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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动物伦理思想的改变，动物法成为各国立法热点并呈现出宪法化趋势。随着
国际社会保护动物的观念不断增强，还出现了研究全球动物保护法律问题的全球动物法。在全球

动物保护浪潮下，中国动物保护立法总体上仍处于动物保育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文化

的困境是中国动物法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中国应加强动物保护宣传教育，发展适合中

国国情的动物保护学术用语，并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修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立法理念，推动

动物法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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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动物法 （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指有关除人类以外的动物的法规和司法决定，包括立法和判例法两
类。① 动物法在内容上主要包含动物保育 （ａｎｉｍ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动物福利 （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以及
动物权利 （ａｎｉｍａｌｒｉｇｈｔｓ）三个方面。② 动物保育观念将动物视为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出于保护自
然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对动物实施保护。动物福利论虽然也支持人类对动物的利用，但

承认动物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对动物负有道德义务，主张利用动物时应最大程度地减少动物的痛

苦。动物权利论则反对人类对动物的利用，认为动物具有与人类同等的道德地位，试图改变动物

的法律地位，为动物争取法律权利。从将动物视为可利用的资源，到动物福利论及动物权利论的

出现，再到动物法在全球的蓬勃发展，西方动物伦理思想的演变有力推动了动物保护运动的

发展。

西方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植根于两个传统，即犹太教与古希腊文化，这两个根源在基督教中结

合为一，并且在欧洲盛行。③ 根据 《圣经》中的内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赋予

·８８·



①

②

③

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

部国家留学基金委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０１９９）的阶段性成果。
曹菡艾：《动物非物 动物法在西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７页。
有学者将动物法的定义归为两类，一类是导向性定义，另一类是描述性定义。导向性定义通常将动物法定义为代表动物

的利益、以促进动物权利为目的的法律。该定义方法的另一种形式为将动物法定义为改善动物福利的法律，并不必然为

动物寻求法律权利。描述性定义则纯粹以描述性的方式定义动物法，不选择何种法律理念作为动物法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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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利。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认为人具有理性，而动
物缺乏理性，动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人类提供食料，动物的存在是为了人类。②

受宗教及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直至近代仍有一些重要思想家认为人类与动物具有本质的差

别，动物不在人类道德的范围之内，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Ｒｅｎｅ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和德国哲学家康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笛卡尔认为动物是没有感觉的机器，这一观点为当时流行
的活体解剖提供了正当性。③ 康德认为动物不具有理性，只是人类达到目的的工具，人类对动物

只有间接责任，善待动物不过是增强人类的善行。④ 不同于笛卡尔与康德的思想，边沁

（Ｂｅｎｔｈａｍ）认为功利原则是一切社会道德的标准，强调动物的快乐和痛苦也同样重要，给动物
带来与幸福相反的东西，在道德上同样是错误的。⑤ 边沁是西方伦理学上第一位倡导将动物直接

纳入人类伦理思想的重要人物。⑥ 他主张感受痛苦的能力是一个生灵是否拥有权利、受到平等考

虑的关键特征，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动物是否会推理，而在于它们能否感受到痛苦。边沁的功

利主义学说是动物福利及动物权利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边沁等思想家的影响下，动物的境况在１９世纪时获得了包括法律规范层面上的实际改变。
１８２２年英国议会通过了 《马丁法案》，反对虐待动物，这是世界首部为动物福利颁布的法律，开

启了现代动物福利事业的先河。⑦ 与此同时，达尔文 （Ｄａｒｗｉｎ）在 《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论

思想，阐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看法。１９世纪
末，英国社会改革家亨利·萨尔特 （ＨｅｒｒｙＳＳａｌｔ）第一次提出动物权利这一概念，主张动物享
有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类的关怀。⑧

２０世纪时，彼得·辛格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于１９７５年发表了 《动物解放》一书。⑨ 在该书中，

辛格认为压制其他物种而偏袒人类的利益是一种物种主义 （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ｓｍ），同性别主义、种族主义
一样应该受到谴责。瑏瑠 该书不但在伦理学、哲学和其他领域激起波澜，而且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社

会运动。瑏瑡 另一位学者汤姆·雷根 （ＴｏｍＲｅｇａｎ）从哲学的高度系统论证了动物权利，认为所有
作为生命主体的个体都拥有固有价值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瑏瑢 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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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动物非物 动物法在西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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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９，ｐ３１
参见张敏、严火其：《从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到动物关怀———美国动物福利观念的演变研究》，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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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ｖ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５），ｐｐ３－７
〔美〕汤姆·雷根：《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莽萍、马天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页。
〔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研究》，李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页。



“动物福利”一词由美国人休斯 （Ｈｕｇｈｅｓ）于１９７６年提出，用以指农场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
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①

从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随着动物福利及动物权利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动物权利论引发的动
物保护运动的影响，一些欧美国家首先出现为动物争取利益的律师团体，动物保护的法律规范也

不断增多，动物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出现。目前，动物法已经超出少数国家的范围，在全球

领域迅速发展。

二　动物法在全球的发展

上文提及动物法包含动物保育、动物福利以及动物权利三个方面的内容。动物保育体现的是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伴随着人类动物伦理思想的改变，目前动物福利及动物权利是动物法

最主要的内容。因而，下文所讨论的动物法在全球的发展主要侧重探讨动物法在动物福利及动物

权利方面的发展。

（一）各国动物保护立法及司法实践

１各国动物保护立法现状及趋势
由于动物权利观念比较激进，存在的争议比较大，所以动物福利观念更容易被国家接受。目

前，全球已经有至少１０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体现动物福利的法律规范 （包括动物福利法、动物

