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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严重侮辱、损毁尸体行为犯罪化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然而，自由主义犯罪化立场坚持
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穷尽犯罪化的正当事由，侮辱尸体罪不能通过这一立场得以辩护。基于新自然
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则主张，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手段回应侮辱尸体的行为。要证立这一立
场，关键在于通过建构“人类尊严”和“共同善”这两个核心概念，说明侮辱尸体行为的道德属性和国家
强制干涉的正当性基础。人类尊严是一类重要的共同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维护和促进
共同善。侮辱尸体侵害人类尊严，因而是一种严重的公共道德不当，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对这一类行
为做出适当回应。因此，法律道德主义能为侮辱尸体行为的犯罪化提供最佳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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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的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通过刑事立法规制某一行为，并为之设定相应的刑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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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应当依据何种原则将某一行为正当地犯罪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刑事制裁是国家强
制力最极端的表现形式，直接约束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如果不能将正当和非正当的刑事立法划
出清晰的界限，那么国家权力就容易被滥用，这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巨大威胁。〔１〕
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立场认为，国家不能以道德不当为由将某种行为犯罪化，除非该行为严
重损害他人物质性利益或对他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性冒犯。乔尔·范伯格（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将这种立
场理论化，称之为损害原则（ｈａｒ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冒犯原则（ｏｆｆｅｎｓ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损害原则：总能为刑事立法提供很好的理由。认为刑事立法可能有效防止（消除、减
少）对行为人（实施禁止行为的那个人）之外的其他人的损害；并且可能找不到其他同样
有效且价值成本更低的方法。
冒犯原则：总能提供很好的理由支持刑事禁止法。认为刑事立法对防止针对行为人
之外的其他人的严重冒犯往往是必要的，并且可能是结束该冒犯的有效途径。〔２〕
范伯格主张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穷尽了刑事立法的正当原则，这被称作自由主义立场。另一
种立场则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仅根据行为的道德不当性就足以论证对该行为的刑事规制是
正当的，即使该行为未对他人造成损害或冒犯。这被称作法律道德主义立场。
本文将反驳自由主义立场，为法律道德主义立场辩护。笔者主张，在某些情形下，行为的严重
道德不当性本身就是刑事立法的充分正当理由，即使不存在对任何个体的损害或冒犯。笔者将以
如下思路为该命题辩护：〔３〕
首先，一个好的犯罪化理论应当能够解释一般公众对于犯罪问题深思熟虑后确定不移的道德
判断，除非有强有力的论证反驳。例如几乎没有人会反对，故意杀人应当被刑法规制，如果一个犯
罪化理论无法解释故意杀人罪的正当性，也不能提出强有力依据反驳之，那么这一理论就是失败
的。因此，笔者将首先给出一个关于侮辱尸体的假想的典型案例，然后说明，对于该案例，相当多
数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会给出“此类行为应当被刑法规制”的判断，因而至少有初步的理由探寻将
此类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理由；接着笔者将指出，无论是损害原则还是冒犯原则，都不能有效解释
将此类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接着给出一个法律道德主义论证，说明如果该论证所有前提为真且
论证有效，则可以为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提供最佳辩护；然后笔者将依托新自然法理论，对法律道
德主义论证中的几个关键性命题进行阐释和辩护，从而说明该论证中的所有前提均为真；最后进
一步阐明法律道德主义的相关主张，并以此规范侮辱尸体行为的犯罪化，防止刑法对这类行为的
过度干预，最终实现深思熟虑判断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反思平衡。
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刑事立法泛滥等严峻的问题。在英美，“过度犯罪化”（ｏｖ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已经成为
刑法学界的热点议题。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反思法定犯过度扩张的趋势，试图回到基本理论层面为刑法划定边界。
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Ｈｕｓａｋ，犗狏犲狉犮狉犻犿犻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牶犜犺犲犔犻犿犻狋狊狅犳狋犺犲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犔犪狑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参
见张明楷：《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何荣功：《社会治理“过
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载《清华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２〕 ［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损害》，方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８页。需注
意，根据范伯格的定义，损害原则中的“损害”并非单纯指事实层面上某人的物质层面利益受到反向作用，而是指道
德不当行为造成的利益减损，即包含不当和利益减损两个要素；同样，冒犯也仅指道德不当行为造成的精神上的不
快状态。
〔３〕 这一思路借鉴了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１７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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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侮辱尸体罪 ：正当性何在 ？
（一）一个假想案例

