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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社会政策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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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较的缘起

当代的公共行政研究需要更多的)想象力* + 这意味着! 一方面' 我们应当
更深入地了解公共行政的实践' 从真实世界中寻找灵感- 另一方面' 还应致力
于打破学科的界限' 从广阔的知识海洋里面' 汲取丰富的思想资源$马骏'

*#)$% + 本文试图比较的是儒家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社会政策观+ 在中国文化
传统中' 儒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虽然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程坎坷' 命运
几经沉浮' 但儒学至今仍是学界一股重要的思想力量' 而女性主义则是*# 世纪
&#( (#年代兴起的一股社会与学术思潮' 并且' 它的影响迅速地波及了整个哲
学( 社会科学领域$_@1/J<@bQ5@29I:' *###- 肖巍' *#)+% + 无论是儒家' 还
是关怀伦理学者' 都试图探寻一种可运用于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教育等重大
社会领域的伦理学' 这使得社会政策同时成为了当代儒学研究和女性主义关怀
伦理学关注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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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比较儒家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者的社会政策观!

' 本文选取了这两
个领域的代表作! 范瑞平教授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和诺丁斯$T<B

T5==12U9% 女士的"始于家庭! 关怀与社会政策# $ !"#$"%&' #"()*+! ,#$%&' #&-

!).%#/0)/%.1% + 其中' 范瑞平教授是重构主义儒学$ V</5297@;/7152.B

N52P;/1.2196% 的积极倡导者' )重构主义儒学要求从儒家对家庭( 君子和德性
的道德关怀出发' 来重塑主要的社会机制和公共政策* $第)(# 页% ' 而诺丁斯
女士则是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重镇之一$肖巍' )[[[% ' 她的!"#$"%&' #"

()*+一书旨在回应关怀伦理通常面临的批评' 即! )关怀伦理只不过是一种
/家庭0 层面的精致理论' 但它对于社会层面的政策制定无甚助益* $E4)%

"

+

需要说明的是' 儒学是一个极为丰富的传统' 儒家的政策思想可以有不同
的诠释' 与之相应' 关怀伦理学者内部同样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分歧' 而且'

关怀伦理也并不足以代表整个的女性主义伦理学$ H7.@' *##*- 苑莉均'

*##+% + 因此' 本文只不过是以这两本著作为切入点' 初步比较了儒家和关怀伦
理的社会政策观' 而且' 我们比较的重点并不在于两者间的相异之处$尽管'

本文也会涉及这个方面' 但它不是主要目的% ' 而在于两种哲学思想处理问题的
思路与方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二( 关系性的自我! 人是家庭的动物

对于人及其需要的理解' 与社会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按照主流的自由主
义话语' 人是理性( 独立( 自主的个体' 是不可化约的存在' 罗尔斯$O502

V.̀B9% $V.̀B9' )[()! )"& ')+*% 描绘的为)无知之幕* 遮蔽的人' 就是这种
理想个体的典型写照+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保护这种理
性( 独立( 自主的个体' 尤其是保障其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 问题在于' 这样
的预设在现实当中可以称得上是困难重重+ )首先' 这种理想原子式个体并不存
在+ 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做出选择' 他们的选择势必受到具体的
意识形态( 权力结构和道德理解的深刻影响* $第" 页% - 其次' 即便是如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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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交代的是# 学者们已经在伦理层面比较了儒家思想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参阅罗思文!Q<2@:V59<6527" !V59<6527# )[[(" & 史塔!].21<BH7.@" ! H7.@# *##*" & 苑莉
均!*##+" & 李晨阳!*##$" 的相关论述$ 本文在这些比较的基础上# 试图将两者间的比较
进一步拓展至社会政策层面$

在本文中# 凡引范瑞平!*#))" 的原文# 标以)第2页* # 引用诺丁斯!T5==12U9#

*##*" 的原文# 则标之以)E42* # 以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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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那样' 把自我视为)时代( 文化和生活情境* $E4[+% 的产物' 这种说
法仍过于笼统' 因为)自我55不是一种类型化的个体' 所有的自我都是在具
体的关系中得以形塑的* $E4[$% +

认清楚了这一点' 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同时主张' 人从本质上来说' 乃是
一种)关系性自我* $V<B.7152.BH<BP% ' 而且' 这里的)关系* 绝不是泛泛而谈
的+ 质实言之' )儒家认识到' 人&&&至少大多数人&&&是在家庭中成长的*

