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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做

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我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

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

加和谐。”这是媒体所称的中国领导

人的“尊严论”，①或者说是人的尊

严的视角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

用“尊严论”来解释政府施政目

标和措施，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这

与国际人权法上关于人权的本质的认

识完全契合。笔者拟从人的尊严的角

度解读人权以及中国的人权实践。因

为，从“尊严论”的角度解读人权，

就可以发现人权的基本特征，而这些

方面，也正是中国的国内立法将予以

进一步关注和加强之处。

一、“尊严论”体现国际人权

法所强调的人权的根据和基础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前言中

确认“为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

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要“重申基本

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

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也正

是国际人权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基本

动因。

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因为被翻译成298

种语言，一举成为译本数量创造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文件。作为“国际人权

宪章”的核心内容，它为大量国际人

以尊严论解读人权

权公约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引用。宣言

在序言的首句就开宗明义地提到 “对

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

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

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作为联合国 重要的“人权两公

约”——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在

其序言中进一步重申基本人权乃是源

于人性尊严的核心价值，即“确认这

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1993年第三次世界人权大会制定

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在序

言中规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类固

有的尊严和价值”。

正如英国学者卢克斯所指出

的，人的尊严是“一项根本的伦理原

● 柳华文

则”，它表明“单个的个人具有至高

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②对于国

际人权法来说，人的“固有尊严”就

是人权的根据和基础，它是所有国际

人权法原则和规则的 终依归，或者

称本原。

中国已经批准了20多个国际人权

文书。这是中国对国际人权标准的庄

严确认，也是表达了通过国际交流与

合作促进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的共识

和行动的良好意愿。中国领导人的尊

严论恰好契合了由联合国和众多国际

人权文书所强调的人权本质。

二、“尊严论”强调政府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

既然人权是基于人固有的尊严，

那么它不是外来的，不是别人或者任

何机构和组织赐予的，而是人基于人

格具有的天然权利。国家法律和政策

可以从形式上去确认这种权利，并采

取措施实现这种权利，而不是向公民

恩典或者施舍这些权利。一方面，公

民有权利要求政府承认并实现人权；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结构中发挥主导

作用的广义的政府，承担倡导和实现

人权的主导性的责任。笔者认为，这

种人权本质的认识，既有助于我们理

解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又更有助于政府和其他行为

主体在促进和保障人权的过程中正确

理解人权、实现人权，比如说尊重权

温家宝隆重谈民生，施政报告首提“尊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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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体的意见，倾听他们的意见，为

他们权利的主张和行使创造条件。

在政策制定层面， 2006年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

人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保

护人权的内容也写进了执政党中国共

产党的《章程》和党的第十五次、第

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报告当中。特别是2009年4月13日，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

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年）》。这是我国第一次制定以人权

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一个历史性的

突破。它意味着，政府的各个部门的

工作都要接受人权视角的审查，从人

权保障的角度进行必要的整合和协

调。换句话说，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

不仅仅是与人权有关，而且是要自觉

地纳入人权的视角，自觉地为促进人

权目标而努力。

在我国近年来的立法过程中，人

权主流化的影响是明显的。从根本法

来看，2004年我国修订《宪法》，规

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部门

法中，亦有具体的规定。比如，2006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七条体现了将儿童权利保

护纳入政府工作主流的观点。它在第

二款中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

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

人权在党和国家立法和决策中

主流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尊重人的

尊严，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的

过程。

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的歧视。”前面提到的修订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

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

等地享有权利。”2008年修订的《残

疾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从多个角度

来规定针对残疾人的平等和非歧视原

则：“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

民平等的权利。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基于残疾

的歧视。禁止侮辱、侵害残疾人。禁

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

低损害残疾人人格。”

人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正是法

律实施中的 大挑战。1996年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既规定了“对于一切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

