理由 ,但在人权被作为常识接受下来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固定下来

之前 ,人权的来源问题 ,即人权的正当性问题仍然是所有人权主义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这是人权理论

中的一个基本问题①。也只有在对人权的哲学基础作出回答之后 ,对人权的态度才能真正明确 ,人权法

才能真正具有权威性 ,人权的普遍共识才有可能达成 [ 1 ]。

一、人权推定的困惑

经典的人权理论诉诸人性或人的尊严 ,人权被表述为人依其本性所应享有的权利。进一步的解释

表明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享有的权利。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人权的正当性在已有的分

析进路中无疑已经是最切近的了 ,但仍然给人以不够畅快深入之感。毕竟在人性与人权之间还有一层

间隔 ,从人性到人权 ,终究还需要搭起一座桥 ,况且在对于人性问题的阐释上 ,哲学人类学更多地类似于

公理而不是定理 ,它们更多地是被设定或者至多是被间接辩护的起点 ,而不是哲学论证的结果。所以 ,

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 ,“或是把若干理论中的旧观点改头换面重复一遍 ,或是仅限于进行某种特定理论

所许可范围内的争论。而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都不能获得有说服力的论证 ”[ 2 ] ( P19) 。

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的二元区分久已成为方家比较分析的一个有效坐标 ,对人权的分析也不例外。

此即两种人权推定方式的界分 [ 3 ] ( P146)
。在柏克的英国传统中 ,人权是英国人的传统权利、习俗权利 ,要

求人权不过是要求君主尊重他们古已有之的东西 ,人权的根据是既成的事实 ,这是一种经验式的人权推

定。而在法国传统中 ,人权是来自于自然法则的自然权利 ,是简单的无可辩驳的政治原理 ,享有人权是

因为自然法则的规定 ,这是一种先验式的人权推定。

我们看到 ,无论是经验式的人权推定还是先验式的人权推定 ,都经受不起对人权正当性的进一步追

问。经验式的人权推定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先前的英国人真的曾经享有那些而今期待被恢复的人

权吗 ? 即使过去曾经拥有某些权利 ,“曾经拥有 ”能成为正当性的理由吗 ? 另外 ,英国的权利推定就其

只要求英国人的权利而不是每个人的权利而言就很难说是人权推定 ,英国人在要求这些权利时可能对

人权为何物尚茫然不知。英国的《大宪章 》之所以被视为人权典章只是由于它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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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了王权 ,而不是由于它主张了人权。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 ,英国经验式的人权推定如果我们仍然称之

为人权推定的话 ,也远没有法国先验式的人权推定影响深远。

法国先验式的人权推定把人权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 ,而自然权利的来源是自然法。自然法学说

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古代的自然法学说并不以自然权利为核心 ,自然权利是近代的产物。在自然法

向自然权利的伟大转变过程中被赞为迈出关键性一步的哲学家 ,从奥卡姆到格老秀斯、霍布斯或是洛克 ,

人们说法各异 [ 4 ] ( P13) 。多数评论家认为 ,霍布斯是确立现代个人权利传统的奠基人 ,是第一个以权利思想

完全取代正义范畴的哲学家 [ 4 ] ( P13) [ 5 ] ( P74) [ 6 ] ( P47) 。霍布斯不再像古代自然法那样把一个客观的秩序作为理

论的起点 ,而是把自然权利作为理论起点。这种自然权利是一种绝对合理的主观声称 ,它非但不依赖于

任何事先存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 ,相反 ,它本身是所有法律、秩序或义务的渊源 [ 5 ] ( P74)
。霍布斯的自然

权利就是近代人权的源起。他把个人从社会等级中分离出来 ,“观察者的眼睛已经被训练成不再关注

社会 ,而是关注人类社会之前自然状态下的孤立的个人 ,不是从和谐的政治秩序而是从其对立面去寻求

自然权利 ”[ 4 ] ( P77) 。自然权利是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或者说享有自然权利是自然状态中

的客观存在 ,而这种客观存在显然又极为符合自然、正义和绝对合理 ,保障自然权利就成为了自然法。

这样 ,在自然权利观念的统摄下 ,近代自然法颠覆了古代自然法 ,自然法变成了人权法。

①　人权的正当性也带有人权的可接受性含义。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已经产生三个多世纪了 ,但大量人权侵犯的事实说明 ,人权