$第"页% ' 这使得人们天生地被嵌入到了与他人的关系网络中' )根据儒家的理
解'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生来就处在既定的关系和角色之中' 如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兄弟( 姐妹等+ 人们没有通过任何明确的选择或契约进入
这些角色和关系' 它们天然地附属或附加在我们身上* $第%(页% - 而根据诺丁
斯的说法' )关系性的自我始于子宫* $E4)*)% ' 从女性受孕开始' 胎儿$前自
我% 就会得到爱与呵护' 或者被忽视( 不受欢迎' )一般来说' 这个前自我
$E@<'H<BP% 会得到精心的照料( 爱的呵护' 并且' 受人欢迎* $E4)*)% ' 而这
种母'子之间相依相偎( 血肉相连的关系' 典型地体现了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
在+ 诺丁斯指出'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的时候' 他$她% 不是如海德格尔$A.@712

Q<1=<UU<@% 所谓的)被抛到世上* ' 而是被带到了家庭的生活中' )家不仅应为
其遮风挡雨' 还要尽力成为一个避风港' 保护人们免受危险( 屈辱和世俗的压
力* $E4)$#% ' 孩子们的生命在家里得以维系' 并且' 更进一步地促进其发展(

培养其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中的可接受性$V;==1/J' )[%[% ' 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 家是我们每个人)外出闯世界的据点* $E4)$#% +

因此' 尽管儒家更为突出的是父子关系$即)父父' 子子* )父子有亲* % '

而关怀伦理学者主张' 母子关系应当被视为首要的' 两种哲学思想实际上都强
调' 人不是一种孤立( 理性的个体' 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具体地说' 人是
家庭的动物' 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宿的地方* $E4)$)% ' 家( 家庭关系还在
人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无论儒家' 还是关怀伦理学
者' 都没有把人局限在家庭之内' )孔子认为一个人必须从爱自己的家庭开始'

并努力把这种爱渐渐延伸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第*#页% ' 儒家相信' 一个有德
性的人不仅仅是一位好的家庭成员' 还是一个好的社会成员' 他会依据)爱有
差等* 的原则&&&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 "孟子,尽心上# % &&&把这
种仁爱合理地推扩到与之相遇的他者' 以及别的社会成员的身上$第"+# '"+$

页% - 而在关怀伦理这一边' 诺丁斯主张'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母子之
间的关系' 是形塑关怀关系的基础+ 她指出' $Y' >% 形成关怀关系' 当且
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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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关怀>' 即Y真诚地关注>' 对之有着深切的同情' 且
)

aY做出与
(

相应的行为' 且
*

a>认可Y关怀>+ $Ea)[%

在这个意义上' 关怀同样不是一种狭隘的家庭内部的情感' 它可以扩展到
人在学校( 社会生活中的相遇+ 而在这样的一系列相遇的过程中' 自我( 自我
与他人的关系' 都在不断地得以丰富与发展$E4[) '))(% +

三( 回应需要, 而不是权利

由于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共同地意识到' 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这使得
两种哲学思想对社会政策的倡导' 都不是基于权利的话语+ 当然' 权利话语在
儒家和关怀伦理那里' 不是完全受到拒斥的' 诺丁斯指出' )关怀伦理并不排斥
权利概念* $E4$"% ' )倘若摈弃自由主义经过千辛万苦争取的种种权利' 那才
真是愚不可及* $E4"#)% ' 范瑞平同样认为' 当代儒学并不否认权利话语具有
重要的意义' 他说! )个人权利可以作为必要的最后手段来保证个人的合理利益
不受剥夺' 特别是在德性不能起作用的情况下* $第)+)页% +

不过' 两种哲学思想同时指出' 权利话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

在这个问题上' 范瑞平教授做了十分精当的概括! 首先' )权利话语没有资源为
卷入利益冲突的双方提供走出僵局( 趋向合作与相互关怀的可能途径* $第)(

页% - 其次' 权利至上的观念还)会遮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 $第)%

页% + 由于这种观念过分地凸显了个体利益' 把个人本质上视为疏离于他人的存
在' 从而可能导致某些极端的立场或者行为' 甚至' 如芬格莱特$Q<@I<@7

_12U.@<77<% $_12U.@<77<' *##[! )+"% 所说的' 在人与人之间竖起)一个只能由
其所有者才能打开的栅栏* - 第三' 权利话语强调的是个人自主( 自由选择以及
自我决定' 这种立场预设了)个体是一个可以从人际关系( 社会处境中抽象出
来的存在' 某些对人类生活而言意义重大的品质' 比如建立联系( 维持关系(

