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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确解读和评价 #世界人权宣言$ 的前提是将其权利义务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待" 但是!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及其传达的意蕴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 在 #宣言$ 中纳入个人社会义务条款! 并不是某一种哲学的要求! 而是当时国际

社会的基本共识" #宣言$ 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发源于跨文化的哲学基础和跨区域的法律文件! 并

影响了后世的国内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书" 当今时代! 权利诉求的无限膨胀和社会责任的逐步缺失

加重了西方社会的治理困境! 群体非理性诱发了民主困境和发展困局! 道德缺位助长了信任赤字

和社会分散化! 良心匮乏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和弱势群体边缘化! 而个人社会义务所内含的道

德, 理性和良心等价值理念能帮助塑造公民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理性认识! 提升公民对社会公共

利益的道德认同! 激发公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感知同情! 在缓解社会治理困境以确保每个人的自

由和充分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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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VL0 年 /8 月 /7 日! 联合国大会第 8/W3 "III# 号决议通过了 -世界人权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 -宣言. 第 /080 条详细列举了以尊严为基础的各项人权! 并在第 8V 条强调 %人人对

社会负有义务&$ -宣言. 被认为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石!

! 拓展了传统人权概念的范围!

" 为整个

国际人权保障和国际人权法体系奠定了基本原则$

# 甚至有学者认为! -宣言. 的火焰将照亮 8/

世纪! 是人类最重要的人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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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宣言. 应该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 但是! 有关 -宣言. 具体条款的讨论

与研究! 却存在 %权利义务不平衡& 的现象$ 首先! 学者们对于 -宣言. 积极意义的分析! 主

要着眼于权利方面$ 例如! 有学者认为! % -宣言. 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后世文件通常在序言部分

明确提及 -宣言.! 更体现在对具体权利和自由的表述上$&

! 也有学者指出! -宣言. 代表着国

际社会所理解的 %人权& 的含义和标准$

" 其次! 学者们对于 -宣言. 文本的研究! 也主要着眼

于权利条款! 例如! 关于当代奴役1

# 公正审判1

$ 隐私权1

% 宗教自由1

& 健康权1

' 受教育

权1

( 社会和国际秩序)以及儿童权利*+,和土著人权利*+-等条款的研究! 可谓蔚为大观! 却很少有

对 -宣言. 第 8V 条个人社会义务和权利限制条款的深入探讨$ 造成这种情况绝非因为个人社会

义务条款无关紧要$ 相反! 西方研究 -宣言. 的知名学者约翰内斯'莫辛克 "9:>'@@(*S:)*&@`#

就认为! % -宣言. 规定的所有权利所包含的利益都是以第 8V 条中的个人社会义务为基础$&

*+.

值得注意的是! 人权委员会已就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个人的社会义务以及人的责任问题

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但从当前个人社会义务被忽略的现实来看! 其所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

/V0. 年!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埃丽卡0伊雷娜'泽斯女士 "D)&,'GI)(@(2'(*# 受经社理事

会委托就人的责任问题开展研究! 并发布了 %根据 -宣言. 第 8V 条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对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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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的限制&

! 的报告$ 泽斯女士在报告中强调! %如果不宣布自由概念所隐含的义务! 就不

可能起草权利宣言! 因为自由概念使得建立和平与民主社会成为可能$ 若无如此规定! 所有自由

都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暴政! 因此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具有重要性&$

" 泽斯女士试图明确

个人义务的内容以弥补 -宣言. 和国际人权两公约在此方面的缺陷! 她列出了个人对社会以及

社会中其他个人的义务的具体内容! 并在其最后报告中建议经社理事会 %授权小组委员会编写

一份关于个人责任的宣言草案! 尤其是与在当代社会促进和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有关的原则&$

#

然而! 直到 8777 年 L 月 8U 日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关于 %人权与人的责任&

的第 8777KU. 号决议! 请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研究 %人的责任& 的问题! 联合国各有关机

构才继续予以关注$ 委员会在决议中表示! %人的责任& 是 -宣言. 谈判进程及 -宣言. 本身的

组成部分! 但此后一直被忽视$ 委员会深信!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有必要在现有人权规范

和标准的基础上促进责任文化$

$ 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米格尔'阿方索'马丁内斯 "S&T#($

3$+:@*:S')%j@(d# 就决议要求开展研究$ 马丁内斯先生在其提交的最后报告中指出! %不可否认!

人的责任这一议题在联合国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机构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多少重视&! 而实际上!

%个人权利与其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55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当前角度来看! 都是一项在世界所

有不同地区! 基本上在 (南方) 国家以及在 (北方) 国家的有限的知识界的概念思想中具有特

别重要意义的因素$&

% 他还指出! 在当今许多国际论坛中! 一些人在继续捍卫一种 %赞成个人

权利! 不赞成社会责任& 的文化! 虽然这部分人在当代世界中并不属于多数! 但他们可能对其

他人产生影响$ 捍卫这样一种 %文化& 看来就像用一种 %赞成社会义务和责任! 反对人权& 的

%文化& 来反对这种文化一样! 同样十分荒谬$

& 马丁内斯先生建议委员会应当在其今后的会议上

及时审查人权和人的责任问题! 并认为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值得拟定一项专门用于这一议题的

新的国际标准$

' 为此! 马丁内斯先生拟定了 -人的社会责任宣言草案. 作为附件提交给委员会$

(

遗憾的是! 人权委员会在人的责任问题方面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其被人权理事会替代后并未得

以延续! 相反! 国际社会似乎回避了对个人社会义务的讨论$ 人权理事会第一届至第四十二届常会

共通过了//.L项决议! 其中0/8项为主题决议! 通过次数最多的是关于发展权1 食物权1 人权与国

际团结1 人权与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1 增进人权领域国际合作1 人权与单方面强制措施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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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方面的议题! 未有一项决议聚焦个人社会义务! -人的社会责任宣言草案. 也无疾而终$ 由此可

见! -宣言. 第 8V条第 /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及其要传达的含义在当今时代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现实表明! 过分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 已对社会治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在当今许多国家!

