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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利作为要求

———超越利益论与选择论之争

张峰铭 ∗

摘

要: 面对当代权利扩张的趋势, 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是反思拥有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

过剖析权利实践可以发现, 拥有权利的核心既不是利益保护, 也不是对义务的意志控制, 而是拥
有 “ 发出要求” 的资格。 这种资格的根据在于主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 因此, 拥有权利的重要
性在于, 通过发出要求来确证权利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 捍卫权利人的个体尊严。 以
要求为核心的权利观预设了以下事实前提: 每一个权利主体都具有偏好自治的能力和与其他权利
主体相互共情的能力。 这些事实性前提为权利主体范围划定了边界。
关键词: 权利; 要求; 资格; 个体尊严; 共情

一、 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 “ 为权利而斗争” 成为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方面体现为越来越多

的利益类型被纳入权利的保护范围, 另一方面体现为权利主体的扩张, 乃至出现了 “ 死者权
利” ① “ 胎儿权利” ② “ 动物权利” ③ 等新兴主张。 面对有关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的争论, 有必
要反思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什么。 换言之, 要理解、 反思和规范当代权利扩张的趋势,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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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话语变成一种无独特内涵的修辞, 需要回到道德权利的基本理念。 这是因为各类权利运
动的支持者们往往并不要求法律随意 “ 创造” 权利, 而是要求法律 “ 确认” 已有的道德权
利。 面对这种要求, 人们不得不反思拥有道德权利意味着什么, 并在此基础上回答 “ 道德权
利为什么重要” 以及 “ 谁能够拥有道德权利” 等问题。 因此, 如无特殊说明, 后文所称的
权利都是指道德权利。

权利分析大体存在两种路径: “ 普遍用法路径” 和 “ 独特实践路径” 。 普遍用法路径侧

重于为人们公认的具体权利情形提供一般性的解释。 这一路径的支持者往往首先列举人们普
遍认同的各类具体权利, 再从中提炼一般性的权利概念。④ 独特实践路径则侧重于考察权利
在人类规范性实践中是否发挥着独特的功能。⑤ 如果一个无权利世界与有权利世界相比不存
在任何实质规范性差异, 那么权利概念就是冗余的。 普遍用法路径是当代权利分析的主流范
式, 具体表现为选择论与利益论之争: 双方均指责对方的理论无法精确匹配日常实践中的典
型权利情形。 选择论者认为, 利益论过度拓宽了权利人的范围。 因为利益论将权利人等同于
义务履行的受益人, 所以在存在第三方受益人的情形中, 利益论会导致权利人范围的不当扩
大。⑥ 利益论者则认为, 选择论的权利观念过于狭隘, 如果拥有权利等同于对特定义务的存

续拥有支配力, 则无法解释无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和不可放弃的权利。⑦ 为了应对这些批评,
双方也会发展出更加精细的理论版本。 利益论者可能主张, 只有利益能够证成义务的受益人
才是权利人。⑧ 选择论者可能主张, 所谓的不可放弃的权利仍然保留了权利人的部分控制
力, 如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处分权。⑨ 这些局部修正往往又会产生新的匹配性问题, 使得相
关争议往更加琐碎的方向发展。
一般认为, 普遍用法路径存在下述两个优势: 第一, 对日常实践的反思是权利分析的当
然起点。 权利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 其本身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实践, 人们探究权利概念也
是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的社会实践。 第二, 聚焦于权利的普遍用法可以抵制私人价值偏
好的影响。 权利分析的目的之一是为实质的权利证成理论提供一个公共的概念平台, 聚焦于
普遍用法可以防止人们根据自身的实质立场选择偏好的权利概念。 然而, 普遍用法路径也存
在两个根本性缺陷: 第一, 日常语言实践并不基于单一理论逻辑展开, 试图为各类具体权利
情形寻找一般性说明可能是徒劳的。 第二, 过度强调普遍性可能恰恰会背离权利分析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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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利作为要求———超越利益论与选择论之争
 权利分析不是概念游戏, 而是从

———理解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即权利发挥的独特功能。

一开始就带有实践性的关切。

与普遍用法路径不同, 独特实践路径通过探究权利的核心情形来理解和反思权利实践。
独特实践路径的优势在于, 它同样聚焦于日常实践, 但并不强求解释的一般性, 而是试图理
解权利在人类规范性实践中的独特功能, 回归权利分析的初衷。 这不会导致权利概念受到研
究者个人价值偏好的左右, 因为日常实践仍然是反思的起点, 且对权利独特性的探究受制于
对其他规范性概念的一般理解。 本文将采用独特实践路径, 这不仅是基于上述理论优势, 还
因为该路径有助于划定权利的领域, 能够为当下的权利实践提供批判和指引标准。 要把握权
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一种研究策略是反思权利与其他类型的道德理由存在何种差异。 斯蒂芬
 另一种有效思考方式则是先假想一个没有权利或者

·达沃尔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工作。

权利被单一主体垄断的世界, 然后反思, 在这个世界中, 人们究竟缺失了什么, 这一缺失是
 本文试

否导致人们的生活在某个层面变得更糟。 乔尔·范伯格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开创者。

图运用上述研究方法,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展开推进。
本文试图超越普遍用法路径下的利益论与选择论之争, 探究道德权利的独特实践功能是
什么,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道德权利为什么重要, 以及谁有资格拥有道德权利。 本文将
首先探究权利与利益、 义务等相关概念的关系, 说明权利是一种独特的道德理由, 不能被还

原为利益和一般性道德义务。 而后, 从 “ 要求—答责” 这一独特道德实践出发, 提出一种第
二人称的道德权利观点, 说明权利概念的独特实践功能, 并指出这种独特功能的道德重要性
在于确立了权利主体的个体尊严地位; 最后, 探究拥有道德权利需要满足哪些事实性前提条
件, 从而回答权利主体的范围问题。

二、 权利不是什么
为了理解权利的独特实践功能, 可以先探究权利不是什么。 下文将从概念上说明, 权利
不能被还原为利益和一般性道德义务, 权利是一种约束相对人行为的独特理由。 本部分的工
作是铺垫性的, 关于这种理由是否真实存在、 来源是什么, 则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
 本文对该情境

斯蒂芬·达沃尔提出过一个踩踏情境, 可用以说明权利理由的独特性。

进行了部分改编, 希望有助于澄清相关问题。 假设完全行为能力人 A 踩住了另一个完全行为
能力人 B 的脚。 此时, C、 D、 E 三人路过看见, 分别试图劝说 A 将腿挪开。 C 说: “ 你应当
挪开腿, 因为你的踩踏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D 说: “ 你应当挪开腿, 因为你有不踩踏他人的













关于核心情形的方法论意义, See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11.
See Stephen Darwall, 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10.
See Joel Feinberg, “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 4, No. 4 ( Dec. , 1970) ,
p. 243.
See Stephen Darwall, 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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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E 说: “ 你应当挪开腿, 因为 B 有不被踩踏的权利。” B 说: “ 快挪开你的腿!”