许多国家都将侮辱尸体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例如我国刑法第 ３０２ 条规定：“盗窃、侮辱、故意
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４〕德国刑法典第１６８条第１款规
定：“非法夺走权利人保管的尸体、尸体的一部分或者骨灰，或侮辱尸体或坟地，或破坏、损毁坟地
的，处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５〕法国刑法典第 ２２５—１７ 条规定：“以任何手段，侵犯人之尸体
的，处一年监禁并科１５０００欧元罚款。”〔６〕
显然，将严重的侮辱尸体行为入刑符合一般公众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在许多人看来，尸体
是活人的象征，侮辱尸体就是侮辱曾经活着的人，进而冒犯了大多数人对于人性的尊重，故应当被
犯罪化。〔７〕 即使是在学界，相关争议也更多集中于如何合理而融贯地说明该罪的正当性依据，而
非质疑该罪的正当性本身。〔８〕 这给了我们初步的理由假设，侮辱尸体行为入刑是具备正当性的，
然后以此为方向展开探索，探究何种理论能为这一深思熟虑判断提供最佳辩护。〔９〕
根据范伯格式的自由主义立场，损害原则与冒犯原则穷尽了一切犯罪化正当依据。然而损害
原则和冒犯原则都无法说明侮辱尸体罪的正当性，只有基于法律道德主义才能为侮辱尸体罪提供
最佳辩护。这里通过一个假想案例进行说明：
完全行为能力人 Ａ 独自住在偏僻树林中。一日 Ａ 偶然在树林中发现一具无名裸露
女尸 Ｂ，Ａ 将女尸带回家中，每日奸尸，直至尸体腐烂，Ａ 将尸体切碎喂狗。整个过程无第
二人知晓。后 Ａ 进城喝醉与他人谈及此事，被举报。经查明，Ｂ无任何在世亲属及友人。
在完全私密的环境下，强奸并肢解一具无任何亲属的尸体，此类行为是否应当被犯罪化？相
当一部分人会给出肯定回答。但根据范伯格的自由主义立场，一类行为要能够被犯罪化，必须要
可能对具体的个人产生物质损害或精神冒犯。在这一情境下，尸体本身无权利可言，亦不存在受
到损害或冒犯的第三人 （行为环境私密且尸体无亲属 ），此类行为无法基于自由主义立场被犯
罪化。〔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９页。
《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７页。
对这一判断的精彩描述，参见［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冒犯》，方泉译，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０～６２页。
〔８〕 ＳｅｅＴａｔｊａｎａ Ｈｏｒｎｌ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６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３０７ ３２５ （２０１２）；ＤａｎｎｙＳｃｏｃｃｉａ，“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 ‘Ｐｕｒｅ’Ｌｅｇ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ｓｍ”，７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５１３ ５３０ （２０１３）．
〔９〕 当然，这不意味着该罪的正当性是不可置疑的，在此只是给出一个初步的假设，相当于科学探究中的“假
说”，如果最终无法找到正当性依据，或存在反对该罪的决定性理由，就可能推翻最初的假设。
〔１０〕 范伯格持这种观点。根据范伯格的界定，通常一种冒犯行为要能够被正当地犯罪化，须本身属于道德不
当行为，并使人产生精神上的不快，同时要经过以下权衡测试：冒犯的幅度；能否合理避免；是否自愿；是否源自受
害者的异常敏感。范伯格将宗教亵渎或伦理侵扰等冒犯称作“深度冒犯”，他认为深度冒犯除了少数情形外，同样
要受以上原则和权衡测试的制约，私下侮辱尸体等行为不能通过相关测试的检验（除非存在近亲属且该亲属主张
权利受到侵害），因此不能被正当地犯罪化，否则必然滑向法律道德主义。出于对自由主义立场的坚守，他反对将
私下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参见前注〔７〕，乔尔·范伯格书，第５５～１０６页。
〔４〕
〔５〕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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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损害原则的论证
对此，有一种策略是试图扩大损害原则与冒犯原则的含义，将私下侮辱尸体行为纳入其范围。
例如存在以下基于扩大版“损害原则”的论证：〔１１〕
１．任何行为，如果会削弱行为人或其他人对社会有益的情感，就对社会造成了
“损害”。
２．人类对尸体的虔敬感情会产生对社会有益的后果，而这种感情的缺失会严重危害
社会稳定，产生有害的后果。
３．奸尸和碎尸等侮辱、损害尸体行为会削弱行为人对于尸体的虔敬感情，同时，法律
对这种行为的放任也会削弱一般公众对于尸体的虔敬感情。
４．因此，奸尸和碎尸等侮辱、损害尸体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
５．阻止损害通常是犯罪化的一个好的正当理由。
６．奸尸和碎尸等侮辱、损害尸体行为应当被犯罪化。
这一论证存在如下主要缺陷 ：首先 ，前提 １ 过度扩张了 “损害 ”的含义 ，威胁了损害原则
的两个主要理论优势 ：可操作性和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性 。 在范伯格那里 ，只有侵犯具体个人
权利的利益阻却行为才能构成损害 ，这就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施加了硬性的 、可测量的约束 。
而如果将损害的范围扩展到情感缺失所造成的抽象危险 ，那么损害原则就丧失了其全部的理
论吸引力 。
此外，前提３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论者需要给出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国家不将私下侮辱尸体
犯罪化会削弱公众对尸体的虔敬感情，使社会变得更冷漠。这一困境与德夫林（Ｄｅｖｌｉｎ）的社会崩
溃论所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哈特（Ｈａｒｔ）早已做出充分的反驳，在此不再赘述。〔１２〕
因此，这一论证是失败的。
（三）基于冒犯原则的论证
还有一种基于“冒犯原则”的论证：
１．任何行为，如果道德不当并使他人产生强烈的精神不快，就会对他人产生“冒犯”。
２．对于爱国、伦理情感等“高阶情感”（相对于直接的感官滋扰）而言，即使仅仅单纯
知晓某些道德不当行为的发生，也足以对公众产生强烈的精神冒犯。
３．对尸体的虔敬感情是一种“高阶情感”。
４．因此，只要公众知晓侮辱尸体行为的存在，就会对公众产生强烈的精神冒犯。
５．任何行为，如果道德不当并对他人产生强烈的精神冒犯，且能够通过权衡原则 〔１３〕
的测试，则有充分理由将该行为犯罪化。
６．因此，私下侮辱尸体行为应当被犯罪化。〔１４〕
前提４是这一论证的薄弱之处。是否对于伦理情感等高阶情感而言，单纯意识到不当行为存
在本身就足以构成严重的精神冒犯？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单纯知晓某种侮辱尸体行为并
范伯格自己建构并反驳了这一论证。Ｓｅｅ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ＴｈｅＭ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ａｄ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８５．
〔１２〕 ＳｅｅＨ．Ｌ．ＡＨａｒｔ，犔犪狑，犔犻犫犲狉狋狔犪狀犱犕狅狉犪犾犻狋狔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１３〕 即冒犯的幅度大小；能否合理避免；是否自愿；是否源自受害者的异常敏感。
〔１４〕 参见前注〔７〕，乔尔·范伯格书，第６３～８６页。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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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与亲眼见到同样的冒犯感受，只有少数对道德异常敏感的人才会产生极端感受，但根据
权衡原则，如果冒犯感受源自受害者的异常敏感，且该冒犯是可以合理避免的，则不能以此为由动
用刑法规制，否则就是为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侵害了普遍的正当自由权利。
论者也可能主张，对于“高阶情感”的冒犯是一种“深度冒犯”，不同于一般的感官冒犯，而是对
个体深层价值理念的侵犯，因而不需要产生感官上的不快也应当受到规制。这一主张实际上已经
倒向了法律道德主义。因为这背后蕴含的逻辑是，该行为之所以应当受到规制，主要不是因为对
个体产生精神不快，而是侵犯了重要的真道德信念，这与自由主义立场背道而驰。
因此，自由主义立场无法解释公众关于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的深思熟虑的判断，更无法为侮
辱尸体罪辩护。
（四）基于法律道德主义的论证
以上论证存在缺陷不意味着侮辱尸体罪必然无法证立。部分理论家主张，犯罪化的正当性不
必然依赖于损害原则或冒犯原则，因为在某些条件下，行为的道德不当性本身就是将其犯罪化的
一个正当理由。这一立场被称作法律道德主义。
法律道德主义所主张的核心命题是：“根据某行为固有的非道德性，对该行为的禁止在道德上
是合法的，即使该行为对行为人或他人既没有造成损害，也没有形成冒犯。”〔１５〕需要注意的是，首
先，法律道德主义者并不必然主张任何道德不当行为都应当被犯罪化；同时，对这一命题的捍卫也
可以诉诸多种不同路径，被称作法律道德主义者不必然意味着共享同一理论资源。
在此，我提出一个基于约翰·芬尼斯（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新自然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论证：
１．对人类尊严 （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的严重贬损是对政治共同体共同善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的严重侵犯。
２．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贬损。
３．因此，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是对政治共同体共同善的严重侵犯。
４．国家有责任维护和促进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
５．针对严重贬损人类尊严这一类侵犯共同善的行为，刑法是回应此类行为的适宜
手段。
６．因此，国家有责任将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犯罪化。
７．因此，国家有责任将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犯罪化。
这一论证不需诉诸 “损害”或 “冒犯”这两个概念，因而能够规避前述的所有批评。这一论证
中，有待证立的前提是１、２、４、５。一旦这四个前提为真，则侮辱尸体罪就能够被证成。但论证这四
个前提为真并不轻松。其中，论证前提１、２为真的关键在于澄清“共同善”与“人类尊严”这两个核
心概念，论证前提４、５为真的关键则在于说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依据以及刑法的目的。同时还需
要说明，为什么以芬尼斯新自然法理论为论证资源，这一说明将在与德沃金 （Ｄｗｏｒｋｉｎ）和拉兹
（Ｒａｚ）工作的对比中得以呈现。
上文所给出的论证的核心线索在于，侮辱尸体是一类严重侵犯人类尊严的道德不当行为，而
人类尊严是政治共同体之共同善的核心构成部分，因此国家有责任以刑罚手段回应此类行为。对
此，在下文中，将首先解释为什么侮辱尸体侵犯人类尊严，接着阐述人类尊严与共同善之关系，然
后通过论证一种至善主义的国家观，回答为什么国家应当以刑罚手段回应某些侵犯共同善的行
〔１５〕

［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无害的不法行为》，方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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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后回到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这一具体实践问题。