保护法、禁止虐待动物法及各自民法典或刑法典中含有动物福利内容的条款等）。

表１　全球国家和地区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②

欧洲国家和地区 美洲国家和地区 亚洲国家和地区 非洲国家和地区 大洋洲国家和地区

动物保护法或动

物福利法

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波

斯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

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

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拉

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

堡、马其顿、马耳他、荷兰、挪

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西班牙、斯洛文尼

亚、瑞典、瑞士、英国

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

岛、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多米尼加、格陵兰岛、

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拉

圭、秘鲁、波多黎各、圣基茨

和尼维斯联邦、乌拉圭、美

国、委内瑞拉

黎巴 嫩、土 耳

其、阿拉伯联合

酋长 国、菲 律

宾、中国台湾地

区、尼泊尔、泰

国、马来西亚、

韩国、日本

马拉维共和国、

毛里求斯、纳米

比亚、南非、坦

桑尼亚

澳 大 利 亚、新

西兰

禁止虐待动物法 乌克兰、意大利、捷克共和国
阿根廷、巴巴多斯、伯利兹、

巴西、格林纳达、牙买加

以色列、巴基斯

坦、印度、孟加

拉国、斯 里 兰

卡、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

博茨瓦纳、肯尼

亚、塞舌尔、乌

干达、赞比亚、

津巴布韦

瓦努阿图

将保护动物写入

国家宪法或地区

一级的宪法

瑞士、德国、卢森堡、奥地利、

斯洛文尼亚

巴西、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

利斯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印度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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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纪文主编：《动物保护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页。
根据全球动物法官网提供的数据绘制而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续表

欧洲国家和地区 美洲国家和地区 亚洲国家和地区 非洲国家和地区 大洋洲国家和地区

民法典或刑法典

中含有禁止虐待

动物等条款

瑞士、奥地利、德国、荷兰、西

班牙、摩尔多瓦、法国，圣马

力诺、乌克兰

加拿大、哥伦比亚、巴拿马

阿塞拜疆、科威

特、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印度

尼西亚

埃及、尼日利亚

其他类型法律，如

动物健康法

塞浦路斯、希腊、立陶宛、斯

洛伐克
缅甸、卡塔尔

圣多美和普林

西 比 民 主 共

和国

巴布亚新几内

亚、汤加、基里

巴斯、斐济、所

罗 门 群 岛、图

瓦卢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颁布了体现动物福利的法律规范，其中很多国家在立法中承认动物是具

有感知的生命。此外，还有些国家在动物保护立法实践上向动物权利理念的方向发展，改变了动

物的法律地位。例如，德国在其民法典第９０项中规定 “动物不是物”。① 奥地利在其民法典第

２８５条ａ款中同样规定 “动物不是物”。② 作出类似规定的国家还有瑞士、荷兰、摩尔多瓦、波

兰、西班牙等。

除此之外，在上述表格所列的国家中，目前共有８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负有保护动物
的责任，还有两个国家正在提起相关议案。

表２　在宪法中规定动物保护内容的国家③

国家 时间 内容

印度 １９７６年 对动物抱有同情心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巴西 １９８８年 禁止虐待动物

斯洛文尼亚 １９９１年 禁止虐待动物

瑞士 １９９２年 国家存在顾及动物尊严的义务

德国 ２００２年 国家应该保护动物

卢森堡 ２００７年 国家应该促进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

奥地利 ２０１３年 保护动物是国家的一项目标

埃及 ２０１４年 国家应人性化地对待动物

比利时、韩国 正在提议将动物保护内容加入宪法

　　

国家将保护动物提升至宪法高度的立法行为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比利时及韩国两国对动物

保护内容加入宪法的提议反映出这一现象继续扩张的趋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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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页。
戴永胜译：《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１页。
数据及内容主要来源于：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ｕｎｅ１５，２０１９）．ＭａｎｅｋａＧａｎｄｈｉ，ＯｚａｉｒＨｕｓａｉｎＲａｊＰａｎｊｗａｎｉ，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Ｄｅｌｈ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ｐ２９０；ＪｅｓｓｉｃａＥｉｓｅｎ，“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７）１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９０９，ｐ９０９；ＧｉｅｒｉＢｏｌｌｉ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Ｄｉｇｎ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ｗｉｓｓＬａｗ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Ｚｕｒｉｃｈ：
Ｓｃｈｕｌｔｈｅｓｓ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ｅｎ，２０１６），ｐ７ＯｌｉｖｉｅｒＬｅＢｏｔ，“ＩｓＩｔ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Ｈａｖｅ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１５ＵＳ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ｐ５９
ＳｅｅＯｌｉｖｉｅｒＬｅＢｏｔ，“ＩｓＩｔ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Ｈａｖｅ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５ＵＳ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ｐ５９



２各国动物保护司法实践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目前，颁布动物福利法律规范的国家很多，但承认动物权利的国家寥

寥无几。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为动物争取法律地位的改变非常困难。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出现

了认可动物权利的司法案例。

例如，２０１６年，阿根廷法院裁定一只被圈养的名为塞西莉亚 （Ｃｅｃｉｌｉａ）的黑猩猩是具有固
有权利的 “非人类法人”（“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ｌｅｇ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下令将她从被关押的动
物园释放，并转移到庇护所。① ２０１７年，哥伦比亚最高法院作出给予一只名叫 “邱乔”