上述四句话蕴含了几个指引 A 挪开腿的独立行动理由? 这取决于如何看待 “ 损害他人

的利益” “ 不踩踏他人的义务” “ 不被踩踏的权利” 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部分将主张, “ B 有
不被踩踏的权利” 本身构成一个独立的理由, 不能被还原为 “ 踩踏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或
者 “ A 有不踩踏他人的义务” 。

( 一) 权利不能被还原为利益

本文认为, E 提出的权利理由不能被还原为 C 提出的利益理由, 原因是: 第一, 诉诸利

益无法解释权利的规范保护力为什么往往高于利益。 第二, 更重要的是, 利益损害是一个后


果性理由, 而侵犯权利是一个道义性理由, 这二者在性质上不可化约。

关于权利的规范保护力, 已有学者作出充分论证, 其核心观点是, 权利理由具有的规范
 假设甲对某件破衣服享有所有权。 这件衣服不值钱,

权重往往大于利益具有的规范权重。

且对甲没有特殊意义, 甚至甲都忘了这件衣服的存在。 然而, 如果乙偷走了这件衣服, 他仍
然侵犯了甲的权利, 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错误。 利益论无法解释此时权利的重要性是什
么。 与 “ 这是我的利益” 相比, “ 这是我的权利” 是一个更强的行动理由。 因此, 要理解权


利的独特重要性, 必须考虑利益之外的因素。

 他们也很难回应第

即使利益论者能够引入其他补充性考量因素来保证权利的规范力,

二个概念性的批评, 即权利理由是道义性理由, 而利益则是后果性理由。 本文所说的后果性
理由, 是指能够被评价为好或坏的客观事态; 道义性理由不指向特定的事态, 而指向特定的
行为。 具体而言, 如果基于利益理由 ( 例如免受痛苦) 要求 A 不踩踏 B, 那么最终目的就是
避免坏的后果。 因此, 如果 A 踩踏 B 能维护更多其他人的利益, 产生更多好的后果, 那么利
益理由就可能要求 A 对 B 施加踩踏。 与之相对, “ B 有不被踩踏的权利” 直接对 A 的行为施
加了要求, 即不得踩踏 B, 这一要求并不指向特定的行为后果。 “ 行为指涉” 而非 “ 后果指
涉” 内在于权利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中。 因此, 权利理由不能被还原为利益理由。
( 二) 权利不能被还原为一般性道德义务

如果权利理由不能被还原为一项利益理由, 那么, 权利理由是否能被还原为一项一般性
道德义务呢? 本文认为, 权利对应的是一项个体指向性义务, 不能被还原为一项一般性道德
义务。 本部分将初步说明个体指向性义务与一般性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别。

 有人可能据此认为, “ B 有不被踩踏的权利” 与 “ A

权利与义务在概念上必然关联。

有不踩踏他人的义务” 实际上仅构成一项 A 的行动理由。 本文则认为, 由于权利的义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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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道德义务是两类不同的义务, 因此, 权利不能被还原为一般性道德义务。 权利之所以
是独立的行动理由, 是因为权利对应了一项个体指向性义务。 个体指向性义务是针对某一个
 具体

体的义务, 而一般性道德义务并不直接针对任何个体, 因此二者之间无法相互转化。

来说, 指向性义务是指对某个个体 “ 负担” 的义务 ( duties to someone) , 而非指向性义务是

 当 A 对 B 负担某种指向性义务时,

指 “ 关于” 某个个体的义务 ( duty regarding someone) 。

A 未履行义务意味着 A 侵犯了 B, B 有资格提出抱怨; 而如果 A 负担着某个关于 B 的非指向
性义务, 那么 A 对该义务的违反并没有侵犯 B, B 没有资格提出抱怨。 一项指向性义务的内
容和一项非指向性义务的内容可能在具体情境中重合, 但此时 A 的行为构成了两个道德错
误, 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错误。 因此, 在踩踏情境中, A 的踩踏行为既违背了 “ 不得踩踏他
人” 的一般性道德义务, 也侵犯了 B 的 “ 不被踩踏” 的权利。

上文仅仅是对指向性义务的一个初步分析。 反对者可能指出, 上述分析只不过是用新的

模糊概念解释旧的模糊概念。 “ 指向性” 的含义是什么, “ A 侵犯 B” 与 “ A 犯了一个关于 B

的道德错误” 之间有什么区别, 并没有被清晰呈现。 本文认为, 要澄清 “ 指向性” 的含义,
就需要从权利人的视角理解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这正是下一部分的工作。
( 三) 小结

综上, 由于权利理由具有个体指向性, 因此权利不同于一般性道德义务; 由于权利理由
具有道义性, 因此权利也不能被还原为利益。 利益、 一般性道德义务、 权利构成三个独立的
行动理由。 作为一项独特的道义性、 个体性行动理由, 权利构成对权利相对人行为的约束。
然而, 上述总结仅仅说明了权利不是什么, 没有正面回答权利是什么。 如果权利只是个
体指向性义务的对应物, 那么权利概念也仅仅起到一个标签作用, 没有独立的道德意义。 权
利如果具有独立的道德意义, 那么它必然具有某种只能从权利主体角度才能被揭示, 且不能
 本文认为, 只有把握住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才能进

被指向性义务概念囊括的独特功能。

一步说明权利概念的独特功能。 下文将考察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三、 要求: 权利实践的核心
从权利人的角度来看, 权利实践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在上文对踩踏情境的讨论中, 本文

仅仅聚焦于路人 C、 D、 E 所作的陈述, 但忽略了权利人 B 自己的表达: “ 快挪开你的腿!”

该表达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要求 ( Demands) 。 本文将主张, 理解 “ 要求” 这种特殊
言语行为, 是理解权利实践最核心的环节。 权利既是约束相对人行为的独特理由, 也是权利
人发出要求的独特依据。











关于指向性义务的研究 述 评, See Simon Cabulea May, “ Directed Duties” , Philosophy Compass, Vol. 10, No. 8
( Aug. , 2015) , pp. 523-532. 之所以要强调指向个体, 是因为非指向性义务也有可能指向某些实体 ( 例如道德
共同体) , 而不是指向具体的个人。 See Stephen Darwall, “ Bipolar Obligation” , in Stephen Darwall, Morality, Authority and Law: Essays in Second-Personal Ethics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0-39.
See Joel Feinberg, “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 in Joel Feinberg, Rights, Justice and the Bounds
of Liberty: Essays in Soci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61.
参见吴然: 《 我们为什么需要权利? ———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 , 《 安徽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1 期, 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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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从权利人视角出发理解权利的特殊性, 有两类竞争性立场: “ 选择论” 和 “ 要求