二 、为什么侮辱尸体侵犯人类尊严 ？
人类尊严是一种客观价值，〔１６〕这一点大多数当代理论家都不会否认。这一规范命题包含两
层基本含义：第一，人类作为理性生物，具备与其他生物不同的道德地位，是道德主体而非纯粹的
生物存在；第二，每个个体都具备同等的道德地位，不存在先天的高低贵贱之分。从这两层含义又
可以导出两个基本推论：其一，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同等的道德地位，因此每个人都不能将他人仅仅
视作自己的工具，而要同时视作目的来看待；其二，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要对每一个体施以同
等的关切和尊重。
同时，尊重人类尊严，并不仅仅要求尊重活着的人类个体，也要求尊重与人类尊严存在紧密联
系的象征符号。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引入“符号性代表”（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７〕这一概念。“代表”
最基本的含义指在某种意义上使不在场者在场。符号性代表是一种观念上的一一对应关系，说符
号 Ａ 代表事物 Ｂ，意指 Ａ 是 Ｂ在观念上的替代品，承载了 Ｂ 的意义，充当了对 Ｂ 的态度或情感的
容器。符号性代表可以指涉非生物、死者以及生者等各种存在物。例如国旗就是对国家的符号性
代表，寄托了公众对于国家的态度和感情，因此焚烧国旗传达了对国家的蔑视，会引发爱国者的愤
怒情感。
如何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是其他事物的符号性代表？汉娜·皮特金（ＨａｎｎａＰｉｔｋｉｎ）认为，代表
物和被代表物之间不存在先验的联系，鉴别符号性代表的唯一标准在于人们的态度和信念。〔１８〕
例如国旗之所以能代表国家，不是因为旗帜本身与国家有内在联系，而是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一代
表关系。这一结论只看到了符号性代表任意性、非理性的一面。的确，符号性代表关系的建立受
到时空等偶然因素的影响，但仍有理性的一面，即需要有正当的理由。例如，我们不可能合理接受
将粪便与国家联系起来，除非存在充分正当的理由。越是与重要的价值相关，符号性代表关系的
确立就越是依赖于正当性理由，同时某些事物内部本身就蕴含着很强的理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
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符号性代表联系，否认这种联系是非理性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是不道德的。
尸体与死者之间正是这样的关系。
尸体是死者的符号性代表。人作为道德主体与其身体是不可分离的，人格尊严通过人的身体
得以具象化，尊重一个人首先就是尊重其身体的完整、健康与自由。身体与人格的联系是如此紧
密，以至于即使人已经死去，单是尸体的存在就足以使得死者在观念上从不在场变为在场。没有
什么比尸体更适宜承载对死者的评价和情感。侮辱尸体就是侮辱死者的尊严，这不是因为尸体仍
然享有权利或利益，而是奸淫、分割尸体的行为表达了对死者的不敬态度。
同时尸体不仅仅代表死者，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符号性代表。死者本身可能如此邪恶以
至于被剥夺了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但尸体首先是“人”的身体而非某个具体死者的身体。尊重人
类尸体体现了人与其他生物在道德地位上的不同。侮辱尸体就是将人之身体与其他生物的身体
〔１６〕 后文将在新自然法理论框架内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１７〕 ＳｅｅＨａｎｎａＦｅｎｉｃｈｅｌＰｉｔｋｉｎ，犜犺犲犆狅狀犮犲狆狋狅犳 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

ｐｐ．９２ １１２．
〔１８〕 Ｉｂｉｄ，ａ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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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提并论，违背了“将人视作目的”这一人类尊严的基本要求，贬损了人类尊严这一客观价值。也
就是说，侮辱尸体对人类尊严的侵犯性，不体现在行为本身所侵犯的利益，而是体现在行为表达了
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性态度。
综上，尸体是生者和“人类”的符号性代表，侮辱尸体表达了对死者人格和人类整体的侮辱，而
人类尊严要求每个人将他人视作目的，尊重他人身体和人格，因此侮辱尸体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
贬损。法律道德主义论证的前提２得以证立。

三 、为什么人类尊严是共同善的内在构成部分 ？
上一部分说明了侮辱尸体为什么侵犯人类尊严，接下来将阐述人类尊严与政治共同体共同善
之间的关系，解释人类尊严这一价值的规范性渊源。前文说过，大多数当代理论家都不会否认人
类尊严的价值，但基于不同理论立场却可能对其具体内涵有不同理解，而这将进一步影响不同理
论家对“尊重人”这一基本要求的解读，从而走向不同的国家观与犯罪化立场。
具体而言，在侮辱尸体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在两个层面遭遇人类尊严这一价值。
第一个层面是，侮辱尸体行为本身是否侵犯人类尊严？第二个层面是，即使侮辱尸体行为本身不
当，鉴于其并未对生者产生任何物质性损害，此时以刑罚手段回应是否侵犯行为人的尊严，违反了
“尊重人类尊严”的要求？自由主义理论家可能在第一个层面与法律道德主义者持有相同立场，但
往往在第二个层面出现分野，主张国家对无害道德不当行为的犯罪化本身违背了“尊重人类尊严”
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进一步展开探讨之前，本文需要首先界定人类尊严的规范性渊源。
（一）共同善
共同善是新自然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芬尼斯将共同善的要求作为实践合理性的第八个基本
要求，认为其是绝大多数道德义务的来源，也是从实践理性角度理解正义、权利、权威、法律的关键。
什么是共同体的共同善？正如个体有个体的善，整个共同体的福祉就是共同善。共同善，最
抽象地说，就是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或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使之行动协调一致的共同目标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１９〕
共同体有大有小，家庭、学校、企业、国家都是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有着各自的共同善。在事
业型共同体中，共同善就是允许各人能够达成自身目标的条件的总和；在游戏中，共同善就是成功
的游戏；在友谊中，共同善是每位朋友的幸福的共同实现；而在政治共同体中，共同善就是促进共
同体中全部成员自我实现的物质和其他条件的总合。〔２０〕
共同善不是个体福祉的机械相加。对此，芬尼斯以友谊为例进行说明：
在一种真正的友谊中，Ａ 是为了 Ｂ而欲求 Ｂ的福祉，同时 Ｂ是为了 Ａ 而欲求 Ａ 的福
祉，并且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为了他人而欲求他（或她）自己的福祉，因此没
有人能够把他（或她）自己的福祉视作为友谊价值的渊源（目的），而每一个人都把真正的
共同善作为他的目的，这个共同善既无法还原为单个的善，也无法还原为单个善的
累加。〔２１〕
〔１９〕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狑犪狀犱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 （２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
１５３．
〔２０〕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１５４ １５５．
〔２１〕 ［英］约翰·菲尼斯：《阿奎那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哲学》，吴彦译，载［英］约翰·菲尼斯：《自然法理论》，

吴彦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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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说明共同善的特征，芬尼斯进行了一系列列举。比如，任何共同体都需要依赖于
一系列物理条件，这些物理条件都是该共同体的共同善。此外，共同体的合作需要一系列行为上
的协调，这些行为要求也是共同善。最后，只有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尊敬、友好、公平对待，共同体
才能良性维持，这些友善、公平的道德环境也是共同善的组成部分。〔２２〕
每个共同体都有自身的共同善，对这一共同体有益的行为可能对其他共同体有害。没有任何
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善能凌驾于其他共同体的共同善之上，也不存在某一基本善作为单一标准衡量
一切共同善的标准。〔２３〕
共同善是实践推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困素，直接指引个体的理性行动。〔２４〕 经由实践合理性，
共同善直接产生道德义务。任何形式的共同体的共同善都会产生三个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尊重
自己；第二，尊重他人和他人权利；第三，保障合作条件。〔２５〕 除此之外，不同的共同体有着不同的
共同善，由此产生不同道德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基本善、实践合理性与人性尊严
为什么尊重人类尊严是政治共同体共同善的要求？前文已述，任何形式的共同体要维持，都
要满足三个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尊重自己；第二，尊重他人和他人权利；第三，保障合作条件。这
就是最基本的共同善。可见，良好的道德环境是一切社会合作得以维持的前提，而对人类尊严的
尊重是良善道德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必然陷入丛林
社会，人人自危。因此在工具性意义上，人类尊严是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
更重要的是，尊严本身就是人类福祉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的根本方面，体现了实践合理性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这一“基本善”（ｂａｓｉｃｇｏｏｄ），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从而是一种重要的共同善。在
这里有必要简要阐述 “基本善”和 “实践合理性”这两个概念，并说明其与 “共同善”概念之间的
关系。
说某物是一种“基本善”，就是说它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追求的，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
而且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芬尼斯认为，这样的基本价值一共有七种：生命、知识、游戏、审美体
验、友谊、实践合理性、宗教。菲尼斯认为这七种基本善是穷尽的，不存在其他基本善。其他的善
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这七种基本善。所有基本善在位阶上是平等的，相互之间不可通约。
实践合理性，就是个体运用理性去决策、选择生活方式、塑造个人性格的状态。消极地说，实
践合理性包含个体适度的有效自由；积极地说，指个体试图将理性秩序带入自己的行为、习惯和实
践态度之中。这一价值是复杂的，包含了自由、理性、整全性和本真性等多种价值，但这仍然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独特的整体。〔２６〕 实践合理性本身就是基本善的一种，其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内在的
基本善，又是一种工具善，是实现基本善的方法：一方面，实践合理性只能在对其他基本善的追求
和参与中实现，反过来说，参与实现任何基本善，都依赖于满足实践合理性的方法要求，因此实践
合理性不仅关乎一个人是否理性，还直接关乎个体的幸福，更是其实现自我本质的必然途径。〔２７〕
芬尼斯认为，存在九条不证自明的、无源出的、不可还原（ｉｒｒｅｄｕｃｉｂｌｅ）的基本的实践合理性的
〔２２〕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Ｇｏｏｄ，ａｎｄＷｈｙＤｏｅｓＩ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ｔｈｅＣｌｉｅｎｔｓＬａｗｙｅｒ”，４０Ｓｏｕｔｈ

