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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理论困境的解析
刘小勤袁尹记远

渊昆明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袁云南 昆明 远缘园缘园园冤
摘

要院 汤姆窑雷根作为动物权利运动最杰出的代表袁 曾经用大量充满激情的语言呼吁动物权

利袁但由于对动物权利理论的来源尧存在基础尧保护范围的界定等方面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袁在
实践层面其所主张的野空笼理论冶也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遥 但不容否认袁动物权利理论作为一种现
实的理论表现形态袁仍不失为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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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动物权利理论的萌芽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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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存在物都将被包括进道德共同体中来冶咱圆暂猿苑远遥 他
的这一预言由于人类动物关怀意识的增强而逐渐变

人类与自然尧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定位的认识渊

为现实遥 在一些主张关爱动物人士的积极推动和影

源很早袁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一直居于主流地位遥

响下袁员怨 世纪英法等西欧国家陆续通过禁止虐待家

尽管人类动物保护的意识萌芽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

畜尧残害动物的法案袁动物保护的理念以立法形式加

期就已经出现袁但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宗教的力量进

以确立袁并深入到社会生活中袁对普通民众的观念尧

一步异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袁动物的从属地位仍被

行为产生影响遥

视作天经地义遥 经院哲学家托马斯窑阿奎那就曾明

确宣称院不完美者为完美者而存在袁本属于万物的秩
序噎噎像植物等仅具有生命的事物袁均是为着动物

二尧动物权利论的理论困境
动物权利运动随着 圆园 世纪人类反对种族歧视

而存在袁一切动物又是为了人而存在遥 因此袁人可以

和争取妇女权益的人权运动而兴起袁 作为动物权利

随意使用动植物遥

运动最杰出的代表袁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哲学教授

后来袁人们逐渐认识到袁意识的正常功能包括院
感知尧认识以及对行动的控制遥 意识程度较低的物

汤姆窑雷根在 员怨愿猿 年出版的叶为动物权利辩护曳一书
中袁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大量充满激情的言语为

种只拥有感觉功能袁但是野这足以指导其行动并满足

动物的权利进行辩护袁 引起了人们对动物权利的普

其生存需要冶曰而更高级的有机体拥有更为有效的意

遍关注遥但是袁在饱满的情感渲染背后则难以掩饰说

识形式袁那就是感知的功能 遥 一些哲学家据此提出

服力的苍白而陷入了理论的困境中遥

咱员暂

关爱动物的理念袁哲学家边沁提出院如果皮肤的颜色

渊一冤理论困境之一院动物权利的来源

不是一个人遭受暴君任意折磨的理由曰那么袁野腿的

在汤姆窑雷根看来袁要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

数量尧皮肤上的绒毛或脊骨终点的位置也不是使有

的伤害必须以假定动物拥有权利为前提袁 一旦动物

感觉能力的存在物遭受同样折磨的理由冶咱圆暂猿苑缘遥 达尔

具有道德权利就意味着 野拥有了某种保护性的道德

有力的论证袁他明确指出院野动物是人类的同胞曰所有

似野强硬冶的道德货币并不具备坚实的理论根基袁这

文从生物学家的视角为动物关怀与保护伦理提供了

屏障冶咱猿暂源源袁权利似乎成为最强硬的道德货币遥 但是看

生命的存在物都有着某种普遍的亲缘或亲情关系冶袁

种由人移植到动物的权利并不能视作自然界或动物

并进一步大胆地预言院野随着道德的进化袁所有有感

的内在权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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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

土壤袁 动物情感的需求只是动物本能活动的反应而

定阶段的产物遥 从权利的起源和本质上看袁权利反

已遥 尽管一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动物往往表现出较

映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问题袁权利是

强的社会依赖性尧情感归属需要袁但弱肉强食的丛林

利益与义务的统一遥 人类善待动物的观念建立在人

法则依然是维持动物社会的核心法则遥毕竟袁动物的

类行为迁移效应的基础上袁其根源出于人类道德自

权利是无法在动物之间实现的袁 一个动物无法以疼

我完善的意识袁因为同情正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

痛的感知尧获得的尊重尧关爱的权利抑或维护生命的

情感体现之一曰其目的在于使人类获得更大的理性

尊严为由而逃避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尧 饥饿的动物捕

自由和道德行为的选择遥 人类把道德原则延伸到动

杀的命运曰但人类社会完全不同袁只有在人类具备充

物的自觉袁但是并不意味着动物成为权利主体遥

分的动物保护的道德自觉之后袁才可能做出关爱尧保

渊二冤理论困境之二院动物权利主体的价值基础

护动物的道德行为选择遥野由于人的生产性需要造成

汤姆窑雷根试图把动物权利的理论归源于人类

了人的物质生活本身袁 正是这种人类的物质生活成

获得是任何人都拥有的固有价值袁无需经过任何个

待动物尧 关爱动物的积极行动才使得保护动物具有

权利理论袁人类权利的获得源于天赋价值袁其权利的
人尧组织的授权遥 于是他创造性地引入到了一个据
称能野使人认识到人和其他动物所共享的某些精神
能力和某种相同地位的概念冶