 这两类主张的共性在于, 它们都认为权利的独特功能在于强调权利主体自身意志的

论” 。
 二者的区别则在于, 选择论将

主动性和行为的主动性, 因而都可以被归入意志论的范畴。

“放弃义务” 作为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而要求论将 “ 要求义务履行” 作为权利实践的核心
情形。 下文将首先反驳 “ 选择论” , 然后正面论述 “ 要求” 为何构成权利实践的核心。
( 一) 选择论的缺陷

选择论认为, 当且仅当某一主体对一项义务的存续具有规范上的控制能力时, 才能说该

 对义务的规范控制能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选择放弃该义务履行

主体拥有一项权利。

的能力, 二是强制执行义务履行的能力。 前文曾提及, 从普遍用法路径内部看, 这一观点面
 选择论者对这两

临两个经典难题: 一是无能力者的权利问题, 二是不可放弃的权利问题。
 一旦搁置普遍用法路径, 转而从独特实践路径切入, 选择论还存

个难题也有自己的回应。

在另外一个根本性难题: “ 放弃义务” 并不是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在选择论看来, 说某主

体拥有一项权利, 就意味着权利主体有规范性权力 ( normative power) 选择放弃某项义务。
因此, “ 放弃义务” 构成权利实践的核心, 如果没有任何义务是可放弃的, 那么实际上就不
存在独特的权利实践。

然而, “ 放弃义务” 不可能是权利实践的核心, 因为放弃的普遍化将使得权利实践自我

瓦解。 下面以所有权为例作出说明。 所有权人可以选择抛弃财产, 即永久放弃所有权中蕴含
的对世主张权, 但这种放弃并不是所有权制度的核心, 因为所有权制度是围绕财产权利的行
使和保护展开的, 而不是围绕财产的抛弃展开的。 “ 抛弃财产” 只是所有权制度的一个次要

组成部分。 一旦 “ 放弃义务” 成为权利人的普遍行为准则, 那么权利实践就自我消解了。 因
此, 即使权利蕴含放弃义务的规范权力, 这一点也不可能成为权利的核心要素, 而仅仅是一


个次要的副产物。 本文将这一反驳称作 “ 不可普遍化反驳” 。

( 二) 要求论的核心要素

为了说明 “ 要求” 在权利实践中的核心意义, 乔尔·范伯格提出过一个著名的 “ 权利

 在这个权利被垄断的世界里, 每个人承担的义务与现实世界相同,

垄断世界” 思想实验。

但权利人只有一个, 即主权者。 举例来说, 在这个世界中, A 仍然有不杀害 B 的义务, 但该
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人不是 B, 而是主权者 S。 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比哪里不好呢? 范伯格
认为, 这个世界将普遍缺乏一类实践———发出要求 ( Demanding) 。 即使 A 试图杀害 B, B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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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imon Cabulea May, “ Directed Duties” , Philosophy Compass, Vol. 10, No. 8 ( Aug. , 2015) , pp. 523-526.
See Christopher Heath Wellman, “ Feinbergs Two Concepts of Rights” , Legal Theory, Vol. 11, No. 3 ( Sep. , 2005) ,
p. 223.
See H. L. A Hart, “ Legal Rights” , in H. L. 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Clarendon Press, 1982, pp. 183-184.
See Gopal Sreenivasan, “ A Hybrid Theory of Claim-Rights” ,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5, No. 2 ( July,
2005) , pp. 259-260.
参见陈景辉: 《 不可放弃的权利: 它能成立吗?》 , 《 清华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第 5-21 页。
这一论证受到耶林论述的启发。 参见 [ 徳] 鲁道夫·冯·耶林: 《 为权利而斗争》 , 刘权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6 页。
See Joel Feinberg, “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 4, No. 4 ( Dec. , 1970) ,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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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格要求 A 履行不杀害义务, 因为 B 并不是权利主体。 只有主权者 S 才有资格要求 A
履行义务, B 则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

范伯格进一步指出, 正是发出要求使得人们能够直视他人的眼睛, 获得自尊与他人的尊

 由此, 他对权利给出以下定义: 有一项主张权 ( have

重, 而这就是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

 为了避免循环定义, 本文用要求 ( demand) 替代

a claim) 是指有资格去作出主张或要求。

主张 ( claim) 。 故而本文采用玛格丽特·吉尔伯特对权利的界定: 说 B 对 A 拥有一项权利


( 主张权) , 就是指 B 拥有要求 A 实施或不实施某项行动的资格。

对于上述定义,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 要求” 和 “ 资格” , 下文首先解释什么是要求。 要

 一个言语行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

求属于言语行为, 即以言说句子为表现形式的行为。

解。 首先是言说者所表达的句子内容的意义, 其次, 更重要的是行为整体的意义, 即通过表
达一个句子, 言说者究竟做了什么。 言语行为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J. L.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的
 当我们说某人发出一项要求, 就是从施事行为

这两个维度分别称作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

的角度为一个言语行为定性。 类似的施事行为还有警告、 威胁、 命令、 劝诫等等。 对要求行
为进行研究, 目的不在于解释句子本身表达的内容, 而在于理解要求的发出者试图通过发出
要求来做什么, 也即探究要求的施事涵义。 下文将试图通过将要求与命令、 请求、 劝诫等行
 本文认为, 发出要求意

为进行比较来揭示要求的独特性, 进而解释权利概念的独特功能。

在给出一种具有压迫性和断然性的行动指令, 并且指引义务人对权利人采取第二人称的答责
态度。 权利概念的独特功能与 “ 要求—答责” 的第二人称实践密不可分。
1. 要求与命令

首先聚焦于要求和命令。 要求和命令都包含了言说者的如下意图, 即希望通过自己的言

语行为指引接收者采取言说者所期待的行动和答责态度。 要求和命令的发出者不仅试图指引
接收者作出自己所期待的行为, 还期待着接收者展现出特定的回应性态度, 本文称之为 “ 答
责态度” 。 这种 “ 答责态度” 的核心特征是一种第二人称的回应性姿态, 表现为向权利人应
答、 解释、 认错、 道歉和请求宽恕。 当某人对他人展现答责态度时, 他并不将他人视作客观

世界的一部分, 相反, 他将注意力和目光锁定于该主体, 进入一种 “ 你—我” 的特定交流场
景之中。 当言说者发出要求时, 他期待着接收者能够将目光聚焦于自己身上, 承认自身要求




