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３ （１９９９）．
〔２３〕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ａｔ４３．
〔２４〕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ａｔ４４．
〔２５〕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ａｔ４７ ４８．
〔２６〕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８８．
〔２７〕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１０２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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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要求。任何个体，要想成为理性的、要想实现个人幸福、要想实现自我目标，都必须遵循这
九条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道德义务的直接来源。这九条要求是：有条理的人生计划；不恣意偏好
某一价值；不恣意偏好某个人；应当对所从事的具体的计划保持一定超然态度；不轻易放弃承诺；采取
有效行动实现目标；在每一行动中尊重每一基本价值；尊重共同善的要求；遵从自己的良心。
正是通过实践合理性这一基本善，我们才能理解人类尊严的重要内在价值。我们之所以具有
尊严，是因为人类具有实践推理的道德能力；同时，实践合理性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尊重
其他个体。对人类尊严的尊重要求就体现在实践合理性的诸要求、特别是第１、３、７、８、９个要求之
中。只有通过实践合理性这一基本善，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人类尊严是客观的内在价值，为什么
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可见，在自然法理论中，实践合理性概念而不是尊严概念具有根基
性的地位。
基本善与共同善是什么关系？首先，二者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共同善可能是工具善，也可能
是内在善，依据共同体本身的性质而有所差别，判断是否是共同善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是非排他性
地有益于整个共同体。而基本善则是最基本的内在善，是人类幸福的内在组成部分。
但芬尼斯也指出，人类的基本善，因为其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而且能在众多场合被众多个体
以众多方式参与和实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善也是共同善。〔２８〕 因此，实践合理性既是基本
善，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实践合理性要求个体尊重和促进共同善，同时自身也是共同善的一
部分。尊重人类尊严本身就是实践合理性的要求，因此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善。
综上，尊重人类尊严本质上是实践合理性的要求，而实践合理性是基本善，对所有个体都具备
内在价值，从而是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因此，人类尊严也是一种共同善，贬损人类尊严就是对政
治共同体共同善的侵害。法律道德主义论证的前提１得以证立。
同时，意识到尊重人类尊严本质上是实践合理性这一共同善的要求，会产生进一步的推论。
实践合理性是一个厚实（ｔｈｉｃｋ）的概念，蕴含一系列实质要求；既然人类尊严的根基在于其实现实
践合理性要求的能力，那么在某些情形中，如果人类未能满足实践合理性要求，国家此时予以辅助
和干涉并不必然体现对其不尊重，而恰恰是尊重的表现。在此我并非主张，如果某人缺乏现实的
实践合理性能力，或未满足实践合理性要求，就会丧失道德主体的资格，因为人的道德主体资格源
自人这一物种蕴含的具备实践合理性的潜能，而非个体的现实能力；〔２９〕相反，在承认人类平等道
德资格的基础上，由国家来辅助个体实现实践合理性要求，并对违反相应要求的行为给出恰当回
应，方真正体现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但也有一种相反主张认为，国家只有对各种争议的人类善
观念保持中立，才体现对人类尊严的尊重，这类主张被称作中立自由主义。如果这一主张正确，国
家的角色就会被严格限制在维护工具性的共同善这一范围内而不能直接辅助和干涉个体实现真
正美好生活，因此侮辱尸体罪的正当性也就难以证立。法律道德主义必须回应这一主张，下文将
对此展开讨论。