（Ｃｈｕｃｈｏ）的眼镜熊人身保护令的裁决。② ２０１９年，印度北阿坎德邦最高法院裁定动物为法律实
体 （ｌｅｇａｌ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享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③

目前，承认动物权利的司法案例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反映了动物保护观念不仅深刻影响

了发达国家，同样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国际动物保护立法及司法案例

１国际动物保护立法
（１）普遍性国际公约
目前国际社会上关于动物保护的公约主要有：１９４６年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１９７２年

《南极海豹保护公约》、１９７３年 《保护北极熊协定》、１９７３年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以下简称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１９７９年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１９８０
年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以及１９９２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社会就动物保护

问题已达成了一定数量的公约，但这些公约主要是关于动物保育的公约。多数条约保护的主体

仅限于野生动物，虽然也存在少量关于动物福利的规定，但目的在于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资

源。当前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旨在提高动物福利的公约，更没有规定动物权利的

公约。

实际上，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有关动物权利或代表动物宣布权利的文献、宣言等相继出
现，这场运动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达到高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以下简称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于当天宣读了旨在承认动物基本权利的 《世界动物权利宣言》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Ｒｉｇｈｔｓ），但该宣言并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
采纳，加之自身文本及反对者抗议等原因，最后默默无闻，鲜被提及。④ 同样，由世界动物保护

协会组织在２０００年动物世界大会上公布的 《动物福利全球宣言》（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ｎｉ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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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ａｍｅｌａＦｒａｓｃｈａｎｄＪｏｙｃｅＴｉｓｃｈｌ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３０３，ｐ３３１ＣｉｔｉｎｇＧａｂｒｉｅ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ＣｈｉｍｐａｎｚｅｅｓＨａｖｅＲｉｇｈｔｓ，Ｓａｙ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ＪｕｄｇｅａｓＳｈｅＯｒｄｅｒｓＣｅｃｉｌｉａＢ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Ｚｏｏ，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Ｎｏｖ７，２０１６）．
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５２，ｐ２５３
ＰａｍｅｌａＦｒａｓｃｈａｎｄＪｏｙｃｅＴｉｓｃｈｌ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３０３，ｐ３３１ＣｉｔｉｎｇＮａｒａｙａｎ
ＤｕｔｔＢｈａｔｔｖＵｎ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ａ，（Ｊｕｌｙ５，２０１８）４３ＡＩＲ１，５０（Ｉｎｄｉａ）（ｄｅｃｌａ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ａｎｉｍ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ｒｅ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ｉｖ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
ＳｅｅＪｅａｎＭａｒｃＮｅｕｍａｎ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１２）１９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９１，ｐｐ９２－１０３



Ｗｅｌｆａｒｅ，ＵＤＡＷ），虽然目前已获得了４６个国家、３３０家动物保护组织以及两百万人的支持，① 但
该宣言对国家没有任何拘束力。

（２）区域性条约和多边条约
目前，国际合作保护动物福利最成功的区域为欧洲，相关立法体现在欧洲委员会和欧盟两个

层面。

截至目前，欧洲委员会通过了５个有关动物福利的公约，分别是１９６８年 《国际运输中保护

动物的欧洲公约》，１９７６年 《保护农畜动物的欧洲公约》，１９７９年 《保护屠宰用动物的欧洲公

约》，１９８６年 《用于实验及其他科学价值理念的脊柱动物保护欧洲公约》以及１９８７年 《保护宠

物动物的欧洲公约》。② 这些公约不仅促进了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在动物福利标准问题上的区域协

调，同时也为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动物福利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基础。③ 欧盟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通
过立法保护动物福利。１９７４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第一个有关动物福利的立法，规定人性化的宰
杀动物，避免以任何残忍形式对待动物。④ 之后陆续出台有关动物运输、动物屠宰、动物实验、

宠物动物、渔业等众多方面的立法规范。

２０１５年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１２个国家达成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ＴＰＰ），虽然是多边贸易协定，却包含了一整章的环境章
节。⑤ 该章多处涉及野生动物的保护，例如要求成员国承诺促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并打击非法捕获

和非法贸易，采取适当措施保护野生动植物等。⑥ 同时该章也涉及动物福利的保障问题，规定成

员国必须履行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义务，例如对动物运输和护理的要求等。⑦ 有学者认

为ＴＰＰ中环境章节的出现，预示着国际贸易法与动物保护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
的新阶段。⑧

（３）双边条约
２０世纪，一些国家基于地缘关系或动物迁徙等原因缔结了一些保护动物的双边条约，如

１９１６年美国和加拿大签订的 《美加候鸟保护条约》，１９３６年美国和墨西哥签订的 《美墨候鸟及

猎兽保护公约》，１９７４年澳大利亚和日本签订的 《澳日候鸟、濒临灭绝鸟及生境保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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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全球动物福利，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ｇｃｎ／ｏｕｒ－ｗｏｒｋ／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２７日。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Ｂｌａｔｔｎｅｒ，“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ａｓｔｈｅ
ＳｈｅｅｐｉｎＷｏｌｆｓ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２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２７７，ｐｐ２８４－２８５
Ｓｅ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ＶａｐｎｅｋＭｅｇａｎＣｈａｐｍ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Ｏｐ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１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ｄｏｃｒｅｐ／０１３／ｉ１９０７ｅ／ｉ１９０７ｅ０１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２０２０）．
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７４／５７７／ＥＥＣｏｆ１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７４ｏｎＳｔｕｎｎｉｎｇ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３Ａ３１９７４Ｌ０５７７（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９，２０１９）．
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ｔｇｏｖｔｎｚ／ｅｎ／ａｂｏｕｔ－ｕｓ／ｗｈｏ－ｗｅ－
ａ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１５，
２０１９）．
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ｔｇｏｖｔｎｚ／ｅｎ／ａｂｏｕｔ－
ｕｓ／ｗｈｏ－ｗｅ－ａ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１５，２０１９）．
例如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３条第２款、第４条第２款、第５条第２款等。
ＫａｔｉｅＳｙｋ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Ｔｕｒｎ：Ｈｏ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Ｎｏｒｍ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５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５５，ｐ７９