See Joel Feinberg, “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 4, No. 4 ( Dec. , 1970) ,
p. 252. 这与耶林的说法类似。 在耶林看来, 为权利而斗争是培养普遍权利感 ( 法感) 必不可少的训练, 而权
利感是个人道德生存条件的构成部分, 丧失了权利感就丧失了自尊的根基。 参见 [ 徳] 鲁道夫·冯·耶林:
《 为权利而斗争》 , 刘权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 页。
See Joel Feinberg, “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 4, No. 4 ( Dec. , 1970) ,
p. 253.
此处的 “ 资格” 对应英语单词 “ Standing” 。 “ Standing” 通常被翻译成 “ 地位” , 但 “ 地位” 在中文语境下带
有较强的社会阶层色彩, 资格相对而言更加中性, 能够突出 “ 管辖” 的意味, 且能够与后文提及的道德地位
相区分。 See Margaret Gilbert, Rights and Demands: A Foundational Inqui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0.
See Mitchell Green, “ Speech Acts” , https: / / plato. stanford. edu / entries / speech-acts / , 2021 年 1 月 3 日访问。
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还存在一个取效维度, 即说出句子产生了怎样的经验效果, 但这并非本文的关切。 对言
语行为三分法的分析, See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larendon Press, 1962, pp. 94-103.
本部分的论述主要得益于玛格丽特·吉尔伯特的研究。 See Margaret Gilbert, Rights and Demands: A Foundational
Inqui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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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理解性和重要性, 回答自己的要求。 此外, 要求与命令的指引能力并非源自外在强制或
刺激, 而是通过语言来影响接收者主动改变行为。 因此, 发出一项要求或命令必定预设了下
述事实: 接收者具有理解能力和行为能力, 言说者具有语言表达能力。 简言之, 要求和命令
都预设了双方具有一定程度的沟通理解能力和行动协调能力。
另一方面, “ 要求” 与 “ 命令” 在一些语境中无法互换, 因为二者预设了不同的地位关
系。 命令总是预设了言说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而要求则可以兼容上下级关系和平
等关系。 例如, 朋友之间可能互相发出要求, 但无法发出命令。 此外, 命令的有效性在一定


程度上独立于内容, 而权利要求的有效性则取决于权利内容, 权利人无权任意发出要求。
综上, 当言说者发出一项要求时, 这一言语行为至少包含以下特征: 第一, 言说者持有
特定意图, 即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语行为指引接收者采取言说者所期待的行动和答责态度。 第
二, 言说者预设了双方具有相互沟通能力和在此基础上的行动协调能力。
2. 要求与请求
要求的另外一些重要特征可以通过与 “ 请求” 的比较而被呈现出来。 请求的典型表达

是 “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做” 以及 “ 请你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 与请求相比, 要求更具有断然
性和压迫性。
首先, “ 要求” 有一种 “ 请求” 不具有的断然性。 当言说者请求他人做某事时, 他意在
希望接收者能够将他的提议纳入实践权衡之中, 但并不期待接收者完全排除对自身偏好的考
量。 当言说者要求接收者做某事时, 言说者期待接收者能够排除自身偏好的干扰, 按照其指


示行事。 此外, 比起发出一项请求, 发出一项要求总是伴随着更高程度的压迫性 ( force) 。
请求蕴含着一种委婉态度, 而要求则更加理直气壮, 甚至咄咄逼人, 这主要表现为对他人心
理上的压迫。 “ 你碰我一下试试!” “ 松开你的手!” 权利人通过这类压迫性的表达方式, 试
图唤起义务人的注意和回应, 迫使义务人依照他的要求行动。
综上, 与请求相比, 要求包含以下特征: 第一, 断然性, 即言说者期待接收者排除自身
偏好的干扰, 按照其指示行事。 第二, 压迫性, 即要求常常伴随着具有心理压迫性的外在表
达方式。 同时, 言说者预设了自身意愿相对于接收者意愿的主导地位。

3. 要求与劝诫
最后, 将 “ 要求” 与 “ 劝诫” 相比较, 可以说明要求的另一重要特征, 即要求预设了
一类特殊行动理由的存在, 本文称之为资格性理由。 假设 X 整天不误正业游手好闲, 路人 Y
见状, 前来劝诫他: “ 你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安心做事。” 虽然 X 可能不会按照 Y 说的去做,
但是 X 不会质疑 Y 劝诫的资格, 因为劝诫并不对劝诫者的资格有特殊要求。 一个人可能出
于很多理由对他人作出劝诫, 例如关心、 博爱等等。
但是, 如果 Y 对 X 说: “ 我要求你踏实干活!” X 可能会反问: “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
有什么资格管我怎么做?” 如果 Y 回答 “ 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 “ 我这么做是为了增进社会稳
定” 等等, X 仍然会质疑 Y 没有发出要求的资格。 这显示 “ 要求” 本身预设了一种特殊理
由的存在, 这一理由与行为能服务的价值无关, 而是指向言说者的地位或资格。 接收者位于








44

See Margaret Gilbert, Rights and Demands: A Foundational Inqui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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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言说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特定关系。 对于资格性理由,

要求发出者的管辖范围之内,

下文会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此仅指出, 要求的言说者必然预设了自己拥有发出要求的资格。
4. 小结

综上, 一项要求的发出蕴含着以下内容, 本文称之为一个意图、 两个属性、 三个预设。

一个意图是指, 言说者持有如下特定意图, 即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语行为指引接收者采取其所
期待的行动和答责态度。 两个属性是指, 要求具有断然性和压迫性。 断然性是指, 言说者期
待接收者排除自身偏好的干扰并按照其指示行事。 压迫性是指, 要求常常伴随着具有心理压
迫性的外在表达方式。 三个预设是指, 要求的言说者预设了双方具有相互沟通能力和在此基
础上的行动协调能力。 预设了言说者自身意愿相对于接收者意愿的主导地位。 以及预设了言
说者拥有发出要求的资格。
上文大体澄清了要求的涵义。 要求蕴含一种特定的第二人称态度, 并预设要求的发出者
有特殊资格。 这部分揭示了权利实践的独特之处: 发出要求并期待答责。 对于发出要求的资
格究竟是什么, 背后反映了怎样的主体间关系, 拥有这种资格具有怎样的道德重要性, 下文
将展开讨论。

四、 权利的重要性: 资格与尊严
上文论证了 “ 发出要求” 是权利实践的独特核心情形, 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具有向对

应义务人发出特定行为要求的资格。 本部分将说明这种发出要求的资格所具有的含义, 进而
说明权利的道德重要性。 大体而言, “ 发出要求的资格” 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 相对人受到
特定义务的约束; 第二, 权利人享有发出要求的独特行动理由; 第三, 权利人有创造答责义
务的规范性权力。 这种独特资格的道德重要性在于, 具备这种资格意味着被承认具备特定的
道德地位, 也就是具备个体尊严。 正因为发出要求的资格与个体尊严紧密关联, 人们才如此
在意自己是否拥有权利。