四 、为什么维护共同善是国家的责任 ？
（一）国家作为一种实践权威

前提１和前提２属于道德哲学的议题，前提４———“国家有责任维护和促进政治共同体的共同

〔２８〕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１５５．
〔２９〕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Ｇｏｄ，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１ＴｈｅＣｈａｕｔａｕｑｕ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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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则直接深入政治哲学的核心领域：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要说明为什么国家有责任维
护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也就是阐释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及其目的。这一议题高度抽象以至于
似乎与法律道德主义的犯罪化主张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自由主义者往往采取一种釜底抽薪的反
对策略，攻击法律道德主义将国家强制力的边界延伸至“防止伤害或冒犯”这一正当范围之外，这
迫使法律道德主义者提升辩护梯度，回到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范围这一一般性层面回应自由主义
者的挑战。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国家应当对各种实质性的善观念保持中立。本部分将阐述一种至善
主义的国家观，同时反驳来自中立自由主义的挑战，以证立前提４。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国家是
一种实践权威。因此，笔者将从人类实践开始阐述，为理解国家提供一个框架。
人与人生活在一起，是为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共同善，以更好追求自身的福祉。但合
作可能存在多方面的障碍。首先，个体之间的品格与能力有着先天的差别，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
认识善、理解道德论证，甚至有些人会有作恶的倾向，这就可能破坏合作，恶化道德环境，影响其他
人追求福祉；同时，虽然有家庭等其他小型共同体的存在，但这些小型共同体能力有限，不足以维
持一个良善的道德环境，因此需要更强大的强制力来辅助。
即使人人都是完全理性和善良的，合作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因为基本善是多元而不可通约
的，在如何追求个体幸福，如何追求共同善这一问题上，存在无穷的选择，而且没有最优解的存在；
而且，正义对个体间的协调提出了众多要求，个体的权利冲突也在所难免。这正是合理的价值多
元性所提出的挑战。因此在如何合作的问题上，需要某种制度帮助我们进行决断，这便是“合作难
题”。这将我们引向了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这一概念。
拉兹提出的一阶行动理由＋排他性理由的观点是现今为止对实践权威最好的说明。〔３０〕 称 Ｘ
为实践权威，就是说“Ｘ 提出要求 Ｙ”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供一个依照 Ｙ 行动的充分理由，无论存
在何种其他的相反理由。〔３１〕 也就是说，该理由的约束力是独立于内容的。
要解决合作难题，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一致同意，二是权威决断。在当代开放而广泛的社会生
活中，一致同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依靠权威。可以说，人的理性程度越高，社会合作越复杂，
开放程度越强，对权威的依赖性就越大。
由此可见，权威的正当性正是根植于维护共同善的要求，依赖于以下实践推理：能维护和促进
共同善的事物是好的，是实践合理性的要求；促进共同善要求解决合作问题，并培育良善的道德环
境；有些个体或组织实际上正在以权威方式解决合作问题，维护道德环境，维护和促进共同善；因
此，该个体或组织具有规范性权威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若某一组织事实上在社会中以权威方式
促进共同善，那么在规范层面该组织就具有权威的正当性。〔３２〕
综上，人们只有在良善的道德环境下展开社会合作，才能够促进共同善，实现自身的福祉。实
践权威可以有效解决合作问题，同时从四个方面帮助个体培育德性，进而维护共同善：第一，可以
帮助个体抵御不道德行为，防止自我腐化；第二，防止坏的榜样引诱不道德行为；第三，培育良好的
道德生态；第四，教育个体明白道德对错；〔３３〕第五，对严重侵害共同善的行为予以惩罚。
〔３０〕 芬尼斯直接接受了这一定义。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２３３．
〔３１〕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２３３．
〔３２〕 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２４６．
〔３３〕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Ｐ．Ｇｅｏｒｇｅ，犕犪犽犻狀犵 犕犲狀犕狅狉犪犾牶犆犻狏犻犾犔犻犫犲狉狋犻犲狊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犮犕狅狉犪犾犻狋狔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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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权威，至少国家自我主张是一种实践权威。从上文可知，正是对共同
善的维护和促进赋予了实践权威正当性，因此国家要主张自身具有实践权威，便有责任维护共同
善。如此，前提４便得到了初步证立。但此时我们还没有回应前述中立自由主义的挑战。因此，
下文将基于至善主义的国家观，重点回应一种典型的中立自由主义主张。
（二）国家应当对善观念保持中立吗？
１．德沃金的中立自由主义理论
中立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应当致力于在相对立的实质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这被称作国家中
立原则。对该原则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表述认为，国家中立是指对国家来说，意图支持或促进一种
可允许的好的人类生活的理想而不是另一种可允许的好生活之理想，或者给予其追求者更多的协
助都是不允许的。〔３４〕 中立自由主义的典型形态包括约翰·罗尔斯（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所提出的政治自
由主义以及德沃金所提出的整全性（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自由主义。很明显，一旦持有中立自由主义观
点，则必然认为保护个人选择是国家的正当性基石，进而在犯罪化问题上支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
法律道德主义立场。
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对诸种理论一一分析。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已经得到过较为全面的讨
〔
论，３５〕而德沃金的整全性自由主义尽管本身蕴含深厚的实质伦理主张，却在国家权力边界问题上
走向了与至善主义截然不同的方向，个中分歧与论证尤其值得审视。因此，本部分将重点讨论德
沃金的理论。
德沃金的实践哲学是一个整体。他认为，“法律是政治道德的一个分支，政治道德本身是一般
意义上的个人道德的一个分支，而个人道德则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好好生活理论的一个分支”。〔３６〕
“伦理研究的是，人们如何最好地管理自己好好生活的责任；而个人道德研究的是，作为个体的每
一个人对他人有什么义务；相比之下，政治道德研究的，则是当我们代表拟制的集体人并为其利益
而行动时，我们所有人一起对作为个体的他人有什么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德沃金区分了伦理和
道德，前者关乎个人应当如何生活，后者关乎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处。
与自然法学说将实践合理性作为人类尊严的价值基础不同，德沃金将人类尊严视作一种绝对
律令，作为其全部学说的根基，一切伦理和道德规范的源泉。他认为，好好生活（ｌｉｖｉｎｇｗｅｌｌ）需要
我们遵循两项基本原则：自尊（ｓｅｌｆｒｅｓｐｅｃｔ）原则和本真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原则。这是人性尊严最基
本的要求。自尊性原则是指每个人都应当认真对待他自己的生活，而本真性原则是指每个人都有
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确定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什么算是成功；他有一种通过他自己认同的前后一
贯的叙述或风格创造这种生活的个人责任。〔３７〕
在德沃金看来，本真性蕴含了道德独立性，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我们认为自
己生活得如何具有客观重要性所基于的理由，也是认为任何人生活得如何具有客观重要性的理
由，（因为你的理由并非基于你个体的特殊性，而是基于人类生活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人的
〔３４〕 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ＧｅｒａｌｄＧａｕｓａｎｄＦｒｅｄ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ｅｄ．，犜犺犲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犆狅犿狆犪狀犻狅狀狋狅

犛狅犮犻犪犾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
〔３５〕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１０６ （８）Ｙａｌｅ
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７）；Ｍａｒｔｈａ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３９（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 ４５（２０１１）；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４２（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４６８ ４８９ （２０１４）．
〔３６〕 ［美］德沃金：《刺猬的正义》，周望、徐宗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页。
〔３７〕 前注〔３６〕，德沃金书，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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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严保持同等的关切，并尊重他们的道德独立性。〔３８〕 作为公民集合体的国家也必须符合这
两项要求。故个人尊严的两项基本要求最终成为政府的合法性判准：除非政府的政策把每个人的
命运都视为同等重要，并尊重他们负责各自人生的个人责任，否则它不能为人们创设义务并强制
执行。〔３９〕 因此，一旦国家干预公民私人伦理，就违反了本真性要求，干预了公民负责自己人生的
伦理责任，公民就不可能真正好好生活。
在此基础上，德沃金提出了自己的人权理论：基本人权，就是人们必须按照这些争执所预设的
和反映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把他们作为一个人、一个其尊严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人，加以对待
的权利。基本人权要求在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上，国家应当保持中立，即使一个人道德不当，只要
无涉他人生活，国家也不能横加干涉，因为国家应当尊重个人选择自己人生的伦理责任，这种责任
是个人尊严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此时德沃金面临一种反驳，即国家的大部分行动会对社会的伦理环境、进而对个体的伦理选
择产生影响，因而德沃金所设想的国家中立是不可能的。
对此，德沃金指出，并非任何影响个人选择的国家行为都侵犯了个体的伦理独立性。只有两
类行为危害了伦理独立性：一类行为不承认人们有权自行决定基本的伦理问题，也就是相关问题
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是国家所不能干涉的，无论国家出于何种理由。例如关于宗教信仰和私密行
为的法律。另一类则是这样一些行为，政府实施这些行为的动机在于认为某些伦理价值存在优
势，也就是其动机否定了个体的伦理独立性。因此，一些政府行为虽然可能对个体的伦理选择造
成实质上的干涉，但只要并不涉及基本的伦理问题，且动机并非干预个体的伦理生活，那么就不构
成对个体伦理独立性的侵犯。通过这种区分，德沃金试图捍卫其基本观点，主张国家应当充分尊
重个体伦理独立性，在个人伦理问题上保持中立，换句话说，个体能够主张国家具有不干涉其伦理
生活的义务，因而具有“做错事的权利”。
以上论述可以重述为一个完整的中立自由主义论证。人格尊严为我们每个人提出了本真性
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我们尊重其他个体的本真性。由于政府是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把每个人的命
运都视为同等重要、并尊重他们负责各自人生的个人责任是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判准，要求政府不
干涉个人伦理生活是每个个体的基本人权，这意味着即使个体在个人伦理事务上行错误之事，政
府也应当尊重个体的伦理独立性，不得横加干涉。因此，个体对政府有了相应的主张权，也就是
“做错事的权利”。由于犯罪化是政府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同样受到个体的“做错事的权利”
的限制，对无涉他人的道德不当行为（也就是德沃金说的伦理）进行干涉是不正当的。具体就侮辱
尸体这类行为而言，德沃金会主张这类行为虽然道德上不当，但并未对其他个体产生影响，而只是
个体伦理事务上的错误，因此基于对个体伦理独立性的尊重，国家应当对之保持中立，不应以任何
强制或非强制手段干涉。可见，该论证对法律道德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威胁。
２．对德沃金的反驳
我对德沃金的反驳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国家中立是不可能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
伦理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德沃金对此批评的辩解也是失败的，我将这称为“不可能性反驳”；第二，
国家积极影响伦理环境并不一定等于不尊重个体的伦理独立性，相反国家积极维护良善的伦理环
境更是尊重个体伦理独立性的体现，我将这称为“不冲突反驳”。
德沃金在回应“不可能性反驳”时称，的确，大部分国家行为都会对个体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并
〔３８〕
〔３９〕