在实质上还远未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物。

②　在经济分析法学的分析模型中 ,包括生命、情感等等都可以通约为成本、效益 ,从而进行量的计算。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模型虽

然对社会生活和法律现象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但对于人权问题却未必适用。人权是在与诸如此类的学说理论对抗意义上的理论或在这

些理论都不奏效情境下的最后诉求 ,对于它们而言具有最高性与最后性。正如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所坦言的 ,“读者必须牢

记 :经济学后面还有正义”。

③　“理性”和“良心”提示了人权的哲学基础 ,而良心是从“仁”字翻译过来的 ,把“仁”写进世界人权宣言这一颇具建设性的贡献应

当归功于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先生 ,这可以看作是儒家价值观对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贡献。

　　在笔者看来 ,先验的人权推定与英国经验的人权推定在思维进路上有着实质的暗合之处 ,只不过先

验理论是把人们享有自然权利这一“事实 ”提前到了人类进入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之中。自然权利理

论尽管十分诱人 ,并很快成为革命的话语 ,但如何证明自然法、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存在 ,却是自然法

学说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 ,在功利主义和实证法学的凌厉攻势下 ,自然权利理论自 19世纪始逐渐式

微 ,先验式的人权推定终告破产。

与人权理论相一致 ,人权宣言和人权法不能对人权的来源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自然法理论式微之

后 ,功利主义学说成为人权理论的主要思想基础。自然法理论和功利主义思想各领风骚 ,这种状况一直

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 7 ]。功利主义思想虽然极为有效地揭示了自然法理论的致命缺陷 ,但功利

主义本身并不比自然法理论更堪重任 [ 1 ]。首先 ,作为功利主义推论前提的是快乐与痛苦的通约 ,但快

乐与痛苦是否可能及如何通约 ,这是功利主义者无法解答的问题② [ 8 ] (上卷 , P32)
。而功利主义者把“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 ”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 ,其中包含着极为危险的抹杀个人的倾向。可以想见

的是 ,如果侵犯某些少数人的权利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话 ,那么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 ,这种侵犯就是合

理的和可行的。但这恰恰抹杀了作为人权基础的个体的人 ,降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从而与人权思想构

成了深刻的矛盾 ,陷入了抽象地肯定人而具体地否定人的泥淖之中。功利主义人权观导致的结果可能

是剥夺人权 ,甚至生命权。而且 ,“最大利益和幸福 ”如何在“最大多数人 ”中间分配及分配得是否公正 ,

功利主义也并不关心 [ 9 ] ( P17)
。功利主义原则无法为人权提供哲学上的绝对根基 ,所以 ,“二战 ”以后 ,功

利主义只能退居一隅 ,而人权理念却与自然法思想的复兴遥相呼应。但自然法无疑早已失去了往昔的

号召力 ,它的复兴实际上表明的是人权在哲学上的贫困及其无所依傍的尴尬与无奈。我们看到 ,为了争

取《世界人权宣言 》的通过 ,起草者们不得不同意保留彼此在人权正当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虽然提示

了“理性 ”和“良心 ”这两个哲学性主张 ,可以看作是对人权来源的一个隐约的交待 ,但却谨慎地避免人

们对其作进一步的关注③ [ 10 ] (P42)
。宣言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或哲理性的 ,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当

然无可厚非 ,而且也极具技巧。不过 ,人权正当性这样的基本问题虽然在人权宣言和人权法上可以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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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避 ,人权理论却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

二、人权的道德意蕴

人权无法从上述理论中得到透彻的解释 ,阐释人权的正当性只能另开新路。正当性是一种价值

判断。逻辑实证主义者曾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的二分 ,认为评价性话语根本不同于描述

性话语 ,评价性话语并不是由命题构成的 ,无所谓真假 ,它不断言任何东西 ,从而既得不到证明也得

不到否证。著名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艾耶尔认为 ,我们不可能寻得一个判决伦理判断有效性的标