１９８３年中国和日本的 《中日候鸟及栖息环境保护协定》等。①

此外，近年来一些双边贸易协定中出现了动物保护的条款。例如，２００６年美国和秘鲁的双
边贸易中规定，缔约方致力于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２０１０年欧盟与韩国在双边
贸易协定中规定了关于加强动物福利方面的合作，内容包括交流动物福利方面的信息和经验以及

在国际论坛上就促进动物福利标准进行合作。② ２０１７年欧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中规定双方应
采取包括通过标签措施等方式，鼓励使用通过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获得的产品，用以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采取有效措施打击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的非法贸易；同时规定了动物福利问题，要求双方加强以农场动物福利为核心的合作，促进双方

在动物福利上的信息和经验交流。③

２国际司法判例
（１）“澳大利亚诉日本捕鲸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因日本在南大洋的捕鲸行为将其诉至国际法院。澳大利亚和日本同为 《国

际捕鲸管制公约》缔约国，也同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会员国。国际捕鲸委员会于１９８３年规定全
面禁止商业捕鲸行为，但是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８条规定 “国家可以根据科学目的击杀或

者捕捞鲸鱼”，日本以此为依据继续捕鲸。为此，澳大利亚将日本起诉至国际法院。２０１４年３月
３１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日本在南大洋的科研捕鲸活动违反了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国

际捕鲸委员会建立之初的目的为规范国家的捕鲸活动，而非保护鲸鱼本身。但随着国际社会反对

捕鲸的意见增多，国际捕鲸委员会实际已经从管理鲸鱼资源的组织蜕变为保护鲸鱼的组织。国际

法院的判决显示了法院向国际环境和海洋生物保护领域继续前进的步伐。④

（２）“欧盟海豹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ｏｆＳｅ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全球化形势下，各国之间贸易密切相关。鉴于动物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世界贸

易组织 （以下简称世贸组织）体系内也不断出现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案例。“欧盟海豹案”之前所

有有关动物的案件，或是涉及食品安全问题，或是涉及将动物视为自然资源的环境问题。“欧盟

海豹案”是第一个因为动物福利问题被提起的案件。由于海豹的捕杀方式残忍，出于对此的道

德关切，欧盟立法禁止销售海豹产品，损害了加拿大和挪威的海豹产品出口。２００９年，因不满
欧盟的海豹产品贸易禁令，加拿大和挪威将欧盟诉至世贸组织。该案中，欧盟采取的禁令措施并

不是因为将海豹归于一个需要保护的物种，而是关注作为个体的海豹所遭受的痛苦。专家组在报

告中赞同动物福利可以作为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２０条 （ａ）款所载的公共道德例外。同时
专家组还表示 “动物福利对于所有人类来说是一个道德责任问题”，并认为 “动物福利是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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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常纪文：《动物福利法———中国与欧盟之比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９页。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ｎｅＰａ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ｏｆ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９，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２２０１１Ａ０５１４（０１）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１７，２０１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ｆｏ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６，ａｎｄ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８，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ｆｉｌｅｓ／０００３８２１０６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１７，２０１９）．
参见何田田：《国际法院 “南大洋捕鲸”案评析》，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球公认的问题”。① “欧盟海豹案”的裁定结果让动物保护问题在世贸组织内部取得了开创性的成

果。动物福利被世贸组织所认可，甚至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合法因素。

（三）动物法学科的新发展

动物保护问题曾长期属于环境法的内容，而如今，动物法已经从环境法中脱离出来，成为独

立的法学学科，并成为很多发达国家法学院的课程之一，且发展速度很快。例如，２０００年美国
只有９所高校开设动物法课程，到２００８年全美国共计８９所法学院开设了动物法教程。② 目前，
在美国和加拿大，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多伦多大学在内的１６７所大学的
法学院开设了动物法课程。③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计１１所大学的法学院开设了动物法课程。在欧
洲，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３５所高校开设了动物法的研究生课程。④ 西班牙的一些高校，例如利莫
格斯大学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ｍｏｇｅｓ）还开始授予动物法的学位。⑤

作为法学学科，动物法与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联系紧密，具有跨学科

性。⑥ 很多法律学者积极将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人类学等学科中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动物法领

域，成为动物法学科发展的新趋势。⑦ 目前，动物法的发展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首先，学者们对动物法的发展方向难以取得统一意见。在动物法学界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是

动物法的发展应侧重动物权利还是动物福利，每种观点的拥护者都辩称，他们的观点是改变社会

对动物的看法及对待方式的唯一有效途径。⑧

其次，动物保护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建立全球性法律规范。⑨ 主要原因在于，（１）动物
保护问题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物种灭绝、贫困等全球性问题密切关联，因而需要在全球层