参见前注〔３６〕，德沃金书，第２８５页。
参见前注〔３６〕，德沃金书，第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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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些行为都侵犯了公民的伦理独立性，仅有两类国家行为会侵犯个体伦理独立性：一类行为不
承认人们有权自行决定基本的伦理问题；另一类行为在动机上代替个体对伦理价值做出了判断。
史蒂文·沃尔（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指出，在这里德沃金实际上区分了两对概念：被道德理由证成的国家
行为和基于伦理考虑的国家行为；国家有意造成的对伦理环境的影响和作为国家行为副产品的伦
理环境影响。〔４０〕 如果一个国家行为基于道德理论而非伦理考虑，那么即使其行为结果对伦理环
境产生影响，也不违反国家中立原则，进而保障了对个体人格尊严的尊重。
但我们有必要审视这一主张的理由。如果尊重伦理独立性意味着国家在诸种善观念之间保
持中立，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行为，实质上影响了伦理环境，仅仅因为这一后果并非其行为动机，
就不构成对国家中立原则的违反呢？行为的动机是否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性？
我认为，德沃金对动机的强调并无充分的理由。社会伦理环境并非完全独立自由的个体在原
初状态下自发实践的产物，相反，其自始至终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产物。如果国家能够认识到某
项行为会产生某一伦理后果，仅仅依据这一后果并非其行为动机就主张自身对于诸伦理态度是中
立的，这显然难以自洽。沃尔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法律政策能够有效遏制卖淫行为，而不采取
这一政策会使得社会对性行为的伦理态度恶化，且政府对这些都非常清楚，那么无论政府是否采
取该项政策，都不可能主张自身的中立。〔４１〕 再例如，如果国家完全放任市场自由竞争，这是否意
味着国家保持中立呢？恰恰相反，只要国家意识到完全市场竞争的后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
放任这种状态出现，这本身就体现了国家的相应倾向态度。
因此，德沃金对“国家有意造成的对伦理环境的影响”和“作为国家行为副产品的伦理环境影
响”这一区分对于捍卫国家中立原则并无助益，他不可能合理地一方面主张尊重伦理独立性意味
着国家在诸种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另一方面主张许多会对伦理环境产生实质影响的国家行为并
不违反中立原则。但是，笔者并不主张这一区分是无意义的，在其他问题上，国家的动机本身可能
是道德评价的重要因素，在这里笔者仅仅主张，不论国家动机如何，只要意识到其可能的伦理后
果，就无法主张其在诸伦理态度之间保持中立。
既然国家中立是不可能的，那么是否任何国家行为都会侵犯个体的伦理独立性？并非如此。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对个体伦理独立性的“尊重”。
一种观点认为，对伦理独立性的尊重，意味着要尊重其做出的任何伦理判断，不得对其进行
干涉。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伦理独立性的尊重，不是尊重个体所做出的任意伦理判断，而是尊重其做
出伦理判断的理性能力以及自我修正的能力。〔４２〕 因此，国家并不需要对个体做出的任何伦理判
断都保持沉默，而是应当支持合理的伦理判断，并努力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的理由。
第一种观点可捍卫国家中立原则，但后一种观点显然更具有说服力。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为
什么家长对孩子的支配不侵犯其伦理独立性？因为孩子的理性能力尚未健全。也就是说，伦理独
立性的根源在于人的理性能力，不具备理性能力的人无法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不具备伦理独
立性。尊重人的理性要求政府行为时提出正当的理由，并提供良好的伦理环境使得人的理性能力
能充分发展，而不是对个人非理性的判断沉默不语。
对此，第一种观点可能提出修正：对伦理独立性的尊重，意味着要尊重其做出的任何伦理判
〔４０〕 Ｓｅｅ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７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５５–４７１ （２０１３）．
〔４１〕 Ｓｅｅ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０〕，ａｔ４５５–４７１．
〔４２〕 Ｓｅｅ犘犲狉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狊犿犻狀犕狅狉犪犾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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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只要其对善的判断是其理性能力适当运用的结果。这一修正看似很有吸引力，因为即使经过
理性判断，也并不一定能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但此时的结论既然是理性推理的结果，就应当得到
尊重。
但这一主张可能陷入两难。“理性能力的适当运用”如何解释？理论上至少存在三种标准：
完全合理性：一个善观念是合理的，如果判断主体接受了充分的相关信息并进行了充分的批
判反思。
适度合理性：一个善观念是合理的，如果判断主体有相应的证据，并且其主张是融贯的和一
致的。
最低限度的合理性：一个善观念是合理的，如果该观念是判断主体主动追求其人生价值过程
的产物。〔４３〕
可见，如果采前两个合理性标准，则实质上导向了第二种观点，无法为国家中立原则本来的目
标服务，而如果采最低的合理性标准，又无法与第一种观点的原始主张相区别，会受到前述的攻
击。因此，对个体伦理独立性的“尊重”的第二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同时，在第三部分已经论证了，人类尊严的规范性来源是人类的实践合理性能力，而实践合理
性的完全实现需要满足其九个基本要求。因此，国家在适当情形下辅助个体纠正不合理的观念和
行为，将其引导至实践合理性的要求，并非对其道德主体资格和伦理独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国家
的正当职责，因为否定其错误的观念和行为并非否认其人格本身，而恰恰是对个体自身所蕴含的
理性能力的尊重。
既然尊重个体伦理独立性不要求对个体做出的任意伦理价值判断都保持中立，那么并非任何
涉及伦理判断的国家行为都会侵犯个体的伦理独立性，国家的至善主义立场与个体的伦理独立性
是兼容的。或者也可以说，尊重个体的伦理独立性并不具有德沃金所称的强烈的排他性质，并不
是超越具体价值判断至上的绝对要求，将其理解为一种基于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性价值能够更加
自洽。
综上，本节对德沃金的论证给出了两个反驳，首先，国家的中立是不可能的，德沃金的回应是
失败的；其次，国家对伦理的干涉未必侵犯个体的伦理独立性。国家的确在很多情形下不应当干
涉私人伦理，但这并非因为个体有做错事的绝对权利，而更多是基于各类价值的综合权衡。既然
个体在伦理事务上不具备对抗国家的绝对权利，法律道德主义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项。
通过以上论证，证明了国家作为一种实践权威，有责任维护和促进共同善，同时这并不侵犯个
体的伦理独立性。因此，就在一般性的政治哲学层面回应了自由主义者对于法律道德主义的挑
战：如果国家权力的边界不仅仅局限于防止对个体的伤害和冒犯，如果国家能够正当干涉个体的
某些道德错误行为，法律道德主义犯罪化理论就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

五 、国家何时应当用刑法维护共同善 ？
（一）犯罪与共同善

前面仅仅是从一般层面说明国家有责任维护和促进共同善，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严重贬损人类
尊严这一侵害共同善的行为应当用刑法规制。国家权力有多种行使方式，其中刑法手段具有谦抑
性，一般性的调整更多是通过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甚至还可能通过教育、宣传等非法律手段
〔４３〕