权利诉求的无限膨胀和行为自由的毫无边界引发了民主困境1 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 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对个人权利1 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切实保障$ 这种

负面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更加凸显出来! 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隔离措施或居家令遭遇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众的抵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要关头! 意大利出

现了抗议政府采取社交距离和封城政策的 %归还自由& 游行/ 全美出现了数百起示威活动! 密

西根州1 弗吉尼亚州等地甚至有抗议者持枪上街游行! 高喊 %不自由1 毋宁死& 口号! 抗议政

府 %居家令& %封城令& 和延迟复工措施$ 对此! 密歇根州州长已经发出警告! 指出抗议示威活

动有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 会令政府防控疫情的努力前功尽弃$

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聚焦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 探讨 -宣言. 个人社会义务条款

所包含的理性1 道德和良心等理念! 揭示 -宣言. 起草者借由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对后世发出的

历史警示! 分析其对于缓解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治理困境的当代意义$

二! "宣言# 第 ?B 条第 A 款的起草历史及其基本内涵

(一)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起草历史

!! -宣言. 的起草工作集中在 /VLW 年至 /VL0 年!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 人权委员会设立的起草

委员会及其工作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起草可以划分为以下 L 个主要阶段*

/A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000个人社会义务的初步表达

/VLW 年 8 月! 由埃莉诺'罗斯福 "D$('@:)P::*(-($%#1 张彭春和查尔斯'马利克 "H>')$(*

S'$&̀# 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国际人权法案$ 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

"9:>@ JAB#";>)(O# 领衔拟订了初步草案 -国际权利法案草案纲要. "2)'+%Y#%$&@(:+

I@%()@'%&:@'$<&$$:+P&T>%*! 下文简称汉弗莱草案#$

! 草案共包含序言和 L0 项条款$ 其中! 个人

社会义务的内容规定在序言第 8 段和第 / 条! 前者为 %人不仅有权利! 而且对其所属社会负有义

务&! 后者规定 %每个人都有义务忠于他的国家和 "国际社会# 联合国$ 他必须承担正当责任以

履行此种社会义务! 并作出牺牲以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 该草案是 -宣言. 的第一个正式草

案文本$

起草委员会还设立了一个临时工作组对汉弗莱草案纲要条款进行合理编排$ 临时工作组请法国

代表勒内'卡森 "P(@kH'**&@# 在汉弗莱草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宣言草案 "下文简称卡森草

案#! 包括序言和 LL项建议性条款! 其中第 .条明确规定* %由于人类在没有社会的帮助和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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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生存和实现其目标! 每个人都应承担基本的社会义务* 遵守法律1 从事有用的活动! 接受公共

利益所要求的负担和牺牲$&

! 此后! 起草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和修订卡森草案! 对第 81 第 . 和第 L

条提出了有两种修订方案$ 第一种! 保留 .个条款的格式并修订内容! 但实际上并未修改涉及个人

社会义务的第 .条$ 第二种! 将第 81 第 .1 第 L条整合为内容相对完整的权利限制条款第 8条$

"

8A人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000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内容完善

人权委员会在第二届会议期间设立了 . 个独立工作组! 分别考虑制定 %宣言& %公约& 以及

%执行措施&$ %宣言& 工作组提交的 -宣言. 文本第 8 条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个人社会义务的内

容* %在行使其权利时! 人人都受到他人权利和民主国家正当需要的限制$ 个人对社会负有义

务! 以使其可在更大的自由中发展自己的精神1 思想和身体$& 许多国家就第 8 条提出了修改建

议$ 如中国建议第 8 条规定为* %在行使这些权利时! 人人都应尊重他人的权利! 并遵守民主国

家的正当需要$& 英国建议第 8 条修改为* %在行使其权利时! 人人都必须承认他人的权利和其

对社会的义务! 以便所有人都可在更大的自由中发展其精神1 思想和身体$& 美国建议第 8 条规

定为* %充分行使这些权利要求承认他人的权利! 以及对所有人的自由1 普遍福利和安全的法律

保护$& 乌拉圭代表认为该条应规定剥夺和限制权利! 具体说明为此目的所需的司法行为 "原则

上必须是法律# 以及这些行为必须依据的理由! 包括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1 正常发展社会生活1

和谐行使所有权利$

# 可见! 各国建议虽有差别! 但并未否定权利限制和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义

务! 只是未将个人社会义务与明示的权利限制内容进行严格区分$

.A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与联大第三届会议000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逻辑理顺

人权委员会在该期间根据起草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对宣言个别条款进行了审查! 并通过了

新起草的 -国际人权宣言草案.$ 在该草案中! 此前涉及个人社会义务的第 8 条被调整为第 8W

条$ 具体内容为* % "/#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 使其能够自由地发展他的个性/ "8# 在行使其权

利时! 每个人应仅受限制以确保对他人的权利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适应

道德1 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需要$&

$ 在联大第三届会议期间! 古巴1 埃及1 法国等国家继续

就条款顺序和规范形式等提出不同建议$

% 在此阶段! 由澳大利亚1 中国1 法国1 黎巴嫩1 印度

和英国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建议原草案第 8 条修改为* % "/#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 使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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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发展他的个性/ "8# 在行使其权利时! 每个人应仅受限制以确保对他人的权利给予应有

的承认和尊重! 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适应普遍福利的需要$&

! 由埃及1 法国1 英国和苏联组成

的小组委员会则建议原草案第 8 条修改为* %在行使其权利时! 每个人应仅受限制以确保对他人

的权利给予应有的尊重! 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适应道德1 普遍福利以及公共秩序的要求$&

" 值

得注意的是! 以上两个小组委员会对原草案第 8 条提出的修改建议经人权委员会整合后! 实际上

形成了新草案第 8W 条的基本内容$

LA联大第三委员会审议和联大通过000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正式通过

/VL0 年 V 月 8L 日! 联合国大会在第 /L8 次会议上将 -国际人权宣言草案. 提交第三委员

会$ 第三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澳大利亚1 比利时1 中国1 古巴1 厄瓜多尔1 法国1 黎巴嫩1 波

兰1 苏联1 英国和美国共 // 个国家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 负责审查草案的语言和文字的一致

性$ 随后! 小组委员会向第三委员会提交了建议文本#并获得通过$

/VL0年 /8 月 /7 日! -宣言. 在联合国大会第 8/W3 "III# 号决议中以 L0 票赞成1 0 票弃权

获得通过$ 由于新增且合并了其他条款! 此前规定个人社会义务的第 8W 条最后调整为第 8V 条!