院生活主体遥 在他

咱猿暂员源员

为道德诞生的土壤遥 冶咱源暂 在人类社会中袁只有人类善
现实的可能性遥
渊四冤理论困境之四院动物权利的范围界定

动物权利理论从狭窄的理论视野出发导致其对

看来袁 生活主体决定一个人拥有内在价值的基础袁

动物权利的保护范围的界定是狭隘的尧不全面的遥 汤

野由于所有拥有天赋价值的存在物都拥有获得尊重

姆窑雷根关注的动物权利是针对具备野主体生活特

有天赋价值的动物都拥有获得尊重对待的平等权

乳动物和鸟冶咱猿暂员源园袁后来他把这一理论逐渐野完善冶袁把

的平等权利袁因而袁所有拥有天赋价值的人和所有拥
利冶

遥

咱猿暂员源缘

征冶尧有疼痛感知功能的动物袁按其所说袁野至少是哺
生命主体界定为野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冶遥 这种从感

汤姆窑雷根不仅对拥有天赋价值与拥有权利是

知能力甚至从发育阶段出发的动物权利理论无法摆

否存在内在的必然性语焉不详袁而且掩盖了内在价

脱只关注动物个体尧个别动物种群权利的局限性袁显

值与工具价值的根本差别遥 在人与自然的生态语境

然与现代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所强调的生物联合体

中袁价值是客体的性质尧功能对于主体生存尧发展需

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思维背道而驰遥汤姆窑雷根无法

要的效用关系袁是客观与主观认识的统一遥 价值包

界定具备生活主体特征的动物袁 就索性采取一种模

含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袁外在价值是指生命和自然

糊化尧泛化的态度院都把它们当作生活主体来对待袁

对人的效用性袁是由人类赋予的尧以人为尺度作为评

而这种不加区分的模糊化尧 泛化的保护策略成为了

价生命和自然价值的标准遥 内在价值是指以生命和

汤姆窑雷根野空笼理论冶的基础遥

自然自身为尺度进行评价的价值袁不是由人类赋予
的袁是生命和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价值遥 对于人类来
说袁动物的价值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遥 从

三尧动物权利论的现实困境
在实践层面袁汤姆窑雷根反对把动物视作人类可

天而降的生活主体价值论很难与哲学上的价值论联

以利用的可再生资源袁他主张的是激进的尧极端的完

系起来袁因而其学理的说服力显得苍白无力遥

全废除主义袁即所谓野空笼理论冶院人类完全废除对动

渊三冤理论困境之三院动物权利的道德基础

物的利用袁这既包括对食用动物尧役用动物尧畜养动

尽管汤姆窑雷根意识到由于野动物不仅仅存在于

物袁也包括医学实验动物遥在他看来袁野我们需要的是

这个世界上袁它们也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袁意识到对

一个空的笼子袁是完全废除遥我们能做的最好的行为

它们所发生的事情遥 因此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对家庭

就是不去应用它们冶咱猿暂员源苑遥

的认知尧态度尧情绪和判断能力冶咱猿暂远园遥 但是动物自身
具备的感知功能并不能成为动物拥有权利的基础遥

渊一冤现实困境之一要要
要完全废除主义不加区别

地完全废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袁 无视世界各国

与人类社会不同袁动物具有的需要是生存性的

经济发展状况的巨大悬殊尧 南北国家贫富差距不断

需要袁这种需要满足的形式必须顺应自然秩序的要

扩大的严峻现实袁 决定了其主张在国际社会难以获

求遥 动物并不具备道德的自主意识能力袁野动物是人

得广泛认同

类道德关怀的对象冶

袁它们在实践层面更无法实

咱猿暂圆圆缘

现道德行为的选择遥 自然界里并不具备道德诞生的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袁 在基本生存问题难以得到
保障的前提下袁奢谈动物权利的保护显然脱离现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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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现实困境之三要要
要完全废除主义关于役用

关注动物的权利意识并不意味着拥有给不同国家尧
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尧饮食文化模式盖上道德标签

窑缘缘窑

动物的主张不具备现实的合理性

的特权遥 其实这里应该对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进行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袁役用动物在人类