准 ,因为伦理判断 ( ethicaljudgement)根本就没有客观有效性。表达道德判断的语句不述说任何事情 ,

它们只是纯粹的情感表达 ,故不属于真与假的范畴①[ 11 ] ( P272) 。笔者认可价值判断的情感属性 ,认为作

为价值判断的人权也无关真与假 ,真与假的问题只涉及事实上的人权。在人权观念产生之先 ,事实

上的人权是否为真 ? 这个问题与人权是否正当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但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仍

具有知识上的意义。笔者认为 ,如果我们不改变人权是每个人只作为人就享有的权利这一衡量标准

的话 ,在人权观念产生之前的人权事实是得不到经验论证的。在人们发出人权的呼唤之前 ,有哪一

项权利是一个人仅凭其是人就享有了的呢 ? 权利的历史不是人权的历史。正因为历史权利与人权

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经典作家才会指出人的解放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而

如果把事实上的人权界定为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人那里都没有得到

应有保障的话 ,那么“事实上的人权 ”与“应有人权 ”[ 12 ]之间就失去了实质上的区别 ,“事实上的人

权 ”也不过是以假为真罢了。

人权作为一种价值 ,当然也不是一个真与假的问题 ,而只是人类道德发展的产物。人权的来源

是人的道德性。虽然人的需求常常被用来定义人权 ,但“人们并不是为了生活而需要人权 ,而是为了

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需要人权 ”。人的需求由此而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

人权基础的“人性 ”只是一个道德假定。“人权常常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 ,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否定

某人对这些权利的享用 ,因为每个压迫性政权都使其人民疏离其人权 ,而是说如果丧失了这些权利 ,

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不可能失去这些权利而过一种称得上是人的生活。”[ 2 ] ( P12 - 15)
人权首先

是道德权利 ,这样的判断表明的是 ,人权的正当性既不是来自于国家、政府或法律 ,也不是来自于自

然的赐予 ,而是来自于人的道德心。这种道德心一直以来被人们赋予无数美好的想象。从斯多噶派

信徒宣称的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则 ,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宣称的自然权利 ,其实都只不过是他

们的道德理想。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表达一种价值观 ,表达一个他们自己所赞同的信念。他们坚信 ,

这种价值观、这种理想和信念是如此正当 ,以至于他们直下断言 :这就是自然法则。所谓的自然法 ,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客观化了的主观价值追求。正如梅因在他的《古代法 》一书中所认为的 ,“自然

法 ”的观念是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一个道德世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类别的区别大概也在于 ,

人类在物质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精神、道德、伦理、意识、观念的世界。否则 ,人类就会像其他类别一

样 ,只不过是自然界物质能量转换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 ,受着单纯的本能的支配。法律被视为各方

实力博弈的结果 ,权利是实力较量的反映 ,人权的争取和承认也摆脱不了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仅仅

是就权利和人权的制度化而言的 ,实力可以使人权获得承认而不能从根本上证明人权的正当。人们

接受一项权利也需要理由 ,权利的概念本身就是以正义作为其逻辑基础的 [ 3 ] ( P27)
,但主张人权需要比

主张权利更多的理由。历史权利与人权的区别也体现在对人权正当性的说明中 ,比之于权利 ,人权

无疑更是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追求的反映。

人权体现的是人最弥足珍贵的一种道德 ,而这种道德是直接来源于人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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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艾耶尔看来 ,一个命题中伦理符号的出现不会给这个命题增加任何实际内容。但普特南认为 ,人不可能不带任何道德观念

或价值观念而纯粹地、绝对中立地描述客观事物 ,因为“任何概念框架的选择都预设了价值”,因此没有什么纯粹的描述性话语。笔者认

为普特南的观点只涉及描述性话语是否可能的问题 ,而无涉价值的真假问题 ,因此与笔者所赞同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并无实质上

的抵牾。



辑实证主义已经使“伦理学失去了本体论基础 ,使道德言说变成了不具有客观有效性的情感宣

泄”[ 11 ] ( P273)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 》中指出 ,当代西方是一个以情感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时代 ,因而必然

是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由于对以情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道德传统文化没有信心 ,他主张返回到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之中 ,这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走向 ,此即方兴未艾的“新亚里士多德主