( 一) 资格的三个面向

根据权利的要求论, 某人拥有一项权利, 就是拥有要求他人做或不做某事的资格。 本文
主张, 这一资格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权利的相对人负有一项约束性行动理由; 第
二, 权利人享有一项发出要求的正当理由; 第三, 权利人发出要求时为相对人创造了一项答
责义务。 换言之, 一项权利有三个面向: 相对人受到特定义务约束, 权利人有正当理由发出
特定要求, 以及权利人有为相对人创造答责义务的规范性权力。 以往的权利理论往往只强调
“ 相对人行为受到约束” 这个面向, 但后两个面向更加彰显了权利实践的独特功能。

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权利人有正当理由对相对人发出一项要求, 这是权利实践的核心情

形, 上文已对此作了阐述。 然而, 有学者认为, 要求与权利并无必然关联, 因为 “ 发出要
 很多时候, 人们享有

求” 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行为, 所以有权利未必意味着可以发出要求。







See Margaret Gilbert, Rights and Demands: A Foundational Inqui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2.
参见 [ 美] 弗朗西斯·卡姆: 《 权利》 , 杜宴林、 李子林译, 载 [ 美] 朱尔斯·科尔曼、 [ 美] 斯科特·夏皮
罗主编: 《 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 , 杜宴林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年版, 第 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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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权利, 但没有充分理由发出特定要求, 甚至负有不发出要求的义务。 比如, X 在紧急情

形下未经 Y 的同意就使用了 Y 的某件廉价物品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Y 对其物品享有所有权,
但此时 Y 并没有充分理由要求 X 返还其物品。 或者, 假设 X 听到 Y 的声音就会触发某种致
命疾病, 那么, Y 此时有义务不对 X 发出要求。 对此, 本文的回应是, 有发出要求的资格并
不等同于权利人发出要求在道德上总是被允许的, 正如相对人负有某项义务并不意味着违背
义务在道德上总是被禁止的。 有发出要求的资格仅仅意味着, 在不存在其他强有力反对理由
的前提下, 权利人发出要求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 因此, 在极端情形下权利人不得发出要求
并不与权利人有发出要求的资格相矛盾。
发出要求并没有穷尽权利的全部面向, 拥有一项权利还意味着权利人有规范性权力为相
对人创造答责义务。 这一答责义务不仅指向相对人的行为, 还指向相对人的实践态度, 这一

实践态度面向的重要性不亚于行为本身。 假设在前述踩踏情境中, 虽然 A 收回了自己的腿,
但是 A 对 B 发出的要求完全持有一种冷漠态度, 没有摆出对 B 回应的姿态, 那么, 人们可
能会认为, A 此时仍然没有真正尊重 B 的权利。 这正是因为权利人的要求本身创造了一个新
 要求的发出创造了一个让相对人

的义务, 这一义务直接针对相对人的态度, 即答责态度。

展现答责态度的理由。 因此, 拥有权利意味着权利人具有通过发出要求创造答责义务的规范
性权力。 上一部分已经指出, 答责态度是指相对人对于权利人的回应性姿态。 相对人负有答
责义务意味着, 如果权利人提出要求, 而相对人没有展现出特定的答责态度, 那么即使相对
人履行了相应的行为义务, 仍然会额外构成一个道德错误, 没有真正尊重权利人的地位。 有
人可能认为, 解释、 认错、 道歉等行为本身也是权利相对人应承担的固有义务, 这些义务的
履行不取决于权利人本人是否发出要求。 可即使如此, 在权利人发出要求的情形中, 义务人
也有一个独立的新理由产生答责态度。 这可以通过以下例子得到说明。 假设踩踏情境中的 A

并没有踩 B, B 为了预防风险, 仍然可以要求 A 不要踩他, 此时 A 有义务对 B 采取答责态
度。 如果 A 完全无视 B 的要求, 那么也构成对 A 的不尊重, 只是严重程度低于行为层面的
侵犯。 这类情形只有通过要求本身的答责义务创造功能才能得到解释。 综上, 权利的三个功
能面向可以通过图 1 得到清晰呈现。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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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权利可以创造态度理由的观点得益于达沃尔的讨论。 See Stephen Darwall, “ But It Would be Wrong” , in
Stephen Darwall, Morality, Authority and Law: Essays in Second-Personal Ethics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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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资格性理由与价值性理由

上文大体呈现了道德权利作为 “ 发出要求的资格” 的三个面向。 在此基础上, 本文试图

揭示权利的道德重要性。 简言之, 上述三个面向共同服务于同一个目的: 确证权利人与相对
人之间的平等道德地位, 这种平等道德地位就是个体尊严。 权利正是基于权利人的个体尊严
而产生的一种独特行动理由, 本文称之为资格性理由。 下文将首先论证资格性理由的独特
性, 然后论证权利这种独特的资格性理由源于个体的平等尊严地位。 因此, 道德权利与个体
尊严密不可分, 这正是道德权利的重要性所在。

表面上看, 说 “ 有权利要求你这么做” 意味着 “ 你按照我的要求做是有价值的” 。 也就

是说, 要求的发出者旨在诉诸特定的价值为自己辩护。 当下中文学界关于权利本质的讨论大
 依循这一进路, 权利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权利能服务于特定的价值。 利

多遵循这一进路。

益论者认为权利的功能在于服务 “ 个体福祉” 这一价值, 而意志论者则多诉诸 “ 个体自治”

价值。 本文将权利研究的这种思路称作 “ 价值路径” 。 价值路径的特点是, 诉诸与特定主体
关系无涉的客观价值来理解权利的道德意义。

 因此, 价值路径无法解释权利理由的

价值路径的缺陷在于诉诸了一种 “ 错误理由” ,

独特性。 面对某人的要求, 假设接收者反问 “ 你凭什么对我作出要求” , 如果言说者回答

“ 因为按我的要求做能服务于某些价值” , 那么, 这一回答显然无法令接收者满意。 接收者期
待的回答不是关于行为能够产生或维护什么价值, 而是关于谁有资格发出这一要求。 他可能
会进一步追问: “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为了你的目的来管我?” 因此, 把握

“ 要求内容的价值” 与 “ 谁有资格发出要求” 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是理解权利理由的核心。
 在康德看来, 德性论关心的是, 个体在

康德对法权论与德性论的区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生活中应当追求什么目的, 基于何种动机行事, 而法权论关心的是, 不论你追求、 捍卫的目
的是什么, 你有资格通过什么外在手段来实现你的目的。 本文遵循康德的区分, 将后一路径


称作 “ 资格路径” 。

从上述区分出发, 可以划分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人们应当追求哪些价值, 当这些价

值冲突时, 人们应当如何取舍? 第二, 人们有资格通过哪些手段来追求其所预设的价值目
标? 只有第二个问题才与权利相关。 假设 X 对一件价值昂贵的衣服有所有权, 现在 X 打算
撕毁这件衣服。 作为朋友, Y 此时前来阻止。 X 可能给出几种不同的回应。 他可能向 Y 说
明, 为什么他选择撕毁该衣服最终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从而为自身行为的目的合理性作辩
护。 如果他将个人自治也视作一种重要价值, 那么他可能退一步说, 虽然撕毁衣服的行为本