必要的区分袁如为维持生存需要而猎食动物袁和仅仅

社会领域中空间明显缩小遥 而在少数偏远落后地区由

为野彰显冶财富尧地位袁以满足怪癖的口舌之欲袁就是

于传统生产劳作方式的沿袭袁役用动物成为人类不可

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遥 池田大作在强调野生命的尊

缺少的生活之源袁是贫困家庭解决劳动力短缺尧生产

严冶尧野众生平等冶的原则时袁仍坚持认为应当把维护

资料匮乏尧生产效能低下的重要途径遥 野任何道德原则

和保全人的生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院野人为维持自己

都要求社会本身尊重个人的自律和自由噎噎道德是

的生命而宰杀尧食用其他生灵袁虽因夺走其他生灵的

为了人而产生袁 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

性命而造下罪孽袁但维持自己生命的努力却是善袁如

存遥 冶咱远暂如果脱离社会生产的现实状况袁无视造成落

果能把这样维持下来的生命袁用于使其他更多的人

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历史根源尧地理屏障尧资

获得幸福袁则被视为更大的善遥 冶咱缘暂鉴于现实袁必须进

源状况等诸多因素袁 在社会生产力第一需要无法满

行长期的尧渐进的宣传引导袁促使关爱动物尧善待动

足的前提下奢谈动物的权利与保护袁是对偏远尧贫困

物尧保护动物的理念逐步由个别人士尧组织的研究转

地区人们落后的生产尧 生活方式缺乏应有理解的表

变为群体性的认知和行动袁逐步实现生活方式尧饮食

现袁无异于古人食肉糜的呓语遥 应该注意袁人类对动

习惯的改变遥

物的保护意识转变为行动袁 不仅意味着传统观念的

渊二冤现实困境之二要要
要完全废除主义无视实验

更新袁更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新水平息息相关袁是社

动物在现代生命科学尧医学发展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袁

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折射遥 只有在实现了生产技

放弃现有实验动物的主张袁在现实社会中必然遭遇

术手段的必要更新袁生产尧生活方式发生了实质性提

困境

升的前提下袁 役用动物的减少乃至全面替代才具备
实验动物是现代医学尧生命科学的基础性条件袁

现实的可能遥 人类采取关爱动物尧善待动物的措施袁

在必要的动物实验的基础上袁进行有关临床治疗尧药

不仅使动物成为直接的受益者袁 也促使人类自身的

品疗效尧疫苗研制生产等袁不仅成功挽救了千万人的

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实现遥

生命袁而且也对动物疫情防控和安全福利做出了贡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袁人类良知的增长是

献遥 解剖动物尧利用动物进行药理尧病理实验袁其目

人类自身的社会性本能的发掘和同情心的对象不断

的是为了医学尧药学事业的发展袁最终目的是为促进

扩展的过程遥 动物权利不仅是人怎样对待动物的问

人类健康服务袁野一个为了保护另一个生命而伤害和

题袁更涉及人如何对待自然尧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

牺牲一个生命的人袁并不是不敬畏生命袁只要他在这

然的关系的问题遥尽管动物权利理论试图从权利话语

样做时心存对生命的敬畏袁且意识到了自己因此而

的角度来论述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是野步入了一块充

应承担的责任遥 冶

满风险和不确定的理论飞地冶咱苑暂袁 尽管作为理论形态

咱圆暂员源源

随着实验动物伦理趋于成熟尧

完善袁人们越来越强调在实验设计尧实验过程中和实

的动物权利理论远非完整尧成熟袁但不容否认的是袁动

验结束后都应始终贯穿对实验动物生命的尊重意

物权利论的出现袁野使我们可以把伦理学尧科学和人类

识袁决不能容忍任何轻慢尧草率尧粗暴甚至残忍的实

利益混在一起而置于我们逻辑的控制之下冶咱愿暂袁 标志

验心态和方式遥

着人类对动物的道德关怀逐渐进入到人类伦理关怀

完全废除主义把 实验动物的道德权利与人类

的视野中袁 这是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要

生命健康权益视作对立性矛盾袁 正如卡尔窑科亨曾

意义的空前延伸和扩展遥 动物权利理论作为一种现

经进行尖锐讽刺院野任何一只老鼠的道德权利都胜

实的理论表现形态袁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界尧对动物担

过数百万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或数百万人的生命的

负的伦理责任和道德关怀意识袁 客观上使长期存在

拯救遥 冶 咱猿暂猿苑愿 完全废除主义把动物权利置于人类权

的人与动物的疏离感尧隔膜感大大消除袁其发展必然

益之上袁这不仅是荒谬的尧乖戾的袁也是不道德的袁

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袁 为人类道德的

因为所要求赋予动物的权利违背了最大多数人类

自我完善提供了更值得追求的道德标尺遥

的利益遥 近年来袁人们对实验动物伦理规范意识进
一步加强袁尊重动物的生命和情感袁为其提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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