义 ”[ 13 ] ( P218) 。而哈贝马斯则通过对规范性命题与断言性命题的区分 ,力图驱散元伦理学怀疑主义的迷

雾。一方面 ,他认为“任何对客体的描述都排除不了人的主观意识 ”①;另一方面 ,他认为在实践问题上

同样具有真假性问题 ,换言之 ,行为善恶问题同样具有真与假的认识论价值 ,只是它与关于事实的认识

论论证有区别 ,即规范性陈述的有效性要求是“类似于一种真实性的要求 ”[ 14 ] ( P224)
,所以 ,虽然人权本身

无所谓真假 ,普遍人权观念的建立也是非必然的 ,但普遍人权的观念仍然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而且应该

也是可能的。因为价值虽无所谓真假 ,但是人们的心理反应、情感体验却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可交流、可

相通。所以至少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低限度的道德标准 ,能够与各种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和谐共存。

例如 ,“为了纯粹的私人目的或为了满足虐待狂似的愉悦而杀人 ”在任何的文化中都是不可容忍

的 [ 14 ] ( P5) 。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 》一书中提出“经验变先验 ,历史建理性 ,心理成本体 ”,“道由情

生”②[ 15 ] ( P2)
,笔者认为这正是切中肯綮之语。从情感主义③中可以推导出一种“类似于真实性 ”的要求 ,

即类似于真理的道德。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元伦理学之所以导致道德怀疑主义 ,其局限性在于其第一人称话语模式 ,即停留在

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的疆域内 ,因而回答不了道德规范的普遍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基点从

单主体转移到交互主体性的交互活动上 ,“人们对于规范的共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建立在可以经过合

理话语讨论而产生的对有效性要求的合理期待上”。“在道德论证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不能独白似地处理 ,而

需要一种合作性努力。”哈贝马斯认为 ,这样一种普遍性道德是历史的产物 , 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大灾难表

明这种道德观既十分重要 ,又十分不牢固 ,因此需要强调道德普遍主义④[ 13 ] ( P269)
,即基于平等而充分的道德

对话和商谈的道德共识。这种道德共识应建立在人类的公共理性之上 ,是跨文化的全球伦理、普世伦理和

底线伦理 [ 16 ] ( P535)
。商谈的重要性从《圣经》中可以得出 ,上帝为阻止人们建造“巴别塔”而有意乱了人类的

语言 ,语言正是今天我们所要重新使用的手段 ,我们需要一座“巴别塔”,这就是人权之塔。

三、良心与人权

从道德、情感和心理上解释人权 ,人权首先是自私的 [ 17 ]。他人对于自己来讲是他人 ,自己对于他人

来讲也是他人 ,当在心理上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处境最不利者时 ,主张人权就能够满足每一个人保护自

己的心理需要 ,于是人权首先从人的自私性上获得了解释⑤[ 18 ] ( P102) 。但是只是基于自保的考虑也并不

足以充分解释人权 ,因为有些人的人权显然并不与自身发生直接的联系⑥。例如一个男性相对于女性 ,

一个成年人相对于少年 ,要求女性的人权和要求未成年人的人权对一个成年男性来讲就无法解释为自

我保护的需要。从功利的角度和经济分析的角度考虑 ,一个人难道不是往往能够从别人的不享有人权

中获利吗 ? 但为什么仍然要把权利推及每一个人 ,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曾经谋面的和永远不会谋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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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与普特南的“没有纯粹的描述性话语”的观点相一致。

周汝昌认为“体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笔者认为这与李泽厚的“道由情生”有暗合之处。

情感主义认为 ,所有的道德判断 ,在其本性上 ,都不过是言说者的爱好、态度或感情的表达。

哈贝马斯区分了实用性理性 (目的合理性 )、伦理理性 (生活领域的自我价值决定 )和道德理性 (涉及我们的行为与他人行为的

关系 ) ,认为只有道德领域是完全交互主体性的视野。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自私”,其意义等同于卢梭所界定的“自爱”。卢梭认为自爱是人最根本的欲念 ,人类最原始的关怀就是对

自己生命的关怀。但他将自爱与自私作了区分 ,自爱主要指关怀自己的生存和欲念 ,只涉及自己 ,而自私则是指处处要占第一的心 ,涉

及他人。本文中的自私 ,也是指自爱那种消极意义上的对自己的关怀———即保存自己的生命 ,避免给这生命带来戕害和痛苦。

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为了预防将来可能的不利处境肯定会考虑各种可行的方法 ,而争取人权可能不会被作为优先的方法 ,

