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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以外的动物没有道德袁它们不会使用语言袁

性的思考袁从讨论第一个问题开始袁说明德性必须以

没有像人一样发达的思维和理性推理能力袁不可能

人的动物性生命方式为基础袁 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德

像人一样做出道德选择遥 在道德哲学领域袁哲学家

性与身体尧依赖性和同一性的关系遥

们反复强调这一判断的目的袁不是要像动物学家那

一尧婴儿动物性的信念和行动理由

样为动物智力和行为划定一个范围袁而是要强调道
德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袁并进一步得出结

近代关注道德的动物性基础的主要是科学家袁

论院只有在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才能发现道德的实

如指出动物拥有同情心的达尔文遥 现代的动物学家

质遥 严格说来袁前一判断是正确的袁后一个结论则是

继续研究动物的认知尧行为乃至情感袁这些情感很多

值得商榷的袁至少是需要注释和补充的遥

都具有道德意义袁 他们搜集了大量生动尧 感人的事

人从一个不会使用语言尧无法概念推理的婴儿袁

例袁有些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袁比如野在东京一只

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实践推理者袁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袁

食鼠蛇奥钦与一只大颊鼠葛汗交上了朋友冶咱员暂员袁小狗

它有一个从野动物的人冶向野道德的人冶或野理性的人冶
过渡的过程遥 这个过程是一个事实的存在袁没有人
会否认袁但在道德哲学上袁却被哲学家们有意识地忽

因为主人去世悲痛之极袁先僵硬后虚弱袁直到心碎而
死咱员暂缘愿遥 这些例子提醒我们袁不要把动物世界想像得过
于贫乏遥 不过袁对于严谨的道德哲学理论来说袁暂时还

略掉了遥 野理性人冶假设就是最为明显的表现袁这一

不需要走这么远袁我们只要在婴儿与高智能动物的对

假设所代表的仅是健康的成人袁婴儿尧智力有缺陷的

比中袁能证实婴儿渊并非成熟的实践推理者冤已经具有

人并不包括在内遥 它往往被看作是进行道德哲学研

产生德性的基本能力就足够了遥

究的方便之门袁在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看来袁人类的那

首先袁很多动物都拥有信念袁这与婴儿产生德性

些不成熟的情绪尧思想和行为不仅没有道德意义袁而

能力所需要的信念是同一种信念遥当一只小猫第一次

且正是需要道德改造的对象遥

碰到鼩鼱渊有毒冤会把它当作老鼠袁如果吃了一些就会

有意忽略道德的生物学基础袁不仅不能解释个
人为什么拥有道德袁而且也不能解释在道德推理和

病得很重袁从此以后它就再也不会碰鼩鼱了咱圆暂远园遥 猫儿
不能给鼩鼱取一个名字袁 也不会指出鼩鼱其实是哺

道德实践时袁人在严重的角色冲突中如何维持人格

乳动物而不是啮齿类动物袁 不过猫儿现在有了一个

的同一性遥 本文将通过介绍麦金太尔关于人的动物

新的信念袁野离那个小东西远一点冶袁这个信念可能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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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不确定的袁但是拥有不确定的信念是拥有信念袁