参见陈景辉: 《 权利的规范力: 一个对利益论的批判》 , 《 中外法学》 2019 年第 3 期, 第 601 页; 范立波: 《 权
利的内在道德与做错事的权利》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第 21 页。
Stephen Darwall, The Second - 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
See Immanuel Kant,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Mary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5-47.
本文的立场和论证思路受到多位学者观点的影响。 See Stephen Darwall, 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 - 26; 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 - 30; Jeremy Waldron, Dignity, Rank, and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 A. Duff, Answering for Crime, Hart Publishing, 2007, pp. 19- 37; [ 徳]
京特·雅科布斯: 《 规范·人格体·社会: 法哲学前思》 , 冯军译,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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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没有价值, 但他的自我决定本身具有价值。 不过, 他也可能给出另一种直接回复, 即 “ 这
不关你的事” 或 “ 这与你无关” 。 后一类回复指向的不是特定的 “ 价值” , 而是指向谁有介
入特定领域的 “ 资格” 。 另一个能够直观反映资格的例子是国家主权。 在面临来自外国干涉

的威胁时, 主权国家往往以 “ 不得干涉其内政” 为由进行反驳。 这就是说, 不论本国内政应
当如何处理, 其他国家都没有资格干涉, 因为大家都是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


能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从上面的例子可见, 特定的资格源于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 主权国家之间之所以没有

资格互相干涉内政, 是因为各方具有平等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 “ 内政” 和 “ 外交”

等不同的管辖范围, 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然而, 一国之内的中央政府
就有资格介入部分地方事务, 因为根据二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部分地方事务处于中央政府
的管辖范围之内。 需要指出的是, 并非一切资格性理由都与道德权利相关, 例如上文提到的
国家主权就无关道德权利。 道德权利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资格, 这种资格源于自由而平
等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 个体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就是 “ 个体尊严” 。 下文将分析这种
关系性个体尊严概念。

( 三) 道德权利与个体尊严

根据上文的分析, 权利是一种独特的资格性理由, 而资格性理由背后预设了特定的规范
性关系, 这种关系为不同主体划分了特定的管辖权限。 资格性理由其实是特定资格所预设的
规范性关系的反映。 因此, 要理解权利的道德重要性, 关键就在于理解权利背后预设了怎样
的规范性关系。 本文认为, 权利背后预设的规范性关系是一种平等约束关系, 个体在这种平
等约束关系中的位置可以被简称为个体尊严。 当人们发出要求时, 实际上是在确证自己的平
等地位, 捍卫自己的个体尊严, 这就是权利的道德重要性所在。
在学术史上, 不少学者试图基于个体尊严来论证拥有权利的道德重要性, 但是人们对尊

 例如, 耶林和范伯格更加强调心理层面的自尊感, 认为发出要求的意

严的理解各有不同。
 汤姆·雷根认为, 个体尊严是

义在于使人们拥有直视他人眼睛的勇气, 培育健全的人格。
 本文认为, 上述观点都忽略了个体尊严的关系性

生活主体 ( subject of a life) 的内在价值。

面向, 因此无法在尊严与 “ 发出要求” 之间建立稳定联系。 所谓个体尊严, 就是特定行动主
 个体尊严的核心理念是 “ 做自

体基于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而获得的特殊地位。
 做自己的主人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 没有其他人能做

己的主人 ( being his own mast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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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介入资格的角度出发, 近年来流行的权利的角色论也可以被更加准确地理解。 关于权利的角色论, See Leif
Wenar, “ The Nature of Claim-Rights” , Ethics, Vol. 123, No. 2 ( Jan. , 2013) , pp. 202-229. 中文学界的讨论参见
吴然: 《 基于角色责任的利益理论———权利概念分析新解》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 年第 1 期, 第 26-38 页。
关于尊严概念的论争, 参见郑玉双: 《 人的尊严的价值证成与法理构造》 , 《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第
174 页。
See Joel Feinberg, “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 4, No. 4 ( Dec. , 1970) ,
p. 252; 参见 [ 徳] 鲁道夫·冯·耶林: 《 为权利而斗争》 , 刘权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 页。
See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43-248.
对于尊严的关系性理解还可参见 Christine M. Korsgaard, Fellow Creatures: Our Obligations to the Other Anim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93-96.
Immanuel Kant,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Mary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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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主人; 第二, 自己也不是其他人的主人。 具有个体尊严的行动主体互相处于一种平等
约束的规范性关系之中, 被划定了各自的管辖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 每个主体自由行使其选
择自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尊严与自治并不等同。 本文试图借助康德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
由概念来区分二者。 所谓内在自由, 是指理性主体所具有的依照道德原则行动的能力, 内在
自由也可以被称作道德自治。 外在自由则是指选择自由, 即行动主体为自己设定目标并采用
 尊严仅仅关乎行动主体

合适手段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 外在自由也可以被称作偏好自治。

的外在自由或偏好自治, 即个体双方受到同等程度的外在约束, 没有任何一方有资格以他人
为手段实现自己的单方目的。
个体尊严是特定行动主体基于与其他个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而获得的特殊地位。 对于规

范性关系,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实践中, “ 关系” 既可能指对某种事实性关联的描述,
也可能指各方受到某种特殊规范的约束。 例如, 说两人是父子关系, 既可能是指双方的生物

学关联, 也可能是指双方受到一套特定的被称作 “ 亲属规范” 的规范体系的约束。 本文探讨
的是规范意义上的关系。 规范性关系预设了一套相关的规范体系, 这套规范体系规定了不同

的角色, 而这些角色必须相对于关系中的其他角色才能得以清晰界定。 因此可以说, 关系、
规范体系、 角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双方之间具有一种规范性关系, 意味着双方围绕特
 说某一个体具有尊严, 预设了他与其他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

定共同事业分配了管辖权限。
 各方处于一种平等

交往会受到特定规范的调整 ( 康德称这一规范为 “ 普遍法权原则” ) ,

约束关系之中, 被分配了平等的自由空间, 在这一关系网络中获得了一个特定的地位。

由上可知, 道德权利的重要性正是在于通过提出要求确证了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
使得这种平等约束关系由规范性理念转化为经验现实, 维护了权利人的个体尊严。 人们基于
特定权利提出要求, 其实就是在宣称自己的专属管辖空间不可被侵犯, 而这种专属管辖空间
就是人们基于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而获得的平等自由。 例如, 当人们向他人宣称 “ 我的
人身自由权不可侵犯” 时, 就是在宣称自己对自我的人身自由享有专属管辖资格, 其他人没
有资格随意介入, 否则就违背了相互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 贬低了他人的尊严。
综上, 个体的道德权利是一类特殊的资格性理由, 这一资格性理由的来源是个体尊严,
而个体尊严是指具有外在自由的个体基于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而拥有的特定地
位。 在前述踩踏情境中, B 之所以有资格要求 A 挪开他的腿, 是因为 A 侵入了 B 的专属管辖
范围。