并以 LW 票赞成1 0 票弃权1 7 票反对获得通过$

$ 第 8V 条第 / 款明确规定*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

务!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

起草历史表明! 关于个人社会义务的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 从条款措辞1 规范形式1 顺

序编排在起草阶段都经历了数次修改$ 从个人社会义务条款措辞的通俗随意到准确严谨! 从对个

人社会义务与权利限制内容的模糊混合到明确区分! 从对个人社会义务与具体权利条款顺序编排

的摇摆不定到逻辑理顺! 无不表明个人社会义务在 -宣言. 中的重要地位$

(二)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基本内涵

/A-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内容解读

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措辞及内容在起草阶段历经数次修改! 在未完全消除分歧但基本达成共

识的基础上最终获得正式通过$ 其中! %社会义务& 的英文措辞从汉弗莱草案的 %*:,&'$F#%&(*&

到卡森草案的 %:C(%:*:,&(%O+#@F'"(@%'$F#%&(*&! 再到起草委员会修订卡森草案及人权委员会

%宣言& 工作组采用的 %F#%&(*%:*:,&(%O&! 最后到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及此后联大第三委员会

采用的 %F#%&(*%:,:""#@&%O&! %社会义务& 中的 %社会& 一词由最初的 %*:,&(%O& 修改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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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马丁内斯先生在其提交的最后报告中拟定的 -人的社会责任宣言. 草案第 8 条明

确! %,:""#@&%O& 取其广义的含义! 指一个多元社会中每个人可能从属的家庭1 社区1 族裔群

体1 宗教群体和民族群体等1 多元的全社会以及无疑由个人组成的全人类$

! 根据 -牛津高阶英

汉双语词典. 的解释! %,:""#@&%O& 作为一个群体讨论时! 是指 %居住在特定地区1 国家等地

方的所有人&! 而 %*:,&(%O& 是指 %以群体形式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总称&! 或 %共同遵守一定的

习俗1 法律等的特定群体&$

" 从字面解释来看! %,:""#@&%O& 内涵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生活环境!

可以实实在在区分出来特定群体! 比较具体$ 而 %*:,&(%O& 则倾向于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环

境! 无法划定具体的地理范围! 更为抽象$ 相较而言! %,:""#@&%O& 比 %*:,&(%O& 在措辞上更为

严谨$

此外! 关于个人社会义务的内容以及履行社会义务的目的! 其措辞也经历了由详细具体到抽

象概括的变化$ 如在汉弗莱草案中! 履行社会义务的内容是为 %共同利益& 作出贡献/ 卡森草

案则列举了社会义务的具体内容! 在汉弗莱草案的基础上增加了 %遵守法律& 和 %从事有用的

活动&$ 起草委员会则去掉了社会义务的具体内容! 增加了履行社会义务的具体目的! 包括 %发

展其精神1 思想和身体&$ 最后! 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及此后联大第三委员会1 小组委员会通

过的宣言版本中! 履行社会义务的目的修改为了 %发展其个性&$ 由于起草 -世界人权宣言. 的

代表来自不同的经济1 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国家! 各国对于社会义务的内容与目的不可避免地存在

立场差异和观念分歧$ 泽斯女士在报告中也指出!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

条文是一个妥协方案! 说明代表不同政治1 法律1 经济1 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代表团在达成适当和

平衡的措辞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 因而! 作为一项力求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

准! 包括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在内的宣言条款内容不宜过于具体! 需要保留各国一定的解释余地!

否则不易达成共识$ 个人社会义务条款最终删除了社会义务的具体内容! 而增加了履行社会义务

的目的 "使个人在社会中充分和自由地发展其个性#$ 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该条款的义

务属性! 而强化了其权利属性! 同时也明确了个人履行社会义务与个人得以自由和充分发展其个

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而增强了个人履行社会义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泽斯女士也认为! -宣

言. 未明确个人的社会义务! 是因为 -宣言. 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与国家有关的个人权利! 且有

这种保护的必要! 而保护国家不受个人的伤害则没有必要$

$

8A-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与本条其他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

-世界人权宣言. 第 8V 条共包括 . 个条款! 主要从个人的社会义务1 个人权利行使的限制性

以及禁止性规范 . 个层面来进行规定$ 其中! 第 / 款是基础条款! 第 8 款是衍生条款! 第 . 款是

兜底条款$ 其关系是* 首先! 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 个人权利的实现以社会中他人义务的履

行为条件! 为确保所有个人得以在社会中自由和充分地发展其个性! 个人有必要履行相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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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 同时也是基于平等和公平原则的考量$

其次! 由于个人是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 个人与社会中的其他个人存在密不可分的联

系! 个人权利的不正当行使会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享有产生消极影响! 因而! 需要划定个人权利

和自由的边界$ 由于国家是尊重1 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义务主体! 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 明确个

人权利行使的界限! 防止个人滥用权利$ 然而! 通过制定法律限制个人权利行使的权力同样存在

被滥用的风险! 因而第 8 款还具体规定了法律在限制个人权利行使时必须符合的条件! 也即要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适应道德1 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第 8 款是对个人权利行使的

限制! 同时也是对权力滥用的规避! 在保证这种相对具体的限制条件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情况

下! 实际上对权利行使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 反过来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这

种对权利和权力的双重限制有效地确保了社会中的个人权利的正当行使$ 第 / 款和第 8 款都包含

义务的内涵! 第 / 款是第 8 款的基础! 第 8 款是第 / 款的衍生! 是个人社会义务中消极义务的具

体化$

最后! 第 . 款规定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与第 80 条规定的 %人

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 形成呼应! 是原则性的兜底条款$ 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 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 第 . 款规定个人权利

和基本自由的行使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确认和肯定了联合国在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 也是从更宏观的层面对个人权利和基本自由的行使范围进行原则性限定! 从而更全面

地限制了个人权利和基本自由行使的滥用$

综上! -宣言. 第 8V 条的 . 个条款构成了一项完整的个人义务履行和权利限制条款! 而将个

人社会义务的内容置于第 / 款进行规定! 也进一步说明了第 / 款在第 8V 条中的基础性地位$

三! "宣言# 第 ?B 条第 A 款的哲学基础和法律渊源

(一)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跨文化哲学基础

!!人权观念复杂而深刻$

!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值得我们深入探寻其哲学思想渊源! 揭示不

同文化在这一观念上的共识$

/A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个人社会义务

西方哲学中包含着广泛的对个人社会义务的道德1 理性和良心的论证$

"/# 道德论证

古典自然法时期以及中世纪的思想家们讨论自然权利总是在一个大的道德前提下进行! 他们

首先是将人放在他所处的社会或社会群体中! 从社会整体背景来讨论人的自然权利! 个人的权利

始终要符合社会的善 "T::F#! 这样的权利才是合自然的! 进而也是正义的$

" 忠实于斯多葛学

派的古罗马政治思想家塞涅卡 "?(@(,'# 提出了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及人的双重义务的思想$ 康德

" '̂@%# 认为! %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 只能出于责任&! %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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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承担! 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 不是人而是物$&

! 黑格尔 "B(T($# 也认为! 一个有德行的人

如果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内容的必然性和义务性! 他就不但不会感到他的自由受到限制! 反而因为

具有这种必然性和义务性的意识才达到了真正的1 内容充实的自由$

"

87 世纪 07 年代产生的社

群主义提出了 %共善& ",:"":@ T::F#1 %历史传统& %社会脉络& %特殊主义& 等诉求! 以图矫

正自由主义对人与社会的错误理解$

# 社群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 它强调了个人的社会

属性! 强调国家1 家庭和社区的价值以及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

"8# 理性论证

虽然 -世界人权宣言. 第 / 条第 8 个句子断定理性和良心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但是理性和良

心也被想成人的责任的基础$

$ 斯多葛学派就主张通过自制的方式来实现个人的幸福并取得与他

人的和谐! 而这种自制思想直接来源于世界理性观念! 它要求人们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他人!