相反他会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从根本上消除自己处境转变的发生机率 ,其采用的方法可能就会包括无视或侵犯他人的人权。另

外 ,将来可能面临的不利处境在今天来看 ,除去还有一个发生机率的问题以外 ,其实其可怕的程度也已经降低了 ,所以一个人只有自利

心就不大可能要求人权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尤其甚至敌人 ? 说明人权的来源正是要说明这一点 ,这才是人权真正的独特的本原。

人权概念产生自西方 ,但笔者却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了人权本源的最佳解释 ,那就是良心。人权以人

的同类感为基础 ,以人对人的恻隐之心和爱心为基础。恻隐是一种最原始的道德感情 ,“在人类还没有

形成任何明确的道德规范 ,没有形成对道德义务的观念和情感之前 ,就已经有同类或同族之间的恻隐之

情在原始人的心中萌动和活跃了。这种恻隐之情起着维系群体、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道德的作

用”[ 18 ] ( P56) 。人以恻隐之心来体验和感受着他人的痛苦并希望减轻和消除这种痛苦 ,人以爱心来体会和

感受着他人的幸福并愿意增进这种幸福 [ 19 ]。人与人之间基于同类或同族的认同感 ,形成了同类相连的

人心 ,也形成了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最朴素的思想。恻隐之心最早是由孟子言明的 ,他

以一个人在看到一个无知的孩子即将匍匐入井时所产生的情感来说明人的恻隐之心。不管这种恻隐之

心是否引发了道德的行为 ,或者引发的道德行为是否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这种恻隐之心本身作为一种道

德情感都是独立存在的 ,哪怕非常微弱 ,哪怕只是一闪念 [ 18 ] ( P50 - 100) 。恻隐之心是道德的源头①。因为

恻隐之心是外向于他人的关切 ,而不同于内向于自己的自爱 ,只有在面向他人时 ,对痛苦的感受才具有

道德意义。单独的自爱是建立不起真正的人权的 ,人权的利己而不损人性决定了人权必须是把对自己

的爱与对他人的同情、同感联结起来才能达成的 ,否则所争取的就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人权。能够把人

们联结起来的最有效之物就是共同的痛苦。共同的痛苦在人们中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 ,比快乐在人

们中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要牢固得多。而且 ,人们比较容易同情他人的不幸和苦难 ,却不容易同样程

度地去欣赏他人的成就和快乐。“心灵在苦难中比在享乐中更容易相互寻求、相互接近。人们集合在

一起 ,更多地不是因为要谋求快乐与享受 ,而是因为有共同的困难要克服。甚至政治社会的形成也可以

说是由原始状态中的种种困难与不便无意中逼迫出来的 ,而不是根据一个美好的蓝图而有意创建

的。”[ 18 ] ( P66)

在西方理论中 ,良心远没有取得在中国儒学中的那种众善之本的地位 ,而且也罕见不与上帝相联系

的良心理论 ,但也不乏对良心的推崇 ,否则西方也无法推导出人权概念。在西方奠定良心概念的是英国

的约瑟夫 ·巴特勒 ,他详尽地分析了人的本性 ,认为人的本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而居于人性结构最高

层次的 ,是人的道德的能力 ,即良心。良心是人的主宰 ,它既不会与仁爱冲突 ,也不会与明智的自爱冲

突。而卢梭认为 ,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 ,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具

体生活准则 ,但当我们需要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好坏作出判断时 ,却都要以内心的这个原则为依据。良

心是灵魂的声音 ,欲念是肉体的声音 ,欲念告诉我们要关心自己 ,良心则告诉我们不要损人利

已 [ 18 ] ( P31 - 32)
。利已而不损人 ,这正是人权的属性。其实在功利主义者的理论中 ,“同情 ”这种道德情感

也早已经与人权有了联系 ,米勒认为 ,“功利原则成了促进人类同情、互爱这种自然情感的最好手段。

他说 ,正如我们对犯罪感到恐惧一样 ,我们对他人的需要同样具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情感。普遍功利主义