婴儿确信袁不管发生什么母亲都会对他好袁这种道德

改变不确定的信念是改变信念袁而且重要的是它仍

承诺是无条件的承诺遥 正是因为生活在这种有强烈

然保持着继续吃小老鼠的信念遥 把信念归属于动物

道德背景的生活中袁婴儿才会拥有依赖性的德性遥这

并没有错遥 婴儿同样具有这样的能力袁当小孩反复

种德性帮助婴儿在他人的引导下袁 学习什么是真正

咬到一个沾满了辣椒的乳头时袁他会慢慢地改变对

的善遥如果没有这种依赖性的德性袁婴儿将继续沉沦

于乳房的信念和进食的习惯袁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

在自己的欲望中袁不能进入关于善的实践遥

对母亲充满信任和依赖遥

其次袁婴儿需要拥有独立性的德性袁才能学会关

其次袁高智能动物有行动理由袁这与婴儿产生德

于野善冶的思考遥 当母亲要求婴儿玩耍几下玩具向客

性能力所需要的行动理由是同一种行动理由遥 饥饿

人展示的时候袁婴儿这样做了袁但当母亲要求婴儿再

的海豚野侦察员冶发现鱼群的时候袁会返回去吸引海

多做几次的时候袁他再不也肯听话了遥 这个时候袁婴

豚群体过来捕食袁而如果它不能把其他海豚吸引过

儿要学会的是袁坚持寻找自己的快乐袁而不是一味地

来的时候袁就会尽量把鱼群向海豚群体那边赶遥 海

取悦大人遥他能做到这一点袁要求他在他的生命方式

豚这样做的时候袁它最初有一个目标袁这个目标和它

中逐渐培养起一种独立的勇敢和坚持袁 这种独立性

吃鱼的本能暂时是有冲突的袁它要把其他成员野叫冶

是一种德性遥 这种生命方式袁要求母亲有一种美德袁

过来一起吃袁但是当它采取第一种方法达不到这个

母亲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是为了她自己袁 而是为了婴

目标的时候袁它会改变行动袁采取另一种方法遥显然袁

儿本人遥当婴儿没有听她的话的时候袁也不会因此而

这时它拥有一个行动的理由遥 婴儿在跌倒的时候会

生气并打断婴儿的行动遥 只有在这种道德背景下的

大声哭泣袁这既是因为疼痛也是为了吸引妈妈的关

生命方式中袁婴儿才会学会独立地思考自己的野善冶遥

注袁但当他发现妈妈渊意识到他伤的并不重冤不但没

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的德性袁 婴儿就不能拥有一个

有过来搀扶袁反而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袁他停止了哭

对于未来的想像袁不能设想一种关于野善冶的知识遥

泣袁站了起来袁拍拍腿上的土袁重新向妈妈奔去了遥婴

在上述生命方式中袁 婴儿显然还不是完全的实

儿没有语言袁但他在一个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袁会改

践推理者袁 他还不能借助于语言进行完整而连续的

变自己的目标袁并选择新的行动方式遥

思维遥 但是袁在这种生命方式中袁他已经拥有了一种

拥有信念尧目标尧行动袁并改变信念尧目标尧行动

最为基本的德性能力遥德性是先于实践推理的遥那种

并不是道德思考与道德实践袁但这是道德思考与道

把德性看作是只有理性人才拥有的看法袁 并不符合

德实践所需要的能力遥 婴儿在成为一个实践推理者

实际遥 不过袁需要备注的是袁德性先于理性却不等于

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这种能力袁这是一种动物性的能

道德本身先于理性袁如果母亲没有那种野无条件的道

力遥 没有这种生物性的能力袁婴儿不可能拥有真正

德承诺冶尧野完全为了婴儿的道德行为冶袁 婴儿就不可

的理性能力和德性能力遥

能拥有野依赖性的德性冶和野独立性的德性冶遥

二尧婴儿的生命方式与德性

三尧动物性身体与人的同一性

婴儿的生命方式是一种被社会化的生命方式袁

不仅我们的动物性能力尧 动物性生命方式在道

他需要在这种生命方式中获得德性袁才能成为社会

德产生的阶段具有实质的重要性袁 而且在我们已经

生活的主动参与者遥

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之后袁 离开我们动物性

首先袁婴儿需要拥有依赖性的德性袁才能进入关

的身体袁我们仍然不能进行道德探究和道德实践遥

于野善冶的实践遥 当婴儿已经吃了一块糖袁还想再吃

在人生的许多阶段袁 我们都可能面临角色的冲

第二块尧第三块的时候袁母亲拒绝了他遥 这时候袁他

突尧道德的冲突袁当这种冲突极其严重的时候袁我们会

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区分欲望和善袁或者什么是野好冶

有人格分裂的危险袁 如同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反复追

和野真的好冶遥 最初可能是被母亲强迫把糖从手里夺

问袁野哪一个我才是真的自己钥 冶比如袁纳粹军官进入集

走袁后来则是听从母亲的劝告遥 他为什么会听从母

中营后成为严格执行命令的杀人恶魔袁而回到家中又

亲钥 既是因为慑于母亲强势的权威袁也是出于对母

成为慈祥的父亲尧温柔的丈夫袁他像一个演员一样袁随

亲的依赖和信赖遥 这种依赖和信赖是一种德性袁这

着场景的转换准确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袁但这两种角

种德性是在婴儿的生命方式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遥 这

色本身是严重冲突的袁哪一个才是他真实的自己呢钥

种生命方式袁要求母亲必须是一个拥有伟大道德的

答案是袁这两个都是他自己遥因为这都是由他的

母亲遥 母亲的伟大之处在于袁她通过长期的行动让

身体完成的遥 只有他首先承认这两个角色都是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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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上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
择袁是要继续做一个野忠诚冶的军人袁还是做一个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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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袁 也会格外小心地清
除要要
要禁止或者开除要要
要所有异常急切的尧 性情中
的尧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遥个人的积极性不受