超然于世俗利益而对意志进行严格训导! 从而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忠于职守的自然义务感$

%

近代自然法时期! 霍布斯 "B:MM(*# 和洛克 "_:,̀(# 按照理性主义的方法推演了自然法理论体

系! 认为不受约束的自然权利必定使充分展示人的自然需要和自然权利的自然状态陷入战争状

态! 为平等而有效地实现和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需要自然法进行调节! 也必然需要每个人承

担不侵害他人权利的义务! 自愿而理性地结成契约$

& 霍布斯还分析了义务的理性基础* %理性

本身绝不会改变其目标000和平和自我保存&! 自然法只是 %和平所需的手段&! 那些直接奔向

权利的1 有着 %不理性的欲望& 的人只为 %现在的利益而抛弃了未来的利益&$

'

".# 良心论证

在西方哲学理论中! 有诸多关于 %良心& 的论述! 但往往是将 %良心& 和 %良知& 联系起

来使用$ 英语哲学辞典中的 %良心& 和 %良知& 也都是采用 %,:@*,&(@,(& 来表述$ 费尔巴哈

"5(#()M',># 认为* %良心是从知识导源而来的! 或者说与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但它不意味一般

的知识! 而意味特种的特殊部类的知识! 即那种与我们的道德行为1 与我们的善或恶的心情和行

为有关的知识$&

( 洛克认为* %良心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行为的正当或邪恶的意见或判

断$&

) 可见! 良心与道德有密切联系$ 良心本身不是道德! 但通过向外发挥功能而与道德发生

联系! 它是道德生成的原动力机制$

*+, 基于对我们自身行为的认知和道德判断! 良心也会促使我

们尊重他人权利而承担必要的义务$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 中就指出! %作为真实的东西! 良

心是希求自在自为的善和义务这种自我规定$&

*+- 在黑格尔的良心观中! 良心是对义务的自觉意

识! 履行义务不是自由的负担$ 义务及其对义务的信念也是良心最重要的价值! 真正的良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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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对义务的绝对服从! 是义务的现实实现$

!

8A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人社会义务

东方文化传统! 特别是中国儒家哲学理论! 提倡个人对于他人的同情1 恻隐之心! 在处理与

他人关系时强调的责己1 自省的责任伦理体现了对他人的道德情感$ 张彭春在 -宣言. 起草阶

段阐述认为! %仁& 是一个人 "在自己有需求时# 能够感受到他人与自己具有同样的需求! 而在

享有权利时能够考虑到他人也拥有同样的权利$

" 孟子的四端论中!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

# 就

提及了 %仁&! 意即对遭遇不幸的人表示同情! 对受苦受难者的怜悯心情! 这种同情心是施行仁

的开始$ 可见! 儒家哲学伦理中的 %仁& 是一种尊重他人平等享有同样权利! 同情边缘化的社

会弱势群体的道德情感! 而这也是个人承担必要社会义务的目的之一$ 此外! 孔子还提出 %躬

自厚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矣&$

$ 意即人们要严格地要求和责备自己! 宽容地对待他人$ 儒家思

想还强调自省$ 孔子教导人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 曾子也强调 %吾日三省吾

身&$

&

-中庸. 和 -孟子. 主张 %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 和 %行有不得1 反求诸己& 等等$ 儒

家的责己和责人观念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 儒家的责任伦理也是

当代中国推动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可多得的传统美德资源$

'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 %保天

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梁启超归纳了八个字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意即天下苍生

的兴盛1 灭亡! 关乎所有人的利益! 因而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 也体现了将家国利益置于首位! 为国分忧1 为民牺牲的责任意识$ 这些进步

思想家将个人1 家庭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

共同体和贯穿其中的 %天下大同& 的理想抱负! 也正是主体在国家层面上责任伦理的生动实

践$

*+,

%包括亲朋故旧在内的各种社会交往! 尤其是对于各类社会自组织的联系1 关心和担当!

是由共同的信仰1 彼此的需要而形成的复杂的联络体系$&

*+- 荀子提出 %遇君则修臣下之义! 遇

乡则修长幼之义! 遇长则修子弟之义! 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 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

义&!

*+. 这种对自身行为举止和品行规范的严格要求! 体现了社会层面上的责任意识! 其目的是

形成和维护社会共同利益1 使人们各得其所的社会秩序!

*+/ 凸显的是关于行为的社会性规定对主

体在社会层面上的责任伦理要求$

.A主要宗教文化中的个人社会义务

/VVU 年 . 月! %世界伦理基金会& 与 %双互促动协会& 召开会议! 讨论 %世界伦理& 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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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及标准! 并发布了 -关于 %寻求世界伦理标准& 的结论与建议.! 宣称 %世界各种信仰的合一

远远多于他们的相异$ 它们都赞同克己1 义务1 责任和分享! 都赞同谦卑1 怜悯和正义的美德&!

%世界各宗教和伦理传统55都是我们的精神资源&$

! 世界各主要宗教文化! 如基督教文化1 伊

斯兰教文化1 佛教文化! 都包含有个人对社会1 对他人责任的内容$ 虽然各主要宗教之间有诸多

差异! 但都对世界现状有着普遍的不满! 强调人类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以让受苦难者承担义务的

方式让世界成为它应该有的样子$

"

%爱上帝& 与 %爱邻人& 是犹太教伦理的两个核心主题$ %爱邻人& 最早出现在 %摩西十

诫& 中! 其中后六条诫命规定了犹太人应遵守的个人与社会伦理准则! 涉及到人与自我1 人与

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 如在 -塔纳赫. "='@'̀># 中! 古代先知们呼吁人们正确善待别人!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伸冤! 为寡妇辩屈&!

$ 其中体现的 %公平& 与

%公义& 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必需$ 关于责任主题! 犹太教中的诸多内容主要考虑的是责任

范围以及责任形式的问题! 这种考虑本身已经预设了责任的存在$ 耶稣也教导信徒* %当爱你们

的仇人$&

% 保罗 "J'#$# 说*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55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

基督教教导信徒要将 %爱& 推及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包括外邦人! 尤其是遭受苦难的弱势群体!