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第

六条），又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

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

辩护”（第十一条）。

根据人权的普遍性，保护人权

一个都不能少。人的尊严的享有和保

护，以获得平等机会和待遇为基本诉

求。在这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呼

声 值得关注。

四、“尊严论”强调尊重权

利享有者的主体地位，倾听她或

他的声音

重视人的尊严，必然要强调对权

利享有者主体地位的尊重。她或者他

是权利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权利客体或

者保护对象。权利主体不是被动的，

而是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尊严首先是个体的，累加起来也

会形成集体的尊严。尊重个体或者集

三、“尊严论”强调人权的

普遍性和平等性

因为人的尊严以所有人共同拥

有的人格为基础，所以它是普遍的。

所有人，不论性别、肤色、民族、种

族、宗教信仰或者其他背景，均享

有人的尊严，从而享有人权。在这个

意义上，人权是普遍的、平等的。纵

然不同群体或者个人的需求、主张和

偏好具有差异，纵然不同地区、不同

环境下实现人权的道路和方法有所不

同，但是，作为基本原则和标准的人

权准则具有共性，特别是平等和非歧

视原则，正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

因为人权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国

际社会的层面，人权的国际合作、人

权国际标准的广泛接受和普及才是必

要和可能的。中国政府已经批准或者

加入了20多个国际人权文书，既是对

相应国际法律责任的承诺，也表达了

保障人权、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良

好意愿。

人权在国内层面同样具有普遍

性，并且更强调人与人的平等性。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2001年修订的《民族

区域自治法》在序言中规定：“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

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

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

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

则。”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二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

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

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

学术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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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尊严，就必须倾听他们自己对于