面上予以解决。瑏瑠 （２）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企业可以转移到动物福利标准较低的国家，以此规
避本国的高福利标准，因此必须制定跨国界的法律规范才能有效地保障动物福利。瑏瑡 （３）对全球
范围内的所有动物进行保护也是全球正义 （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的体现。瑏瑢 基于以上原因，已经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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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Ｐａｎｅ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ＤＳ４００／Ｒａｎｄ
ＷＴ／ＤＳ４０１／Ｒ（５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ｐａｒａ７４０９，ｐａｒａ７４２０
ＰａｒｉａＫｏｏｋｌ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２００８）３６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ａｗ１４，ｐ１５
ＡｎｉｍａｌＬｅｇ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Ｆｕ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Ｃｏｕｒｓｅｓ”，ｈｔｔｐｓ：／／ａｌｄｆ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ｃｏｕｒｓｅ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１９）．
“３５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ｃｏｍ／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ｕｒｏｐｅ／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１，２０１９）．
ＪéｒｍｅＬａｍｙ，“‘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ｎ’ａｐｌｕｓｌ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ｅｄｅｓｄｒｏｉｔｓ”，（２０１８）ＬｅＭｏｎｄ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ｎｄ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ｆｒ／２０１８／０７／ＬＡＭＹ／５８８１０（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１，２０１９）．
ＳｅｅＰａｍｅｌａＦｒａｓｃｈａｎｄＪｏｙｃｅＴｉｓｃｈｌ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３０３，ｐ３１２
Ｓｅｅ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５２，ｐ２５３
ＰａｍｅｌａＦｒａｓｃｈａｎｄＪｏｙｃｅＴｉｓｃｈｌ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５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３０３，ｐ３３２
ＳａｂｉｎｅＢｒｅｌ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０５，
ｐ１０５
Ｓｅｅ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Ｗ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ＷｈｙＷｅＮｅｅｄＩｔ”，（２０１６）５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９，
ｐ１９
Ｓｅｅ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ｓ”， （２０１７）１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５２，ｐ２５４
Ｓｅｅ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Ｗ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ＷｈｙＷｅＮｅｅｄＩｔ”，（２０１６）５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９，
ｐｐ２２－２３



学者提倡创立全球动物法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并将其视为国际法的一门新兴法律部门。①

全球动物法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不同法律制度国家间动物保护状况的横向比较研究，也

包含对国家、区域及国际层面上动物保护状况的纵向比较研究。② 由于动物保护问题与很多国际

法问题相关，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等领域均存在涉及动物保护的法律规范。当前国际领域关

于动物保护的法律规范零散且薄弱，全球动物法的发展能够防止动物保护法律规范的 “碎片

化”。

全球动物法主要被少数欧洲学者所提倡，尚未得到国际法学界的普遍认可。国际法任何分支

的形成和发展都需要以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等法律渊源为基础。而据上文分析可知，相比国内

法律规范，关于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律规范明显不足。因此，全球动物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更像是一种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呼吁。但必须看到，全球动物法顺应了动物保护问题

成为国际热点的趋势，同时敏锐地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跨国界动物保护法的重要意义。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可知，动物法成为各国立法热点并呈现出宪法化趋势。随着动物法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不仅国际社会保护动物的观念不断增强，而且出现了研究全球

动物保护法律问题的全球动物法。

三　动物保护新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动物保护立法任重道远

　　如上文所述，全球已经有至少１０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有关动物福利的立法，而中国却成为
“最大的例外”。③ 中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保护范围全面的 《动物保护法》，刑法及民法典中也没

有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条款。可以说，中国动物保护立法仍处于动物保育阶段，且动物保育立法

有待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 《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中国唯一一部将保

护对象明确为动物的法律。该法在２０１８年经过了第三次修订，但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仍仅限于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④ 刑法中对非法捕猎、杀害动物的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也仅限于对珍贵、濒

危动物的非法捕猎、杀害。⑤ 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由于缺少法律保护，被一些不法分子肆意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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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Ｗ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ＷｈｙＷｅＮｅｅｄＩｔ”，（２０１６）５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９，ｐ９；
ＫａｔｉｅＳｙｋｅｓ，“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２０１６）２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４９７，ｐｐ４９７－５１８；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ＥＢｌａｔｔｎ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Ｈｏｐｅｂｅｙｏｎｄ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５）３Ｍｉ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１０，ｐ１０
ＳｅｅＡｎｎｅＰｅｔ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Ｗ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ＷｈｙＷｅＮｅｅｄＩｔ”，（２０１６）５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９，ｐ２２
ＳｅｅＫａｔｉｅＳｙｋｅｓ，“Ｓ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ＡＴＴ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２０１４）１３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ｖｉｅｗ４７１，ｐ４８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２０１８年修订）第２条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
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２０１７年修订）第３４１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杀，提供给猎奇的食客们。由于野生动物是大量未知病毒的宿主，部分食客食用野生动物的行

为，给自身也给其他民众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险。２００３年的非典起因于猎杀、食用野生动物，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也被证实来源于野生动物。① 因猎食野生动物而导致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严重

危害了公众的生命安全，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

形象。

全球动物保护组织根据动物保护立法、教育等状况，对全球５０个国家的动物保护状况从 Ｇ
到Ａ划分了等级。动物保护状况最好的国家标识为Ａ，动物保护状况较差的国家标识为Ｇ。发达
国家中，美国的等级是Ｄ，日本是Ｄ，英国是 Ａ，德国是 Ｂ，法国是 Ｃ；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的
等级是Ｃ，巴西是Ｃ，南非是Ｄ，而中国的等级是Ｅ。② 虽然这种评价不一定客观或者准确，但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目前动物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二）中国动物产品国际贸易面临挑战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 “欧盟海豹案”中，裁决动物福利为公共道德的例外，使得动物