这是个人社会义务的应有之义$ 马丁'路德著名的天职观认为! %上帝应许的唯一生活方式! 不

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的道德! 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

和义务$ 这就是他的天职$&

' 虽然经过宗教改革! 基督教中社会责任的含义已经淡化! 但在世

俗生活领域! 在自然法学派和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下! 近代西方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责任感! 即个

人对近代法制社会所具有的责任感$

( 基督教的使命就是要进入自身的处境! 坚守美德和操守1

责任和义务等伦理关系的准则! 让它能规箴人们被扭曲的心灵! 让基督徒得以在实践中将自己真

诚地委身于信仰! 从而积极地影响社会1 影响人群$

) 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充满对社会的关切! 旨

在唤起人们的自我反思和引导人们积极健康向上1 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等方面的作用彰显了基督教

伦理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

l

m`O'"#@&# 也教导人们深切尊重每个人生命中的相互联系! 以及通

过同情和怜悯来减轻其同胞的痛苦$ 在佛教伦理道德中! %慈悲心& 是基本精神和最基本的道德

观念! 也最能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爱$ -大智度论. 卷 8W 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与一切

众生苦/ 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 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

-大藏经. 作为佛教典籍的总汇!

也论述了人类长期不幸和苦难的问题! 强调一个人的责任是通过对他人施行仁慈1 慈爱和同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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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自私的欲望和私人的满足$

! 此外! 佛教还教导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是从

戒的消极意义方面来说防止作恶! %众善奉行& 的思想则主要体现在 %四摄法& 之中! 其中布施

最为重要! 它包括内施! 即为救助众生而献出自己的体力乃至身体/ 外施! 即把自己的财物1 眷属

献给需要救助的众生/ 法施即向众生宣说佛法真理! 使之脱离邪见! 树立正见! 增进智慧! 弃恶从

善$

"

%对人的道德发展而言! 慈悲意识有益于鼓励人们扶危济困1 严于律己! 追求理想的至善境

界! 对于克服享乐主义1 个人主义! 塑造健全的人格具有某种现实意义$&

# 可以说! 在当今人类

面临的人与自然1 人与人1 人与自身的日益尖锐的矛盾中! 宗教都有其发挥道德影响的空间$

$

伊斯兰教的 -古兰经. 包含个人处理与他人1 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立身处世等伦理道德观

念$ -古兰经. 作为宗教化的道德典籍! 它的一个特殊功能在于劝谕1 诱导社会成员适应1 遵守

它的道德规范! 如在社会生活中! 每个人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应诚守诺言! 并履行对他人的

义务$

%

%你应当崇拜真主! 不要以任何物配他! 当孝敬父母! 当优待亲戚! 当怜恤孤儿! 当救

济贫民! 当亲爱近邻1 远邻和伴侣! 当款待旅客! 当宽待奴仆$ 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1 矜夸的

人$&

& 伊斯兰教中提及的对他人的责任! 最初是做慈善和保护社会最弱势群体的责任$

'

-古兰

经. 中谈到* %你应当把亲戚1 贫民1 旅客所应得的周济分给他们! 你不要挥霍/ 你们要给亲属

和急需的人! 以及 "离乡背井的# 远行人他们所应得的55你要给亲属1 贫人和旅客应得的利

益$&

( 同时! 伊斯兰教提倡积极行善! 关于施舍的对象! 讲到 %赈款只归于贫穷者1 赤贫者1

管理赈务者1 心被团结者1 无力赎身者1 不能还债者1 为主道工作者1 途中穷困者&$

)

-古兰

经. 反复强调的! 是要满足弱势群体的最基本生存需要! 解决温饱1 治疗疾病1 减轻债务等最基

本的人道需求$

*+,

-古兰经. 所阐释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伊斯兰社会制定了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

是伊斯兰教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从道德意识上对伊斯兰社会的政治制度1 社会生活1

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

综而言之! 东西方代表性哲学理论和各主要宗教对道德1 理性1 良心等的强调实际与个人应

承担社会义务的主张内在相通$ 正是基于这种道德1 理性1 良心! 人们才能理性看待个人与他

人1 社会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 认识到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是

一个命运共同1 利益共享1 责任共担的共同体$

(二)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跨区域法律渊源

在现代人权运动初期! 人权文书的提案往往包含关于义务 "F#%&(*# 的建议! 且大多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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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个人对社会或国家的义务! 这源于人类具有道德1 法律义务以及权利因而国际法不应仅

承认其中一个的观念$

! 因而! 在 -宣言. 通过之前! 某些国家宪法以及区域1 国际规范中就已

有关于个人义务的规定$ 当然! 国内法中规定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义务并不是自始就有的! 而是

随着人们对于国内法律! 尤其是宪法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 对自由主义的审视及对权利本位的反

思而逐渐出现的$ 此外! 社群主义1 福利国家1 社会连带学说1 个人与社会和谐1 法律社会化等

学说对 87 世纪后的宪法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的影响! 使得宪法出现新的变化! 开始在宪法中规

定公民义务! 追求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平衡发展$

"

值得强调的是! 尽管许多国内宪法和区域1 国际人权条约包含义务性规定! 但并非任何

义务性规定都可视为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所述的个人社会义务的法律渊源! 因为其中有些

义务性规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个人得以自由和充分地发展其个性的社会秩序1 保障个

人权利和自由$ 在 -宣言. 个人社会义务条款中! 义务是工具! 权利才是目的$ 为避免将两

类义务性规定等同视之而模糊 -宣言. 义务性条款的性质! 有必要明确 -宣言. 个人社会义

务的特征* 第一! 义务对于权利所依赖的社会秩序的促进作用$ 履行个人义务是社会秩序产

生的基础! 而良好社会秩序是权利实现的前提! 这一点已经为 -宣言. 第 80 条所支持$ 通过

义务机制! 框定基于社会共同体利益而履行义务的范围! 确保权利在边界内行使! 这是社会

秩序形成的条件$ 这就决定了义务的设置要以促进社会秩序为出发点! 以保障权利为落脚点$

因此! 脱离社会秩序这一权利实现的载体的义务性规定不能视为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法

律基础$ 第二! 个人义务不应该被用来压制乃至否定权利! 而应当是促进权利的享有! 为权

利享有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这一点! 已经为第 8V 条第 / 款 %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

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所确认$ -宣言. 的核心是权利而非义务! 这就决定了义务的设置

不是为了压制权利! 而是促进权利$ 因此! 以社会义务为名压制乃至否定权利的义务性规定

并不能被视为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法律基础$

我们可以从跨区域的国家法律或法律性文件中找到满足上述两个标准的义务性规定$ 法国

/W0V 年 -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第 L 条规定*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因