( 四) 小结

到目前为止, 本文初步勾勒了个体道德权利的三个面向: 相对人行为的约束理由、 权利
人发出要求的支持理由、 为相对人创造答责义务的规范性权力。 因此, 个体道德权利并不是
一个理由, 而是三个不同理由汇聚而成的理由束。 权利的这三个面向的道德重要性在于指向
了一类特殊的资格, 这种特殊资格源自权利人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所产生的特殊
地位, 即个体尊严。 道德权利就是个体尊严产生的资格性理由束, 包含相对人的约束理由、










See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85.
See R. A. Duff, Answering for Crime, Hart Publishing, 2007, p. 24.
See Immanuel Kant,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Mary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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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的要求理由、 权利人创造答责义务的规范性权力。 发出要求的道德重要性即在于确证
了权利人的个体尊严地位。

五、 谁能拥有权利
( 一) 偏好自治与共同生活

上文回答了拥有权利意味着什么以及拥有权利为什么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 根据前两个问
题的答案, 谁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拥有权利? 这其实是在问, 要成为权利主体, 需要满足哪些事实
性前提。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权利实践的独特背景环境, 深化人们对于权利实践
的理解。 此外,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还有助于为处理 “死者权利” “胎儿权利” “动物权利” 等争议
性问题提供指引。 由于篇幅限制, 后文仅结合动物权利问题展开说明。

对于权利主体需要满足哪些事实性前提这一问题, 当下存在两种主流的竞争观点: 道德
自治能力和偏好自治能力。 本文认为, 拥有权利只预设了权利人有偏好自治能力。 道德自治
能力是以道德原则评价和指引自身欲望以及行动的能力, 而偏好自治能力主要是指具有欲
望, 能够基于欲望调整特定目标并据此行动的能力。 支持道德自治能力的观点认为, 只有当
一个主体具有道德自治能力时, 该主体才能为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人们才能对其施以道德
上的谴责、 赞扬等评价。 没有道德自治能力因而不负道德责任的个体, 实际上不承担道德义
务, 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 因此, 不具有道德自治能力的个体无法与其他个体形成平等约束
 这一看法的错误之处在于, 平等约束关系并不关心动机评价与道德自律, 而仅关心

关系。

个体外在行动的协调。 或者说, 权利并不关心双方各自是否具有道德反思能力, 而只关心双
方各自的外在行为和态度是否尊重了各自的特殊地位。 缺乏道德自治能力的个体并非不受道
德原则的约束, 而仅仅意味着他无法通过自律来约束自己。 因此, 只具有偏好自治能力的个
体同样要负担道德义务, 承担违反义务的后果, 只是这种义务无法以产生内在道德动机的方
式起作用, 而是以调整习惯和欲望的方式起作用。 如果一个人或非人类动物意识到或预设了
有些领域是自己不能侵入的 “ 他者领土” , 并因此调整自己的欲望, 那么, 这就是在承认他
者在该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因此, 道德自治能力并不是拥有权利和负担义务的前提, 仅拥有
偏好自治能力的个体也能够拥有道德权利。

然而, 具有偏好自治能力并不是拥有权利的充分条件。 “ 相互协调行动” 蕴含了两项前

提: 第一, 双方都具有行动的外在自由, 也即偏好自治能力; 第二, 双方要存在 “ 共同生
 的可能性, 这依赖于双方的共情能力。 如果双方永远处于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中, 那

活” 

么, 他们只能处于无规范的战争状态, 没有一方有资格要求另一方做任何事。 因此, 在狼和
羊之间谈权利是没有意义的, 即使它们都具有偏好自治能力。 “ 偏好自治能力” 和 “ 共情能
力” 这两项前提如图 2 所示。







50

See William A. Edmundson, “ Do Animals Need Rights?” ,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3, No. 3 ( July,
2015) , p. 352.
对德国古典哲学中 “ 共同生活” 概念的分析, 参见黄涛: 《 相互承认与伦理国家: 黑格尔 〈 精神现象学〉 中
的法权演绎学说》 , 《 山东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 期,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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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拥有权利的事实前提



哲学家和训犬师维姬·赫恩用她训犬的实例生动阐释了共同生活与权利之间的关系。

在她看来, 她与自己所驯养的犬只 Salty 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 在驯养初期, 她发现

自己尚不能与 Salty 产生真正的沟通理解, 只能通过外在威慑等方式引导 Salty 的行动, 此时,
在她与 Salty 之间并没有任何规范性关系存在。 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 Salty 能够回应 “ Salty,
去做吧 ( its OK) ” 时。 这句话本身意味着许可, 而 Salty 能回应这种许可, 就意味着它明
白在没有这种许可时, 有些事情要避免去做。 赫恩认为, 正是在此时, 她和 Salty 进入了真
正的共同生活, 相互拥有了向对方发出要求的资格。 当 Salty 能够根据许可来行动时, 就意
味着 Salty 承认它与赫恩处于一种共同生活的规范性关联之中, 接受了赫恩在特定事务上发
出要求的资格, 因而赫恩也必须同时承认这一点。 在这之后, 如果 Salty 违背赫恩的特定要
求, 赫恩就有资格要求 Salty 改正乃至训斥 Salty, 因为双方已经进入了能够相互理解的共同
生活之中。

可能有人会认为, Salty 的回应只是应激式的条件反射。 对于这一经验科学问题, 本文的

确无法解决。 本文想强调的是, 道德权利只存在于具有共同生活可能性的个体之间。 从这一
角度出发, 可以对康德的相关主张采取一种经验化的解读。 在康德的体系中, 拥有道德自治
能力之所以是拥有权利的前提, 不是因为这种实践理性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 而是因为康德
认为, 只有在理性主体之间, 才存在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理性主体与不具有理性的动物之间
无法相互理解, 因而只能通过纯粹的外在强制来保持它们之间的和平。 然而, 如果重要的不
是理性能力本身, 而是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能否拥有权利而言, 关键不在于是否拥
有道德自治能力, 而在于主体之间是否具有共情能力, 即站在对方立场上理解对方行为意义
的能力。

( 二) 共情能力与动物权利

 达沃尔指出, 共情 ( empathy)

本文认为, 共情能力是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生活的前提。

与同情 ( sympathy) 不同, 同情是指关心其他主体需求的能力, 当某人同情他人时, 他可以



持有一种第三人称的立场, 而共情是指代入对方第一人称视角, 感受和理解对方的能力。

要理解共情能力对于进入共同生活的必要性, 可以考虑以下例子: 我走在大街上, 看见一个
老熟人在马路对面朝我招手, 此时, 我下意识地会明白对方是在向我打招呼。 然而, 我是如