的目的正在于增进我们的自然同情心 ,反对对同情心的扼制 ”[ 3 ] ( P27) 。西方 17和 18世纪的哲学家和心

理学家也是从同情、同感出发对博爱进行理论表述。“同情要么被解释成人为的设身处地 ,即设想自己

处在他人心灵状态这一情状 ;要么被解释为我们自己在类似诱因下所体验的情感状态的再现 ;要么被理

解为卷入他人的情感情状 ,即潘恩所谓的情感幻觉 ,我们见人遭受痛苦便一下子觉得我们自己似乎也在

遭受痛苦 ;要么被理解为一种对再现的自身情感体验的移情 ,这种情感体验是通过对他人情感表达的模

仿而直接激发出来的 ;或者干脆被仅仅理解为最初已产生并固定下来、对种属有益的行为冲动的一种心

理伴随现象 ,如达尔文所述的在动物界已经可以感知到的合群欲的后续现象。”[ 20 ] ( P95)
胡塞尔也借用在

心理学上和美学上已经广泛运用的这个独特的概念 ———移情作用 ———来确立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即

以“移情作用 ”为中介来体认他人的生活经验 ,从而建立起主体间性的世界②[ 21 ] ( P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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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关于道德价值判断之起源的探究堪称寥寥 ,在少得可怜的探究之中 ,尼采把怨恨看作道德价值判断的根源。”见马克斯 ·

舍勒著《价值的颠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 4页。而波斯纳认为 ,“所谓普适的只是道德的情感 ,也就是道德

的情绪。其中包括内疚和愤慨 ,还有某种形式的厌恶 ,但是不包括利他主义 ,我们将看到 ,利他主义主要不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原文“情

感”二字下面有着重号 )。见理查德·A·波斯纳著《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7页。

在胡塞尔建立起意向性系统以后 ,也没有放弃“移情作用”,只是强调它必须诉诸真正的现象学描述。



西方的良心理论是有限的 ,启蒙思想家们对博爱的关注远不及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关注。这一点

也与启蒙运动中所建构的形而上学的主体有关 ,主体被预设成那样一个理性的文明的形象 ,每个人都是

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最好追求者 ,都能够在自利的动机下取得自己的利益 ,自爱就足够了 ,博爱实

在是不必要。所以 ,启蒙之后 ,“博爱已经降格为一种相对次要的工具价值 ”[ 11 ] ( P130)
,因为在一个追求功

利的社会里 ,“从因果立场看 ,其他情感和欲望 ,如自我求生欲、性欲、嫉妒心、支配欲、虚荣心等 ,都比爱

更能促进福利、推动福利 ”[ 20 ] ( P97) 。自由主义式微的 19世纪 ,同样也是一个人与人的恻隐之心同情之爱

惨遭蒙蔽的世纪 ,直到惨绝人寰的“二战 ”,人们久已沉睡的良知才被唤醒。也正是因为这场道德灾难

的震动 ,“二战 ”后的欧洲人民才更为珍惜人权的价值与意义。

良心是一种善根 ,它如此珍贵 ,闪念之间可能稍纵即逝。《世界人权宣言 》的起草者们明显地已经

洞察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宣言的早日通过 ,因为他们十分清楚 ,随着战争记忆的逐渐

模糊 ,现实的利益纷争会一点点地瓦解人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同情 ,被战争所激发的恻隐之心也会渐

渐淡化 ,到那时 ,通过普遍人权宣言的希望将会化为泡影。良心是人权的本原 ,但良心理论并不能自动

转化为人权理论。个人主义与权利观念的缺失应该是儒家虽有丰富的良心理论而未发展出人权概念的

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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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stice of Human R ights and Theory of Con sc ience

QU Xiang2fei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 niversity, J i’nan, 250100, Ch ina)

Abstract: The answer to the justice of human rights is the p rem ise of the true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human rights. None of

the theories on human rights of European ap rioristic one, B ritish emp iricist one or the one base on utilitarianism can bear further

inquiry of justice of human rights. The justice comes from value judgment, originates in human’s inner feeling and sp iritual expe2
rience, and p resents the p recious morality of mankind. To say, human righ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rue or false, but a request

sim ilar to trueness. The concep t origins in the W est, but we can find the best exp lanation on the sour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conscience. The lack of individualism or idea of right must be one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ough there was rich

theory of conscience in Confucianism, but did not develop the concep t of human rights.

Key words: Human rights; Conscience;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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