此! 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 只以保障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 此等限制仅得法律

规定之$&

#

/V.U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 第 /7 章规定 %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 西班牙 /VL4 年基本法第 / 章则是 %义务与权利&$ /VLW 年意大利宪法第 / 篇即是 %公

民的权利和义务&$ /VL0 年 4 月 8 日! 美洲国家第 V 次国际会议通过了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

言.$ 该宣言序言第 8 段明确指出* %每个人履行其义务! 是一切人的权利的前提/ 权利和义务

在人类的全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是相互关联的/ 权利促进个人自由! 义务则表达这种自由的尊

严$& 特别是其第 8 章第 8V0.0 条详尽规定了个人义务$ 其中! 第 8V 条规定个人对社会的一般

义务! 第 .70.0 条则规定了个人的具体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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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宣言# 第 ?B 条第 A 款的规范影响

(一) 国际人权文件对个人社会义务的规定

!!国际人权文件! 无论是普遍性人权文件还是区域性人权文件! 都在序言中强调重申 -宣言.

或根据 -宣言. 制定本文件$ 不仅如此! 国际人权文件还在序言或具体条款中明确个人社会

义务$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在其序言最后一句均明确规定*

%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 应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努

力$&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V 条规定了表达自由的社会责任* %本条第 8 款所规定的

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此外! 联合国大会于 /V0U 年 /8 月 L 日通过的 -发展权利

宣言. 也在第 8 条第 8 款规定* %鉴于有必要充分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他们对社会

的义务! 因此! 所有的人单独地和集体地都对发展负有责任$& 联合国大会 /VV0 年 /8 月 V 日通

过的 -个人1 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第 /0 条规定* % "/# 人人对社会并在社会内负有义务! 因为只有在社会之内人的个性才能得到

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

/V47 年 -欧洲人权公约. 第 /7 条在第 / 款规定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同时! 又在第 8 款规

定* %行使上述各项自由! 因为负有义务和责任! 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

序1 条件1 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 在该公约中! 这种限制还适用于宗教和信仰自由1 和平集

会和结社自由$ /VUV 年 -美洲人权公约. 专设第 4 章规定 %个人责任&! 其第 .8 条规定了权利

与义务的关系! 包括 %每个人对他的家庭1 他的社会和人类都负有责任$&

对于个人社会义务! /V0/ 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比 -欧洲人权公约. 和 -美洲人权

公约. 更为详细具体$ 该宪章在第一部分规定 %权利与义务&! 并专设第 8 章共 . 个条款规定

%义务&! 其第 8W 条规定* %人人对其家庭和社会1 国家和其他合法认定的社区及国际社会负有

义务$& 第 80 条和第 8V 条又规定了个人的具体义务$

此外! 其他区域人权文件也有个别条款提及个人义务$ /VV7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发表

的 -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 第 / 条第 / 款规定* %所有人在基本人格尊严和基本义务与责任方面

是平等的$& 87/8 年 // 月 /0 日! 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公布的 -东盟人权宣言. 一般原则 U 规

定* %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有必须与对其他个人1 社区和他所生活的社会所履行的相应的义务所

平衡$&

(二) 国内宪法对个人义务的规定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逐字采用了 -宣言. 的规定! 或参考了 -宣言. 的规定$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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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0年西班牙宪法第 / 章即规定 %基本权利和义务&! 并强调 %宪法所承认之基本权利和自由有

关的准则将根据西班牙所批准之世界人权宣言及内容类似的国际条约和协议进行解释&$

! 葡萄

牙 /V08 年修订的宪法的第 / 篇也是 %基本权利和义务&$ 包含类似这种规定的还有委内瑞拉

/VU/ 年宪法1 匈牙利 /VW8 年宪法1 中国 /V08 年宪法1 越南 /VV8 年宪法! 等等$

"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上述各国宪法中的义务条款是基于 -宣言. 的直接影响! 但也不能否认

他们同 -宣言. 之间的历史联系$ 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就指出! -宣言. 是 %第一个系统地提

出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具体内容的国际文书$ 尽管它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但它对战后的国际人

权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起了积极作用&$

# 在 -宣言. 通过之后! 其第 8V 条第 / 款使

得在国内法中规定个人义务成为一种遵循 -宣言. 精神的合理安排! 这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

认为是 -宣言. 对国内宪法产生的影响$

五!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当代意义

从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的起草历史1 跨文化哲学基础1 跨区域规范渊源及规范影响来看!

个人社会义务是在 -宣言. 制定之前1 之时和之后都被证明了的国际共识$ 当今时代! 权利诉求

的无限膨胀和社会责任的逐步缺失加重了西方社会的治理困境$ 个人社会义务内含的理性1 道德和

良心等价值理念在缓解社会治理困境以确保每个人自由和充分地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 权利诉求的无限膨胀与社会治理困境之间的矛盾

/A群体非理性诱发民主困境和发展困局

冷战以来长期的东西方对峙暂缓了对自由边界的探索! 人们接受了政府对于自由的设定! 认

为当务之急是保卫自由! 而非探讨自由的边界$

$ 在西方社会! 权利绝对化1 个人主义至上容易

引发个人社会责任缺失! 人们过分追求社会福利却不愿意承担社会义务$ 人权已经成为一个无法

满足的和无边无际的欲望的形式表达! 民众的权利诉求只增不减$ 民众因为担心挤压权利空间而

漠视或抵制有关承担个人社会责任的理性呼吁$ 这种认知逐渐影响个人价值观和判断能力! 甚至

形成自我中心的群体非理性! 对外容易滋生对所谓非民主国家的傲慢与偏见! 对内容易导致民主

制度本身的纠偏纠错能力的退化与丧失$

众所周知! 西方民主在实际操作中集中表现为竞争式的民主选举! %把民主简单化地与政治

选举挂钩! 民主的内涵过于片面与狭窄! 这是西方民主明显的内在缺陷&$

% 在这种 %选举民主&

之下! 政党往往通过对民众许以更高的福利待遇上台执政$ 在竞选承诺的不断刺激之下! 民众对

于福利待遇的期望值像泡沫一样不断膨胀$ 然而! 在竞选完成之后! 普通民众难以真正参与政府

决策! 治理主导权掌握在官僚政客及其幕后的垄断资本集团之手$ 在正常状态下! 政府基于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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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采取的合理的政策和治理措施也可能无法实际满足公民不断膨胀的福利待遇期望! 更遑论

当某种政策措施是基于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操弄之时$ 而在国家紧急状态之下! 这种不稳定1 不