See Vicki Hearne, Adams Task: Call Animals by Name, Skyhorse Publishing, 2007, p. 49.
从共情角度切入动物伦理的其他讨论, 参见 [ 澳] 劳若诗、 [ 澳] 贝安德: 《 动物伦理、 同情与感情———一个
整体性框架》 , 王珀译,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年第 3 期, 第 1-16 页。
对于共情的分析, See Stephen Darwall, 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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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将这个 “ 向我打招呼” 的行为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外在因果运动区分开来的? 首先, 我
必须意识到对方是一个行动者, 而不是像机器一样在做机械运动; 其次, 我必须假定对方也
意识到了我的存在, 且意识到我能意识到他的存在; 最后, 更重要的是, 我必须尝试合理化
他的行为, 即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方式代入对方的视角, 想象如果自己是对方, 在那种
情形下, 招手是在表达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实际上是将对方视作不同立场下的我, 将自
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方式推及对方。

当然, 这种共情在很多情形中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在电影 《 火星人玩转地球》 中, 人类

向火星人放出和平鸽, 但火星人误以为这是战争信号, 立刻对人类展开屠杀。 这就是因为人
类错误地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代入了火星人的视角。 因此, 要进入与权利相关的平
等约束关系, 行动者双方必须同时具有以第一人称理解和感受对方的共情能力, 否则, 双方
不可能拥有共同生活。 拥有道德权利的前提并不是拥有道德自治能力, 但也不仅仅是拥有偏
好自治能力, 而是偏好自治能力与共情能力的结合。 没有偏好自治能力, 就不存在个体间的
相互交往; 没有共情能力, 就不存在双方进入共同生活并协调相互行动的可能性。
哪些存在者能与人类进入平等约束关系, 进而互相拥有权利呢? 这本质上是一个经验科
学问题, 依赖于生物学、 心理学等各方面的实证研究。 首先, 是否拥有权利并不取决于物种
身份。 重要的不是物种本身, 而是是否具有共情可能性。 如果一方因为某种大脑缺陷而完全
不可逆地丧失了对他人的共情能力, 那么, 此时他已不再与他人处于平等约束关系之中, 不
再享有针对他人的道德权利。 这不是说其他人就可以随意对待他, 因为如何对待该个体仍然
受到其他理由的约束。 然而, 他不再享有基于平等约束关系而产生的道德权利。 其次, 人类
也可能与其他非人类动物共享共情能力。 有人可能反对称, 人对动物的共情难道不是一种想
象吗? 人怎么可能真正站在动物的视角考虑问题呢? 反对者可能忽视了人类除了有理性的一

面, 更有动物性的一面。 人类在许多基本的动物性需求上与其他动物 ( 至少哺乳动物) 是相
通的。 人可能无法理解鱼的快乐, 但很可能理解狗的痛苦。

真正的难点不在于人能否对动物产生共情, 而在于动物能否对人产生同样的共情。 只有
双方都能在共情的基础上进入共同生活, 他们之间才存在真正的平等约束关系。 如果的确有
一些动物在与人类相处后能够与人类产生共情, 从而进入共同生活, 那么, 这就意味着这些
动物享有道德权利。 人类与这些动物有义务互相承认各自的个体尊严地位, 尊重对方在各自
 这不仅是指人类应当约束自己的外在行

管辖范围内的权威, 认可相互发出要求的资格。

为, 更重要的是, 人类需要承认和回应这些动物发出的要求, 而不是将之视作一种外在的杂
音。 想象某人踩到一只猫, 猫对人发出一声惨叫。 此时, 猫的惨叫不应被视作一种无意义的
应激反射而被忽略, 相反, 这是猫对相对人发出的具有道德规范力的要求, 相对人有义务答
责回应。 维姬·赫恩基于其训犬经验指出, 狗是一种有尊严感的动物, 通过纯粹的威逼利诱
 如果

来刺激狗的行为, 只会遭到狗的鄙视, 只有得到其承认的人类, 才能得到狗的服从。

这能够被科学证实, 那么狗就具有道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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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证不同于马克·罗兰兹的动物权利论证。 本文诉诸平等而自由的个体
之间相互约束的理念, 而罗兰兹诉诸罗尔斯式的原初状态思想实验。 对于罗兰兹动物权利理论的讨论, 参见
王珀: 《 马克·罗兰兹的动物权利论》 , 《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2 年第 4 期, 第 19-22 页。
See Vicki Hearne, Adams Task: Call Animals by Name, Skyhorse Publishing, 2007,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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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本文主张成为权利主体需要满足两个主要的事实性前提: 权利主体具备偏好自治
能力, 以及权利人和相对人能够进入以共情能力为基础的共同生活。 一旦双方的交往满足上

述前提, 双方就应当基于一种第二人称的 “ 要求—答责” 立场展开互动, 承认各自要求的道
德规范力。 上述事实性前提并不排除非人类动物成为权利主体的可能性。 如果某些具备偏好
自治能力的动物能够与人类进入共同生活, 那么这些动物就具备道德权利。

六、 结论
若要理解道德权利的重要性, 以及哪些主体能够拥有道德权利, 就必须首先理解拥有一
项权利意味着什么, 这有赖于反思权利实践的独特性。 围绕权利话语展开的实践是一类特殊
的道德实践, 其核心特征是权利人的 “ 要求” 和相对人的 “ 答责” 。 个体的道德权利就是一
种发出要求的资格。 这种资格的道德重要性就在于确证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 维护权利
主体的个体尊严。 在此基础上, 要理解哪些存在者能成为权利主体, 关键在于理解 “ 平等个
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 预设了哪些事实性前提。 本文认为, 由于权利实践聚焦于个体之间
的外在行动协调, 因此, 只有那些具备外在自由且能够与人类进入共同生活的生物个体, 才
能够享有权利。 外在自由要求个体具有偏好自治能力, 而共同生活要求个体具有共情能力。
因此, 凡是具有外在自由和共情能力的动物都具有个体道德权利。 承认某一动物具有个体道

德权利, 就意味着人们在与该动物相处时要站在一种第二人称的 “ 要求—答责” 立场, 承认
动物所发出的要求的道德规范力。

Abstract: In an era when legal rights are expanding, a theoretical revisit on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s of rights is necessary.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exercising righ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enter case of having rights is neither th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nor the control of duties, but the

standing to “ issue demands” . The basis of this standing lies in the reciprocal bi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al persons.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rights is to confirm the equal status of
the right - hold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by issuing demands, thus defending the dignity of the right holders. The demand - based view of rights requires the following factual premises: both parties of
rights have the capacity to pursue their ends and the capability to empathize with each other. These
factual premises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s of rights.

Key Words: Rights; Demands; Standing; Individual Dignity;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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