这三个标准的区分见前注〔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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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因此前提５仍有待证立。我将从犯罪的本质出发，阐述为什么严重贬损人类尊严这一侵害
共同善的行为应当用刑法规制。
一般认为，犯罪首先是一种公共不当行为（ｐｕｂｌｉｃｗｒｏｎｇｄｏｉｎｇ）〔４４〕，也就是说，一种道德不当行
为，只有具备了公共性，才可能成为犯罪。而对于公共性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受害人模式”，
即当道德不当行为侵害了共同体的利益，或其行为表达了对共同体所珍视价值的蔑视时，共同体
成为受害者，因此有权动用刑法进行规制和惩罚。这种理解模式实际上将共同体等同于私法上的
被侵权人，因其遭受侵害或侮辱而有权做出反应。但这一解释与刑事法律制度的运作是冲突的：
国家无权选择是否启动刑事程序，打击犯罪、启动刑事审判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的职
责，而非权利。也就是说，国家之所以动用刑法，不是因为其有权利选择这么做，而是因为其有责
任必须这么做。
因此，作为公共不当行为的犯罪，只能被理解为应当由共同体负责惩罚的道德不当行为，而不
是理解为针对共同体的不当行为。〔４５〕
这一定义实际上将我们引向了一种报应主义的刑罚观。〔４６〕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第一，何种行
为应受惩罚？第二，何种行为应由国家进行惩罚？本文无法完整全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在此将结
合“共同善”概念初步阐述，旨在说明为什么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应当由国家惩罚。
这里首先对惩罚下一个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定义：任何一种惩罚，都蕴含一定程度的道德谴
责，并包含痛苦或其他通常被认为不利的后果。本质上，惩罚是一种表达，即对公共不当行为的一
种回应：将被惩罚者隔离在共同善之外，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从共同善中建立完整人生规划从
而实现个人福祉的机会，这种隔离是对他破坏共同善的恰当回应。〔４７〕
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善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构成性的或第一性的，即任何良善生活
都不可缺少的普遍性价值，缺少此种价值则共同体必然瓦解，个人福祉无法实现；第二类是非构成
性的或第二性的，即不影响共同体的存在，但对共同体有益的价值。〔４８〕 不尊重第一性的共同善的
故意行为，通常都应当受到惩罚。例如，夫妻忠诚是婚姻的构成性共同善，如果一方以出轨的形式
表达了对该种共同善的不尊重，行为人就应当遭受道德谴责，并承受某种不利后果。
通译为公共不法行为，但“不法”易使人误解为“违法”，故在此使用“不当”一词。
对此观点更加详尽的论述，参见［英］格兰特·拉蒙德：《什么是犯罪》，张磊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
丛》２０１６年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这与我们前面对实践权威正当性的分析结论也是一致的，即实践权威的正
当性在于维护和促进共同善，因此任何政治实体若主张具有实践权威，就有责任维护和促进共同善。
〔４６〕 报应主义是当今英美刑罚哲学领域的主流思潮，本文在此不详尽论述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争，仅简要
阐述功利主义的缺陷：功利主义逻辑上无法排除某些不正义刑罚的可能性，例如惩罚无辜者或酷刑。对此，部分
功利主义者修正自身的主张，引入一些报应主义的因素来弥补理论缺陷。例如哈特和哈伯特 · 帕克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Ｐａｃｋｅｒ）认为，刑罚的总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福利，但在刑罚的分配问题上则需要引入报应主义逻辑。这也被称作消
极报应主义立场。但这就需要说明，为什么在刑罚分配和总的目的上采取两种不同的逻辑，而不是一以贯之采取
报应主义思路；同时也无法抵御另外一种反驳：功利主义将人仅仅视作达致目的的工具，没有保持对每个个体同
等的尊重，侵犯了人的尊严。因此，功利主义理论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
〔４７〕 参见郑玉双：《犯罪的本质与刑罚的证成———基于共同善的重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这
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法理论化的沟通报应主义立场。沟通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功能是表达对犯罪者的谴责，使犯
罪者明白自身的错误。国家对公民做出承诺，要捍卫某些重要的价值，因而要用惩罚的形式表明对这些价值的捍
卫及对犯罪者的谴责。本文无法详尽分析各种报应主义立场的优劣，相关讨论参见许家馨：《应报即复仇？———
当代应报理论及其对死刑意涵初探》，载《中研院法学期刊》第１５期。
〔４８〕 在此借鉴了ＪｏｈｎＫｅｋｅｓ的划分。ＳｅｅＪｏｈｎＫｅｋｅｓ，“Ｔｈ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３７ （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ａｎ．，２０００）．
〔４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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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时应由国家负责任进行惩罚？根据前面的说明可以得出，当某种公共不法行为严重
到表达了对政治共同体有责任捍卫的重要价值的侵犯时，国家有责任对其进行惩罚，以表达对行
为人的谴责和对共同善的捍卫。而侵犯政治共同体构成性共同善的行为显然是严重的公共不法
行为，因为其威胁了共同体的根基，损害了每个个体的福祉。
而根据之前对共同善的阐释，尊重人类尊严源自实践合理性的要求，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
部分，更是任何共同体都必须遵守的第一原则。因此，人类尊严属于构成性或第一性的共同善。
所以，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是对政治共同体之共同善的严重侵犯，国家有责任对其施以惩罚，
将之隔离于共同善之外，以回应该严重公共不当行为。至此，前提５得以初步证立。
（二）侵犯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１．拉兹的立场
对此可能有一种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虽然国家有责任维护实质的人类善，辅助公民追求
个人福祉，但基于对自主性价值的保护，不得使用刑罚手段干涉不会对他人产生实质性损害的道
德不当行为。例如侮辱尸体这一类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虽然是对共同善的严重侵害，但并未侵
害任何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用刑法干预会贬损行为人的自主性，使之无法追求自身的福祉，因此
是不正当的。这种理论以自主性价值为基础，重构损害原则，反对法律道德主义，被称作至善主义
的自由主义立场。
拉兹是这一立场的代表。拉兹与德沃金的区别在于，他不反对甚至支持国家对个体道德生活
的积极介入，但他主张这种介入应当是非强制性的，应当通过鼓励、教育、谴责等方式进行引导。
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其论证。拉兹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民过上追求人类福祉的
生活。之所以要防止损害，是因为伤害侵害了自主，而自主是人类福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自
主唯有在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时才是有价值的，这就要求政府积极作为，创造有价值的机会，减少无
价值的机会，从而维护个体自主。自主原则是一种至善主义原则，因此政府可以为了他人或某人
将来的更重要的自主而证成对此人的强制，但同样基于对自主的保护，不能以其他理由对个体进
行强制。也就是说拉兹并不反对推行正当的伦理价值是政府的目的，仅仅反对以强制作为手段推
行，因为这侵犯了自主的价值。
在拉兹看来，自主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人应当是自己生活
的创造者，在某种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通过连续的决定塑造自我。〔４９〕 实现自主的价值需要满
足三个条件：适当的心智能力、充分的选择范围以及独立性。
基于对自主的强调，拉兹的至善主义理论并没有倒向法律道德主义立场。他认为，政府虽然
应当努力维护良善的伦理环境，但不应当使用刑法手段，除非被强制者自身侵犯了他人的自主。
因为强制是将他人当作物的表现，是一种对待他人的不适当方式，损害了他人的独立性。而独立
性是自主的一部分，自主具备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用强制手段推行无害伦理是不正当的。〔５０〕
据此，拉兹提出了基于自主的自由观，以自主价值作为伤害原则的基石，提出了伤害原则的修
正版本。在他看来，伤害原则的目的是保护人的自主，因此仅允许政府依据以下两种目的使用强
制：一是防止对自主的侵害，二是强迫人们采取必要行动以增进他们自己的选择和机会。〔５１〕 就侮
辱尸体行为而言，拉兹会同意国家有责任采取各种非强制手段帮助纠正行为人的道德错误；但同
〔４９〕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
３６９．
〔５０〕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９〕，ａｔ３７７ ３７８．
〔５１〕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９〕，ａｔ４１６．