安全且问题丛生的特殊时期更容易催生不同群体强烈要求保障自身利益的不同诉求! 民众的过度

诉求因分化而产生冲突可能导致社会的撕裂! 政府的社会治理措施因其利益取向而无法兼顾所有

群体利益也容易招致某类群体的对抗$ 例如!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合理限制也很容易遭到过度追求权利和自由的群体的抵制$ 不可否认! 抗

议政府 %居家令& %封城令& 和延迟复工措施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类民意的表达$

表面来看! 政府如果基于此种民意而采取宽松的防疫政策是对这类民意的重视! 实际而言! 这是

对整个社会回归正常运转需要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的现状的漠视$ 在民主外衣之下! 大多数公民

并未真正参与政府的治理决策! 这种少数人的民主也并非真正的民主! 反而使得政府无需因其防

疫不力而承担责任$ 当某类群体的利益诉求背离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也借重视这类群体的过度诉

求来呈现顺应民意的民主表象而无法真正实现大多数公民的正当诉求和社会整体利益之时! 就会

导致治理成效低下! 产生民主困境$ 通过政党竞选上台的政府代表的是其幕后垄断资本集团的利

益! 无法解决为满足民众过高的福利待遇期望带来的过高财政支出问题!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会造

成社会的发展困局$

8A道德缺位助长信任赤字和社会分散化

一国任何现有的法律或规则都无法预见到并有效应对所有突发危急情况! 需要依靠政府的能

力和判断来进行有效治理$ 在社会治理中! 决定政府绩效的关键因素不是政体类型! 强政府和弱

政府并不必然对应社会治理能力的强弱! 国家的领导能力才是决定社会治理成效的关键$ 国家领

导力的前提是行政部门被授予必要的国家权力! 使行政部门在紧急状况时能够集中调配资源! 提

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维持稳定的公共秩序$ 在现代社会! 国家紧急权力的授予取决于公民对行政部

门依法科学决策的信任! 这种信任往往基于政府人员的专业能力1 领导能力和个人品格等因素$

当个体权利和自由被赋予绝对优先性时! 个人社会责任和义务被束之高阁! 社会公共利益和

道德被漠视$ 利己文化将形成潮流! 利人文化将逐渐消散! 与个人利益冲突的社会公共利益就会

遭到漠视$ 这种情况下! 权利观念已经脱离了道德框架$ 脱离道德框架的公民缺乏对利益共同体

的认同和对共同体基本利害关系的感知$ 民众评判行政部门决策的依据不是公共利益是否得到增

进! 而是个人权利诉求是否得到满足$ 即便行政部门保持足够理性! 但其政策也可能因为与个人

权利诉求不符而被质疑! 进而出现对政府领导人的信任危机$ 面对竞选压力! 政治家们极易迎合

公民不加约束的权利和自由诉求! 政府也有采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借口$ 所以!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西方国家行政部门的保持社交距离和封城防控举措因公民要求 %自

由& 得不到有效落实$ 当信任赤字累积到一定程度! 整个政治和公共生活都可能被看作是骗局!

社会分散化加剧!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从而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难题$

.A良心匮乏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弱势群体边缘化

%全球化1 只谈权利不谈义务的自由! 已经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 全球化让一些人走上了

富裕道路! 但贫富差距扩大也让更多的人被抛在后头! 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据 -纽

约时报. 87/V 年 V 月 /7 日报道! 贫富差距扩大了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 也导致了富人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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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而穷人寿命更短$

! 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分配和占有的不均衡性! 导致了个体能实际享有的

权利和自由的偏差$ 个人至上主义 %一方面把个人的利益1 志向和幸福强调到至高无上的程度! 另

一方面又对群体和社会的利益1 志向和幸福给予相当程度的甚至完全的忽视&!

" 并没有培养强势

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之心$ 因而! 拓宽权利和自由的边界并不能有效纠偏! 反而固化了社会贫富

差距格局$ 弱势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往往因捍卫自身权益能力不足而极易成为权利侵犯的对象! 这就

引发了弱势群体愈加脆弱的恶性循环$ %对某些人而言! 自由意味着疏远1 社会失范和绝望! 它无

法避免! 反而甚至是滋长了自我毁灭和反社会的行为$&

# 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以及个人过度自

由而产生的自我毁灭和反社会行为! 不断滋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二) 个人社会义务缓解治理困境和社会矛盾的功能

%人权的原始哲学是利己的! 义务的原始哲学是利人的$ 一个社会权利的总量一定等于义务

的总量$ 利己的人权的获得和利人的义务的付出之间有着相应的对应关系$&

$ 权利诉求无限膨

胀给社会治理带来困境! 凸显了个人应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的重要性$

/A个人社会义务塑造公民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理性认识

个人与其所生活的社会有着密切联系! 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以实现的

条件! 而个人社会义务又是实现此种环境和秩序的必然前提$ -宣言. 第 8V条第 /款意味着 %权利

的自然结果是义务! 权利不是无限制的$ 否则! 社会平衡或和谐就是不可能的&$

% 鉴于 %人权与

义务之间是一种相互对应1 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 每个人的权利诉求要求每个人承担尊重他人

平等享有相同权利的义务! 因而每个人既是权利主体! 也是义务主体$ 基于个人与社会的连带关

系1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 个人社会义务意识使得公民能对个人与他人1 社会的关系形成一种理

性认识! 意识到个人利益不能仅仅通过主张权利和自由来获得! 个人承担必要社会义务的目的并不

在于限制权利和自由本身! 而是确保社会和谐以及切实满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前提条件$ 强调个人

社会责任! 要求公民理性行使权利! 可以对权利绝对化引发的民主赤字和发展困局作出理性纠偏$

8A个人社会义务提升公民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道德认同

个人的理性选择和认识并不必然改善人性! 需要借助法律对个人社会义务予以明确规定! 从

而提高公民的道德境界$ 在 -世界人权宣言. 制定阶段! 各国代表就权利与义务进行讨论时!

张彭春就从伦理与道德的角度指出* %联合国的目标不是保证个人的私利! 而是要努力提高人的

道德境界$ 有必要宣布个人的义务职责! 因为意识到其职责将使得他达到很高的道德标准$&

'

如果确立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道德认同! 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会向社会

公共利益作出必要1 合理的妥协$ 这种妥协除了依赖于个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道德认同! 也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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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科学决策的信任$ 个人权利至上会导致社会分裂! 而个人承担必

要的社会义务会助益社会团结$ 公民道德观念提升! 会更倾向于信任并配合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

益的各项社会治理举措! 从而优化配置社会资源!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提高公

众对政府的信任$

.A个人社会义务激发公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感知同情

某一社会中大多数的权利诉求! 尤其是经济1 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诉求! 需要直接或间接

地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 而处于特定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社会资源总量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权利诉

求$ 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今社会! 一个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强势阶层总是能运用其控制的社

会资源优先实现本阶层的权利诉求$ 虽然 %法律无法要求每个个体在灾难和不幸来临时! 都还

能对他人保有同理心和共情力&!