福利成为可以限制贸易的因素。这为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置动物福利壁垒以限制进口提供了法律

支持。

我国是动物产品生产大国，农业动物、实验动物及其产品的绝对量非常大。随着人口数量和

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数量还会持续增加。这些产品和服务只有进入国际

市场，才能为中国动物产业找到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出路。③ 然而，我国的动物产品却因动物

福利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以欧盟为例，调查显示，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１年，欧盟动物福利标
准严重抑制了我国肉类产品出口。④ 另据统计，２０１２年之后，我国动物产品出口总体大幅度降
低，增长速度缓慢。⑤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动物福利标准达不到主要动物产品进口国的要求。

不同于传统贸易壁垒，动物福利壁垒兼具技术性与道德性。持有动物福利高标准的发达国家，很

容易利用该国细致的动物福利规定，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拒之门外。

此外，如上文所言，近年来一些双边贸易协定中也越来越重视动物保护问题。中国在与其他

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时，如果其他国家要求在贸易协定中添加动物福利标准的内容，也将增大

双边贸易协定达成的难度。

（三）在动物保护全球法律规范制定中处于被动

西方思想界对人与动物的关系及动物的道德地位等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深刻的探讨和辩论，

动物福利及动物权利思想皆产生于西方国家。不论是通过动物福利立法的国家数量，还是对动物

的保护力度 （如将保护动物写入宪法），欧洲国家都处于领先地位。

欧洲国家在欧盟和欧洲委员会两个层面上建立了完备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其制定的动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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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中国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来源野生动物，正在适应突变》，央视网新闻，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５６４０８７３７９６４９２４０４９＆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ｈｔｔｐｓ：／／ａｐｉｗｏｒ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ｇ（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０２０）．
参见常纪文：《动物福利立法的贸易价值取向问题》，载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３８页。
李怀政、陈俊：《欧盟动物福利标准对我国肉类产品出口的影响》，载 《商业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６６页。
参见杨军、董婉璐：《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新特征及其政策启示》，载 《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３７页。



图１　各大洲动物保护立法概况①

利法律规范成为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及众多国家参考的标准。①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根据科学知识的

发展不断对动物福利标准进行更新，而这些科学知识主要来源于西方学者对动物及动物法的研究

成果。欧盟积极推动动物福利在全球的发展，不仅在同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中规定动物

福利的条款，还向世贸组织农业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农产品贸易中动物福利问题的提案，以期在世

贸组织框架内解决动物福利的标准问题。② 该提案虽然还没有得到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广泛支

持，但该提案所引起的动物福利问题成为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内容之一。③

中国虽然有怜悯生命的道德传统，目前部分法律规范中也出现了体现动物福利的法律条

款。④ 但由于中国动物福利事业起步较晚，动物保护法制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影响力不及欧洲

国家。鉴于在动物法理论及实践方面的优势，欧洲国家积极推动建立动物福利全球法律规范。中

国很可能陷入被动接受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动物保护国际规则的境地。

四　阻碍中国动物法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动物处于客体地位，没有任何起诉和被诉的权利，这些同绝大多数国家

无异。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尚未承认动物是有感知的生命，没有正式承认动物有福利需求，有其

自身的价值，所有的法律都为保护人而制定，动物只是人们利用的工具和资源。⑤ ２００９年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和２０１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法》两个专家建议稿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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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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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系作者根据表１“全球国家和地区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中的数据绘制而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ｔｐ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ｈｔｍ（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３，２０２０）．
ＪｅｓｓｉｃａＶａｐｎｅｋＭｅｇａｎＣｈａｐｍ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Ｏｐ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１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ｄｏｃｒｅｐ／０１３／ｉ１９０７ｅ／ｉ１９０７ｅ０１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３，２０２０）．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２０１８年修订）第２６条规定：“……不得虐待野生动物。”《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２０１７年修订）中第２７条规定：“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不得戏弄或虐待。”
参见常纪文主编：《动物福利法治：焦点与难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页。



正式揭开中国动物福利的立法序幕，但均未被国家立法机关纳入正式的立法程序。① 本文认为，

在全球动物保护浪潮下，阻碍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据此，一般认为先进的动物伦理观与国家的

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各国动物法发展状况也表明，富足的欧洲国家在动物法的理论及实践方

面均领先于其他国家。

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且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地区差异

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动物伦理观存在较大差异，动物保护立法的共识难以达成。地区

发展不平衡也造成执法难度的增加。例如，动物福利要求以人道的方式 （例如电击法）屠宰动

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中也规定采取人道的方式屠宰动物。② 但在中

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普通家庭或从事屠宰行业的个体散户，难以具备采取人道方式屠宰动

物的条件和技术，从而无法遵守条款。

（二）社会文化的困境

很多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如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等均出台了动物

福利或动物保护法，埃及还将人性化地对待动物写入宪法。此外，承认动物权利的司法判例目前也

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经济基础并不能完全决定一国动物保护状况。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然

而文化建设并未完全实现同步的发展。中国动物法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诸多社会文化方面的困境。

１动物保护观念未获得深入发展
近年来，动物保护问题在我国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反对虐待动物、提倡动物保护的呼