的人袁如果是后者袁那么他必须思考袁他的野忠诚冶在

鼓励袁 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

什么地方错了遥 这种野忠诚冶的错误袁在他个人生活

办中去袁并使之严格地居于非个人的构架之中遥 冶咱源暂圆苑

所触及的范围内是不能解释的袁他需要在一个更广

这说明什么钥 说明正是那些非常理性的人才能更好

阔的范围内袁如自己身体所处的德国袁欧洲袁世界袁从

地完成整个大屠杀的任务浴野如果没有犹太合作者的

古到今的世界袁从古到今尧再到未来的世界才能做出

所作所为袁没有犹太委员会委员们的热忱袁那么受害

回答遥 但是袁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他自己

者的数量将会有所减少遥 冶咱源暂员缘缘 野在把上千的老者尧病

身体的行为袁他的道德是他的身体的道德袁他可能会

员和孩子送上死路后袁罗姆科斯基宣布耶激励我们的

辩解说袁有两个野我冶存在袁并在两个野我冶的转换中怡

不是噎噎想到会失去多少人袁 而是想到可能拯救多

然自得袁完全丧失道德思考的能力遥

少人遥 爷冶咱源暂员愿远 这说明什么钥 说明正是受害者的理性在
帮助敌人更好地迫害自己人浴 理性归根结底是工具

四尧德性优先还是理性优先

性的袁没有德性的优先袁理性只是一种随波逐流的东

基于生物性基础袁个体的德性与理性在产生的

西遥

意义上袁德性能力是先于理性能力的曰基于生物性的

德性的生物学基础告诉我们袁 我们在拥有道德

身体袁 个体的德性思考的是人的身体所处的这个世

选择和道德实践能力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最为基本的

界袁个体的理性思考的是社会关系所及的那个狭隘的

德性能力袁这种能力的持续获得袁需要坚持基于生物

世界袁在这个意义上德性也是优先于理性的遥 但是不

性身体的同一性遥没有生物学的基础袁德性不仅不可

关注人的身体的理性主义伦理学袁却认为理性是优先

能产生袁而且德性也将重新成为理性的附庸遥一旦德

于德性的遥 康德认为正当优先于善袁同时野除了主体自

性丧失了对于理性的优先地位袁 道德思考与道德实

身的理性之外袁任何东西都不能产生正当冶 曰罗尔斯

践就可能被工具化袁并最终丧失自己的人文本性遥

德学说的力量和内容与其超验唯心主义的背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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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员员远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粤灶蚤皂葬造 澡葬泽 灶燥 皂燥则葬造袁遭怎贼 贼澡蚤泽 凿燥藻泽 灶燥贼 灶藻早葬贼藻 贼澡葬贼 贼澡藻 增蚤则贼怎藻 蚤泽 枣燥则皂 贼澡藻 遭葬泽蚤泽 燥枣 澡怎皂葬灶 造蚤枣藻援

月葬遭赠 憎澡燥 糟葬灶灶燥贼 怎泽藻 造葬灶早怎葬早藻袁糟葬灶灶燥贼 早蚤增藻 贼澡藻 糟燥灶糟藻责贼怎葬造造赠 则藻葬泽燥灶蚤灶早 糟葬灶灶燥贼 早则燥憎 怎责 蚤灶贼燥 皂葬贼怎则藻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责藻则泽燥灶爷泽 遭蚤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遭葬泽蚤泽援 酝葬贼怎则藻 责则葬糟贼蚤贼蚤燥灶藻则 糟葬灶灶燥贼 噪藻藻责 贼澡藻 蚤凿藻灶贼蚤贼赠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贼澡藻 遭燥凿赠 燥枣 葬灶蚤皂葬造
责藻则泽燥灶葬造蚤贼赠援 月葬泽藻凿 燥灶 则藻糟燥早灶蚤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遭蚤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遭葬泽蚤泽 燥枣 增蚤则贼怎藻袁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增蚤则贼怎藻 葬灶凿 则藻葬泽燥灶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糟造葬则蚤枣蚤藻凿 责则燥遭葬遭造赠袁葬灶凿 贼澡藻 凿蚤造藻皂皂葬 燥枣 则葬贼蚤燥灶葬造蚤泽皂 皂燥则葬造 责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泽燥造增藻凿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增蚤则贼怎藻曰葬灶蚤皂葬造曰则葬贼蚤燥灶葬造曰则葬贼蚤燥灶葬造蚤泽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