! 但强调个人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 便是要求个人从社会整体

尤其是社会弱者的角度出发! 激发对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心$ 一方面! 可以利用

个人占据的社会资源直接帮助改善弱势群体处境! 另一方面! 可以限制个人权利诉求! 让有限的

社会资源分配至事关大多数人福祉的关键领域!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

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例如! 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等紧急事件时! 老年人和

其他有基础疾病的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高! 而个人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 遵守居家隔离和社交距

离的防控举措! 避免造成医疗挤兑! 便是对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

六!结语

-宣言. 的目的是促进对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同许多人一样! 本文作者也支持国际

社会高度评价 -宣言. 对于人权保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成就$ 但是! 我们不应该仅从某一侧面

来研究1 评价 -宣言.$ 正确解读 -宣言.! 就应该全面分析和解释 -宣言. 文本! 充分揭示

-宣言. 的时代价值$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的起草历史表明! -宣言. 制定

者在向世界昭示人权理想的同时! 也在告诫世人* 个人在主张1 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

的社会义务$ -宣言. 制定者昭示我们! 应该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约束个人权利的膨胀!

防止个人对社会1 自然的过度索取! 这是维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绝对权利到受到限制的

权利& 是 -宣言. 制定过程中对传统人权概念的发展$

"

以整体性视角来解读 -宣言.! 就必然要求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国际人权机构的规范发展!

都不应该将目光仅仅停留在 -宣言. 所宣示的权利清单上$ -宣言. 对当今世界的历史价值! 也

绝非仅仅体现为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应对西方社会的治理困境时! 个人社会义务以其渊源于东西

方传统哲学和世界各主要宗教文化的道德1 理性和良心的价值理念! 展现了权利绝对化和个人至

上主义所不具备的优越性$

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命运共同1 利益共享1 责任共担的内在价

值$ 当前!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恐怖主义时有发生! 重大传染性疾病不断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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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全面来袭!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贫富差距分化严重! 地区冲突此消彼

长$ 这些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构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严重威胁$ 要应对上述

挑战! 人类必然要树立维护共同体命运的责任意识$ 在国际层面! 就是各国对整个国际社会和人

类全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个人层面! 则是个人对其所属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所宣示的个人社会义务! 应该被尊崇为当代人权观念的基础支撑! 并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展现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价值$

9+()8'$?B "A# ./(#$!"#$%&'()*%+)(&(,#-"-./01("

2#34,'*140(,5.1($-6.+*+7 C)>1)/)8*18$

I3#F/%X'3%A 3%7 ?9(%A \'

9:,(+*8(* =>(,:))(,%&@%();)(%'%&:@ '@F (-'$#'%&:@ :+%>(G%'@("*3&J(,&3"32'#% #.:/C3% D'A92*

"E2BP# ;)(*#;;:*(*%>(C>:$(@(**:+&%*)&T>%*'@F :M$&T'%&:@*,$'#*(*AB:C(-()! 3)%&,$(8V "/# :+%>(

E2BP)(T')F&@T&@F&-&F#'$F#%&(*%:,:""#@&%O'@F &%*&";$&,'%&:@*>'-(M((@ &@'F-()%(@%$O&T@:)(F MO

%>(&@%()@'%&:@'$,:""#@&%OA=>(&@,:);:)'%&:@ :+%>&*F#%O,$'#*(&@%:%>(E2BPC'*@:%%>()(f#&)("(@%

:+'#@&f#(;>&$:*:;>O! M#%'M'*&,,:@*(@*#*:+%>(&@%()@'%&:@'$,:""#@&%O'%%>'%%&"(A=>&*-()O

,$'#*(:+%>(E2BP:@ &@F&-&F#'$F#%&(*%:,:""#@&%O,'@ F)'C:)&T&@*+):",):**G,#$%#)'$;>&$:*:;>&(*

'@F *:#),(*+):" %)'@*G)(T&:@'$$(T'$F:,#"(@%*! '@F >'-(&@+$#(@,(F %>($'%()-')&:#*@'%&:@'$

,:@*%&%#%&:@*'@F &@%()@'%&:@'$>#"'@ )&T>%*&@*%)#"(@%*&@ *>';(:)+:)"AI@ %:F'OR*()'! %>(#@$&"&%(F

(Z;'@*&:@ :+)&T>%*,$'&"*'@F %>(T)'F#'$$:**:+F#%&(*%:%>(,:""#@&%O'TT)'-'%(%>(T:-()@'@,(

F&$(""':+C(*%()@ *:,&(%OAX):#; &))'%&:@'$&%O&@F#,(*F(":,)',O'@F F(-($:;"(@%F&++&,#$%&(*! ":)'$

'M*(@,(;):":%(*%)#*%F(+&,&%*'@F *:,&'$F(,(@%)'$&d'%&:@! $',̀ :+,:@*,&(@,(C&F(@*%>(T'; M(%C((@ %>(

)&,> '@F %>(;::)'@F "')T&@'$&d(*%>(-#$@()'M$(T):#;*A=>(-'$#(*:+":)'$! )('*:@ '@F ,:@*,&(@,(

("M(FF(F &@ &@F&-&F#'$F#%&(*%:,:""#@&%O')(,:@F#,&-(%:*>';&@T,&%&d(@*R)'%&:@'$#@F()*%'@F&@T:+

&@F&-&F#'$)&T>%*'@F +)((F:"*! (@>'@,&@T,&%&d(@*R":)'$)(,:T@&%&:@ :+%>(,:"":@ &@%()(*%*:+%>(

,:""#@&%O'@F &@*;&)&@T,&%&d(@*R*O";'%>O+:)-#$@()'M$(T):#;*! '@F %>#*:+;')%&,#$')*&T@&+&,'@,(&@

'$$(-&'%&@T%>(F&$(""':+*:,&'$T:-()@'@,(*:'*%:(@*#)(%>(+)(('@F +#$$F(-($:;"(@%:+(',>

&@F&-&F#'$A

;$73.+4,* E2BP! I@F&-&F#'$2#%&(*%:H:""#@&%O! S:)'$! P('*:@! H:@*,&(@,(! I@%()@'%&:@'$B#"'@

P&T>%*_'C

(责任编辑* 曲相霏)

'/U'

"世界人权宣言# 第 8V 条第 / 款个人社会义务条款及其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