权利需要、权利行使方式等的意见。

在这方面，一味地包办代替，就可能

出于好的动机，而不能获得权利主体

的认同或者不被权利主体接受。

所有人都享有尊严，包括所有

儿童。在传统文化中，儿童往往被

看作是家族、家长的附属，不具有

独立的主体地位。而我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在第五条中明确规定保护未

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就

是“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被称为

“儿童权利宪章”——当中倾听和尊

重儿童意见、保障儿童参与权的原则

也为我国国内法吸收和转化。《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

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

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

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二条特

别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

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

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

具体情况依法处理。”我国首个《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则明确提出：“根

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程度，创造空间和

机会，扩大儿童在家庭、学校、社区

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

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了

尊重儿童意见及其尊严带来的积极影

响。在云南昆明姚昆云与姚鹏程子女

姓名权案③中，原告姚鹏程以被告姚

昆云（其前妻）私自更改儿子姓氏，

侵害了其探视权为由，于2001年5月

诉至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要求恢复儿子的原姓氏。原告与被告

原为夫妻，并生育一子姚悦达，1995

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儿子由被告抚

养。1999年9月原告发现被告已私自

将其姓氏改为姓马，故后来诉请法院

责令被告恢复儿子的原姓氏。虽然被

告提出，孩子新的姓名已经使用了6

年，亲友、老师、同学和社会档案、

保险都已接受、认可了孩子的姓名，

如满足原告的要求，则在孩子幼小生

命中再一次面临人生重大变故，但是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根据 高人民

法院当时的司法解释认为：子女改姓

应该征得父亲的同意，所以判决由姚

昆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将孩

子的姓氏由“马”姓改为生父的姓或

生母姓。后被告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本

案中我们没有看到法院征求作为儿童

的姚悦达本人的意见。他的姓名权在

本案中更像是其父母的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法律推

理发生了改变，不利于儿童姓名权自

主的司法解释被废除了。2007年北京

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在类似案件中做

出相反的判决。④ 在该案中，王先生

于1993年3月登记结婚，生有一子。

2002年4月经法院判决王先生与前妻

离婚，孩子判归前妻抚养。后来，王

先生发现前妻将孩子的姓名更改。王

先生以前妻未与自己协商就擅自变更

孩子的姓名为由，请求法院判决把孩

子的姓名恢复到原来的名字。王先生

的前妻则认为，孩子使用新的姓名已

经一年多了，学籍、档案、老师和同

学都已经熟悉现在的名字，如果变更

对孩子不利。法院认为，姓名权是每

一位公民的身份权。公民有使用、变

更自己姓名以及保护自己的姓名不受

侵犯的权利。王先生的孩子有变更自

己姓名的权利，故判决驳回王先生的

诉讼请求。

可见，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保

障儿童利益 大化，推动了中国立法

和司法观念的转变。

五、“尊严论”强调对权利

主体的赋权

中国古话讲“授人以渔”，胜过

“授人以鱼”。权利的实现不仅要靠

树立尊重儿童人格尊严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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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特别是政府的“保护”、“给

予”，更要依靠权利主体自力更生，

自我发展。这才是治本之道。

以开办“穷人银行”著称的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说：不管男

女，都愿意自食其力，这是人类天生

的心理；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支配自

己的生活，如此你就会赢得尊严。⑤

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权利领域，

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权利主体的意愿

和要求需要得到重视和尊重，他们应

当可以并且能够在关心和实现自身权

利的过程中扮演角色。赋权就能够体

现这种自主权、参与权。通过赋权，

能够使权利的行使 接近基层， 贴

近权利主体， 可能具有针对性。向

权利主体赋权是解决权利实现问题的

重要方法，甚至是根本方法。

过去30年来，我国农村扶贫人口

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9年的

3597万人，减贫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

司副司长刘文书说，政府正在制定

2011－2020年新的十年扶贫开发纲

要，新纲要将更加注重解决增加贫

困人口收入、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

问题。⑥

又比如，2007年被称为我国的

“劳动立法年”。在这一年里，有

三部劳动法律——《就业促进法》、

《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密集出台，此外还有《职工带

薪年休假条例》、《上海市集体合同

条例》等涉及劳动者权益的行政法规

和地方条例。从中央到地方，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进展前所未有。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

实施更为关键，更具挑战性。

众多的劳动争议案件，单纯依

靠政府主导设立的劳动争议解决部门

乃至法律规定的司法程序是不够的。

现在，劳资双方开展集体协商正在成

为实践的需要、社会的呼吁，备受各

界重视。因为劳动者权利涉及的经济

组织形式多样，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所以要让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得到重

视和尊重，就应当让他们自己可以并

且能够在关心和实现自身劳动权利的

过程中扮演角色。集体协商就能够体

现这种自主权、参与权。2010年广东

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深圳

经济特区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草

案）》。全国总工会则在2010年给出

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计划于2010年

到2012年3年内，在已经成立工会的

企业基本建立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

行工资集体协商。

当然，全面理解赋权的内涵，

还要认识到，它不仅包括维护自身权

利，也包括防止侵犯他人权利。联合

国人权培训资料正确地指出：“并

非所有侵犯人权的情况都可以归咎于

法规不完善、行政程序不公正，或国

家公然侵犯权利。在工作场所、地方

社区和家庭中，往往因为没有公众的

监督，私人组织和个人也会有侵犯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行动。为此全

社会成员都应当知道根据国际法和

国内法自己所应有的个人权利和责

任。……他们应当明白自己同时对他

人也负有责任。”⑦因此，个人赋权

并不排斥，而且内在地包括责任意识

的提高，这是权利义务相平衡实现权

利的理想型态。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一己之私

的成就或者损人利己等不良目标的得

逞。它源于自己、他人乃至国家和社

会责任的正确承担，源于依法维权不

需要不必要的隐忍、妥协和退让，也

源于对他人和社会责任的恰当的考量

和对待。

总而言之，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

的“尊严论”，与中国政府“以人为

本”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一脉

相承。 “尊严论”既表达了政府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目标，更对未来人权事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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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三次提及百姓尊严，在媒

体被称为“尊严论”并引起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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