·８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时他会基于对个体自主的保护，反对将此类行为犯罪化，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自主才能限制自主，侮
辱尸体行为并不构成对他人自主的侵害，因此国家不能够对其使用强制。
拉兹的观点与前述德沃金的观点有一定相似性，但相对而言更加温和。一方面，拉兹承认国
家的至善主义角色，反对的仅仅是强制的手段而非推行道德这一目的；另一方面，他将自主归于人
类福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人类善的绝对权利，并将独立性作为自主价值的一个方面，
这就降低了独立性的理论地位。但他反对用法律推行无害道德这一观点决定了他的反法律道德
主义立场。
２．对拉兹的反驳
我认为，拉兹的反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存在重大缺陷，本文所阐述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更具备
融贯性和理论说服力。
首先，拉兹对自主价值的论述是不融贯的。拉兹一方面主张自主是人类福祉的内在构成部
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自主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只有当人们致力于追求可接受的和有价值的目
标和关系时，自主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当自主无助于人类福祉的实现时，自主本身
并不值得追求。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拉兹一方面坚持至善主义理论基础，认为国家应当
致力于促进人类福祉，一方面又想捍卫自由主义的信念，担心国家过度干预。 但这样反而削弱
了其理论的论证力度。可以确定的是，既然拉兹理论的根基是客观的人类福祉，那么当一种自
主选择的生活不能促进人类福祉的实现时，自主必然是无价值的。 如果自主具有内在价值，那
么就意味着自主能够成为独立的规范性行动理由，但显然自由选择本身不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
实质性的指引。罗伯特·乔治 （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指出，拉兹实际上是混淆了自主和实践合理性，
后者才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客观的基本善，自主仅仅是实现实践合理性的一个条件，
不具备内在价值。〔５２〕
前文已述，在自然法传统中，实践合理性就是个体运用理性去决策、选择生活方式、塑造个人
性格的状态。实践合理性本身就是基本善之一，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能够成为独立的行动理由。
可见，如果拉兹的自主指的是具有强规范性的实践合理性，那么在很多情形下，对选择为恶的个体
进行强制就不侵犯个体的自主性，因为这些恶行多半违反“在每一行动中尊重每一基本价值”这一
要求；如果拉兹的自主指的是“自由选择”本身，那么他就不能融贯地主张自主具备内在价值，能够
作为伤害原则的基础。
第二，对伦理不当行为进行法律强制不一定侵犯自主。这一理由与前文反对德沃金的第二个
理由是一样的。法律不可能保护任意的选择，因此一个合理的自主概念不能等同于自由选择本
身。而要充实自主的概念，必然会倒向“实践合理性”这一概念，而实践合理性允许对一些伦理不
当行为进行强制。前文已述，此处不再重复。
因此，拉兹基于自主性价值的反法律道德主义论证是失败的，一种融贯的至善主义理论必然
支持法律道德主义。也就是说，拉兹混淆了自主与实践合理性，前者本身不具备内在价值，而是实
现后者的一个条件，不能成为独立的行动理由。因此，不能以尊重自主为由反对以刑法这一强制
性手段回应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道德不当行为。由于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违背了实践合理
性最根本的要求，动摇了人类生活的根基，严重侵害了共同善，因此国家有责任对之施以惩罚，将
行为人隔离于共同善之外，以表达对此类严重道德不当行为的回应。
〔５２〕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Ｐ．Ｇｅｏｒｇｅ，犕犪犽犻狀犵 犕犲狀犕狅狉犪犾牶犆犻狏犻犾犔犻犫犲狉狋犻犲狊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犮犕狅狉犪犾犻狋狔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１７８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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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论

至此，法律道德主义论证的前提１、２、４、５都得以证立。在此我再将该论证完整复述一遍：
１．对人类尊严的严重贬损是对政治共同体共同善的严重侵犯。
２．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贬损。
３．因此，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是对政治共同体共同善的严重侵犯。
４．国家有责任维护和促进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回应破坏共同善的行为。
５．针对严重贬损人类尊严这一类侵犯共同善的行为，刑法是国家回应此类行为的适
宜手段。
６．因此，国家有责任将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犯罪化。
７．因此，国家有责任将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犯罪化。
共同善，最抽象地说，就是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或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使之行动协调一致的共
同目标。人类尊严源自实践合理性的要求，是人类福祉的基本构成之一，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共同
善。尊重人类尊严，不仅仅要求尊重活着的个体，也要求尊重与人类尊严存在紧密联系的象征符
号。尸体是死者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符号性代表，对尸体进行奸淫和分解表达了对人类尊严的侮
辱。因此，侮辱尸体侵犯了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根据至善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有责任维护和促
进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善，回应破坏共同善的行为；而基于沟通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对于侵犯人类尊
严这一类严重的公共道德不当，国家有责任以刑法手段对其进行回应，通过国家惩罚表达对其道
德上的强烈谴责。因此，国家有责任将奸尸、肢解等侮辱、毁坏尸体行为犯罪化。
本文论证的重点在于说明只有借助新自然法理论框架才能为侵犯人类尊严行为的入刑提供最佳
辩护，进而捍卫法律道德主义犯罪化命题。在当代，大多数理论家都认可人类尊严的根本重要性，但
什么是人类尊严的规范性本质，如何尊重和捍卫人类尊严，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提出，在对贬损
人类尊严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上，我们会在两个层面遭遇人类尊严：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侮辱尸体行
为本身是否侵犯人类尊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即使第一个问题成立，将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本身
是否贬低了行为人的尊严，损害了其伦理独立性。只有当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而第二个问题回答
“否”时，侵害人类尊严的行为才能被正当犯罪化。自由主义虽然在第一个问题上可能给出肯定回
答，但由于其固守国家中立原则或自主性价值，在第二个问题上亦会持肯定立场，因此无法解释侮
辱尸体罪的正当性，本文通过对德沃金和拉兹理论的分析与反驳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自由主义者可能声称，人类尊严是一个例外，由于人类尊严是如此基础和重要，即使无
法依赖于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亦能够将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正当犯罪化；或者进一步主张自由
主义原则上就不受限于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但问题在于这一主张如何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
得以融贯解释。自由主义者如果试图捍卫侮辱尸体罪的正当性，又不诉诸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
则势必主张一种较为厚实、蕴含了较高道德要求的合理性观念，认为由于某些道德不当行为具备
高度的非理性，因此对其施加干涉并不损害其伦理独立性，而这将导致自由主义自身立场向至善
主义的倾斜。〔５３〕 也就是说，此时的自由主义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法律道德主义，法律道德主义者
〔５３〕 努斯鲍姆（Ｎｕｓｓｂａｕｍ）对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有过类似批评。ＳｅｅＭａｒｔｈａ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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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很乐意看到这一结果。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范伯格这一典型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方才固守损
害原则和冒犯原则，明确反对将私下的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
与之相对，新自然法理论明确主张人类尊严是实践合理性这一基本善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
属于最重要的共同善，而在国家权力边界问题上，持鲜明的至善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可以采用包
括强制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辅助和引导个体的道德观念，以维护和促进共同善。因此，基于新自
然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最为融贯和合理，可以避免自由主义面临的内部不一致性难题，是一种
最佳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从而为侮辱尸体罪提供正当性基础。
在证立侮辱、毁坏尸体罪的同时，法律道德主义也为侮辱、毁坏尸体罪提供了规范性的认定标
准，提高了入罪的门槛。该罪针对的是对人类尊严严重贬损的行为，也就是说，该行为必须能够体
现行为人贬损人类尊严的态度，因此，有些行为，表面上符合毁坏尸体罪的主客观要件，但却是由
当地特殊丧葬风俗所致，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则不成立本罪。例如西藏部分地区存在天葬习俗，
依其宗教观将尸体放置于空地上任鸟啄食，若行为人出于尊重死者的理由采取此类行为，则不成
立侮辱、毁坏尸体罪（当然这在具体案件中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认定和推理）。但这并非是说要成立
本罪必须基于明确的贬损人类尊严的目的，只要行为人有意对尸体进行侮辱和分解，同时并非基
于任何正当理由，就是对尸体所象征的人类尊严的蔑视，应当入罪。
最后要说明的是，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主张法律道德主义会危害思想自由，导致专制，成为
统治者强制推行自身价值偏好、干涉公民生活的借口。这是不成立的，第一：法律道德主义并不主
张惩罚思想，而只惩罚对共同善严重侵犯的公共不当行为；第二，法律道德主义要求在推行道德时
对相应的善和道德规范进行实践理性推理，只有通过实践理性推理证成的道德真理才可能被推
行。同时，还需要与其他价值与规范进行权衡，并非认为各类道德都应当被强制执行。
可见，法律道德主义是一种合乎中道的主张，捍卫一种温和的有限政府观念。因为其一方面
反对对国家的权力界限施加一种过于狭窄的限制，另一方面主张公民的自由仍然是国家在考虑法
律强制时的一个重要权衡因素。同时，法律道德主义要求任何国家行为都必须为自己进行理性辩
护，只有在前提为真且论证有效的情形下才能使其行为正当化。
综上，本文结论是，损害原则与冒犯原则不足以穷尽一切犯罪化正当依据，以共同善为核心建
构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能够被证立，并能为侮辱尸体罪提供充分的辩护。公众对于侮辱尸体罪深
思熟虑的判断，最终得以与尊重人类尊严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达成一致，实现直觉与抽象原则之
间的反思平衡。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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