声也很高。但当具体到动物保护的范围、采取何种方式保护动物等问题时，争议较大。动物福利

及动物权利等概念更是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未获得民众的普遍接受。相当一部分民众将动物福利

视为发达国家的 “专利”，认为动物福利在我国是 “奢侈品”。

实际上，中国动物保护观念曾一度领先于西方，传承下来的一些思想至今仍具有先进性。从

相关历史考据看，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有关动物保护的法令和思想可能源自中国。③ 在人与动物

关系的认识上，不同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思想，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

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西方传统哲学将动物视为 “没有感觉的机器”，而中国人一贯认

为动物是有灵性的，强调 “万物皆有灵”，孕育出独特的十二生肖文化。儒家文化也强调 “仁者

爱人”“仁者爱物”。④

但在近现代，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人与动物关系及动物的道德地位等问题进行广泛的

探讨，传统的动物保护观念未获得深入发展。因而，当西方动物保护思想传入中国时，容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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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中国动物福利立法的困境与出路》，载 《法治社会》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６５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设稿）第５８条规定：“屠宰前，不得以可以避免的导致动物疼痛、痛苦、
扰伤、激动或者伤害的方式抑制动物。为减少或者降低屠宰给动物带来的不必要痛苦，屠宰前应采取击昏措施，如

电击法、震荡法、电气麻醉法、二氧化碳气体暴露法等。不能立即放血的，不得对动物采取击昏措施。”

常纪文主编：《动物福利法治：焦点与难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页。
常纪文主编：《动物保护法与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与各届争锋》，中国环境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１页。



部分民众的排斥。

２跨语际实践产生的思想误解
动物福利的概念大约于上世纪９０年代被学者介绍到中国。① 至今，该概念在中国仍具有较强

的敏感性。在专家们起草动物保护立法内容时，考虑到 “动物福利法”难以为所有民众接受，

才选择了 “动物保护法”这一标题。② 但这部 “动物保护法”在征集意见过程中，仍有不少市民

对 “动物福利”提出质疑。对此，法律专家经过讨论，决定改变提法，起草 “反虐待动物法”。③

虽然各国学者或组织对动物福利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核心理念基本一致，即满足动物的基本

需要，善待动物，减少动物的痛苦。④ 该概念为何难以被中国民众普遍接受？跨语际实践可以解

释这一情况。“动物福利”是由英文词汇 “ａ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翻译而来。语言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
仅仅是一个假设。当某个概念、词汇从被译语言走向译体语言时，它们所谓的对等同义词是由译

者构建的，而这不可避免地掩盖了被译概念、词汇及其对等同义词背后的历史。⑤ 由于各国语言

背后的历史文化不同，当一种语言转化到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并对我们

的思想产生塑造的作用。⑥ 从历史维度观察 “福利”概念，会发现这一概念在中国常与人的福

利、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常被解读为 “额外的待遇”。⑦ 因此，当提及动物福利时，人们往往

倾向于认为动物福利是给予动物 “额外的待遇”，认为保障动物福利会减少人的福利，引发人与

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动物福利立法。

３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
当专家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改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法》后，鲜

有人反对修改后的标题，但是关于禁止食用狗肉、猫肉的问题，反对的声音特别多。⑧ 饮食文化

不仅涉及相关经济产业，同时也容易陷入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在亚洲，狗肉曾被很多国家和地

区认为是美食。如今，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菲律宾等均已禁止屠宰犬

只、食用狗肉。⑨ 但在中国内地，食用狗肉的饮食文化仍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仅一些地方存在举

办狗肉节的传统习俗，个别与狗肉相关的烹制技艺还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瑏瑠 明文禁止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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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 “动物福利”一词，出现的最早一篇中文文献为郑怀玉于１９９０年在 《上海实验动物科学》期刊上

发表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接纳马里兰州动物福利科学工作者中心为会员》一文。之后关于动物福利的中文文献不

断增多。

常纪文主编：《动物保护法与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与各界争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７页。
《动物保护法征集意见受阻 改称反虐待动物法》，新浪新闻中心，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１０－０１－２５／１３１６１９
５４１６２９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９日。
贾幼陵主编：《动物福利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页。
ＳｅｅＬｙｄｉａＨｌｉｕ，Ｔｒａｎｓｌｉｎｇｕ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１９００－１９３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１
参见赖骏楠：《“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１９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载 《西北政法大学

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页。
张式军、胡维潇：《中国动物福利立法困境探析》，载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５７页。
参见常纪文主编：《动物保护法与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与各届争锋》，中国环境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８页。
ＣｌａｉｒｅＣｚａｊｋｏｗｓｋｉ，“ＤｏｇＭｅａｔ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Ｉｔ”，
（２０１４）２１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２９，ｐ３０
沛县鼋汁狗肉烹制技艺在２００９年６月被列入江苏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参见孟令法：《“动物保护”视
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来自 “狗肉” “猴戏”与 “点翠技艺”的法律思考》，载 《民间艺术》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第５５页。



狗肉势必影响业已存在的狗肉产业，影响以从事狗肉产业相关工作的民众的生活，也会招致喜爱

食用狗肉的群体的反对。

一国特有的饮食习惯往往被视为本国的文化传统，反对意见常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表

现，很难被接受。以日本为例，食用鲸肉为日本的饮食文化，日本因为捕鲸活动受到许多西方国

家的指责。对此，很多日本人认为国际上对日本捕鲸行为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认

为不接受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的民众不应该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他人。① 中国食用狗肉、猫肉的饮

食文化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赞同食用狗肉、猫肉的群体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禁止食

用狗肉、猫肉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制定禁止食用狗肉、猫肉的法律政策是盲目仿效西方。目前，

禁止食用狗肉、猫肉在中国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是中国制定全面动物保护法的一大障碍。②

五　推进中国动物法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加强动物保护宣传教育

　　在中国，非法捕猎、杀害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例如穿山甲、黑熊等，将面临刑事处
罚。然而，这些动物却因所谓的高药用价值，捕杀状况屡禁不止。即便 《野生动物保护法》将

动物保护范围扩展至所有野生动物，只要中国仍存在喜爱猎奇的食客或将食用野味视为某种特权

体现的人群，食用野味的现象就难以杜绝。

保护动物的宣传教育不应是运动式宣传，而应将动物保护理念纳入到国民教育环节，写入中

小学教材。媒体及学术界也应引导公众对人与动物关系及动物道德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传承和

发扬我国传统的动物保护观念，开展由普通民众参与的动物保护思想教育。

动物法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③ 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推进离不开社会观念的改变。

专家起草动物保护法时标题的选择说明在中国尚未形成全面保护动物、改善动物福利的共识，但

反对虐待动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回应了人大代表
“关于动物权益，制定 《禁止虐待动物法》的建议”，认为对社会公众普遍反对的残忍虐杀动物

等行为，由于缺乏相关立法规定而难以实施有效打击，确有必要完善立法，下一步将积极会同国

家林草局，认真研究通过立法反对虐待动物的建议。④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全社会对野生动物

保护的极大关注，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的立法工作计划。⑤ 这些情况反映了社会观念对立法
的影响，同时显示出我国政府在民意的基础上推动动物法发展的决心。我国动物保护水平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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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ＨｉｒａｔａＫｅｉｋｏ，“ＷｈｙＪａｐａ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Ｗｈａｌｉｎｇ”，（２００５）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２９，ｐ１４２
针对社会上食用猫肉、狗肉引发社会矛盾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采取了灵活的

处理方法，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区的民族和风俗情况，决定禁止屠宰犬、猫等问题。此

种处理方式不失为缓解矛盾的一个方法。

常纪文主编：《动物福利法治：焦点与难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２页。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５０７４号建议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ｇｋ／
ｊｙｔａ／２０１９０９／ｔ２０１９０９２５＿６３２８９７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公众关心的疫情防控相关法律问题，法工委权威解答来了！》，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
２０２００２／２３１００ｅｃ６ｃ６５１４５ｅｄａ２６ａｄ６ｄｃ２８８ｆｆ９ｃ９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



提高，需要政府、媒体、学术界共同努力，加强动物保护宣传教育，促使中国社会形成保护动

物、善待动物的共识。

（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动物保护学术用语

在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中，一些概念、词汇的翻译会影响我们对这些概念、词汇的正确认识。

因此，学者们在帮助民众正确认识动物保护相关概念的同时，也应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发展适

合中国国情的动物保护概念、词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法》在立法目的中所采

用的 “善待动物”概念，相比 “动物福利”概念，更容易被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

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动物保护学术用语与动物法的学科建设息息相关。然而，在动物法已经

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新兴法律部门时，中国却只有一所高校开设了动物法的课程。① 动物法在中国

还远未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少研究动物法的学者。② 为

此，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和推动中国动物法学科建设，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动物保护学术

用语。

（三）在立法理念中体现生态文明观

目前，体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观在当代生态伦理学中，占据着明显的道德优位及理

论高度。③ 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要求人类行为既要有益于人类生

存又要有益于生态平衡，人类不仅需要关心人的幸福，而且要关心其他生物和环境的福利。④ 习

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体现了先进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且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指出

了人类同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方向。⑤

中国动物保护法律规范的立法理念仍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

况及社会文化情况，将动物保护立法理念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直接改变为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

观，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为缓和国内外动物道德关怀的持续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中

国动物保护立法应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修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保证人类利益的同

时，加强对动物的道德关怀。

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不能仅仅流于表面，要实现立法理念与生态文明观的统一，实现法律体

系内价值观念的统一。例如现行 《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在立法目的中规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内容，但保护范围仍沿袭之前的规定，仅限于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体现

生态文明观。⑥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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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西北政法大学于２００８年成立了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并在环境法专业研究生中首开动物福利法教学。
ＤｅｂｏｒａｈＣａｏ，“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５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６，
ｐ８０
参见王涛：《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０８页。
包庆德、夏承伯： 《走向荒野的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及其主要学术思想评介》，载 《自然辩证法通讯》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０１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包含的理念，例如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强

调了环境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的生态功能共同体，同生态整体观的思想高度契合，参见常纪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科学内涵与时代贡献》，载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第１９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２０１８年修订）第１条规定：“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



贵、濒危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也同样重要。仅仅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符合生态文明观，难

以真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结　语

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社会文化困境等原因，中国动物法的发展面临重重障碍。为改善国际形

象，改变国际贸易状况，避免陷入被动接受动物保护国际规则的境地，以及缓解国内外动物道德

关怀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中国亟待加强动物保护宣传教育，推进动物法学科建

设，在动物保护立法中深入贯彻生态文明观，从而切实推动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发展。动物保护

问题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人类能否和动物和谐相处是人类能否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人类

与动物同为 “生命共同体”，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爱护动物就是爱护人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ｈｏｔｓｐｏｔｉｎｍ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ａ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ｂｕｔ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ｗ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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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法在全球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