相互关心的能力和需要' 也因而被弱化甚至舍弃* $第))$ '))&页% - 最后' 权
利话语通常人为地制造出五花八门的)权利* ' 而)权利迅速激增' 55问题显
而易见* $E4$&% ' 这使得一些西方国家为之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以致不堪
重负$第)"( )(( ')%&页% +

有鉴于此' 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主张' 社会政策不能只适用权利的话语'

它更应致力于回应需要$T<<=9% ' 体现对于人之仁爱与关怀' 并且' 最终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诺丁斯指出' )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通常要求保障权利以

**"

#

书评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避免对他人的伤害' 却少有顾及乃至提及需要* $E4$"% ' 在诺丁斯看来' 关怀
伦理虽然不会排斥权利' )但却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 权利源于且维系于人之需
要* $E4$"% + 倘若这一点是正确无误的' )立足于这个基本概念$即/需要0 %

来发展关怀理论以及用它来指导社会政策就是有意义的* $E4$" '$+% + 具体言
之' 回应)需要* 从本质上来说' 也就是应当关注)需要予以关怀的有血有肉
的人* $E4$&% ' 而不是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承认权利' 然后' )对他人听之任
之( 不加任何干涉即可* $E4$(% + 诺丁斯认为' )如果我们认可了一种需要'

就应采取行动55有效地回应他人* $E4$(% + 显然' 这里的关键在于准确地识
别人们的不同需要' 如! $)% 生理需要' )所有的人都需要食物( 水( 住处及安
全感* - $*% 基于需求$X.27% 的一些需要' 这些需要可能是明示出来的' 例
如' 孩子们想要一个宠物( 一个拥抱或者大人全身心的关注' 也可能是由)有
思想的关怀者推断出来的需要' 譬如上学的需要* $E4$( '$%% +

正如在理想的家庭关系中' 不同家庭成员的需要总是得到其他人的充分尊
重&&&即便每个家庭成员的需要不会百分百地得到满足&&&但这些需要至少会被
认真地倾听( 对待' 且会在结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 予以灵活的回应+ 儒家和
关怀伦理学者认为' 这种私人领域的行为规则实际上可以为公共领域的行动带
来启示' 即! 两种哲学主张' 一味地建基于权利话语的社会政策体系' 很可能
只是维持了一种僵化的平均主义$第*)[ '*"* 页% ' 而合理的社会政策制订应
当学习)理想家庭* 的规则' 它尤其需要遵循的是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 )如果
一个政策或者规定无法使得当事人对其掌管的人作出积极的回应' 那么' 这样
的政策或规定就不应被制订* $E4$% ' 换言之' 政策的制订应致力于使得负责
人可以灵活地做出有益于他人$服务对象% 之事' 从而更好地解决人们在现实
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帮助他们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并且' 最终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E4*"# '*+(% +

四( 家庭! 社会政策的基石

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认为' 社会政策应更好地回应人们的需要+ 在西方哲
学思想中' )需要* 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历史与思想渊源$E4$&% ' 但在自
由主义者那里' )需要' 总是显得名声不佳+ 需要可以没完没了' 而且' 我们难
以区分哪些需要是真实的' 难以分清需要$T<<=9% 与需求$X.279% ' 甚至难以
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识别需要* $E4$&% + 如果说今天的大多数国家及其社会
政策在应付日益增长的)权利* 方面' 已经显得疲于奔命' 更遑论满足人们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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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需要* 呢.

根据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的说明' 回应需要并不是无止境地满足人们的一
切要求' 它更突出的是一种政策观念的调整' 即! 社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应
当关注的是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人+ 这意味着耐心地倾听他人的困难和问题'

并对之做出灵活的( 积极的回应$第)[& '*)& 页- E4*"# '*+(% ' 从而显著地
区别于哈默$V.B-0 Q;66<B% 描述的)案子* $N.9<% + 按照哈默本人的解释'

)所谓的/案子0 ' 就是现代官僚机构发明的一种办事方式! 他们首先确定一系
列的条件( 标准$如性别( 年龄( 家庭情况( 收入状况之类% ' 只有在符合/立
案0 要求的情况下' 个人的问题才会引起官僚组织的注意- 随即以一种/办案0

的方式' 而不是以一种人与人打交道的应有方式予以处理* $琚挺挺' *#)$!

)))% + 诺丁斯指出' )在机构和人的关系之中' 人的物质需要或许可以满足' 但
他们经常感到没有受到关怀* $E4)*+% ' 这使得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主张' 应
当调整社会政策制订与实施的思路!

首先' 社会政策有责任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生活不幸者予以关怀' 这一
点是毫无疑问的+ )纵观历史' 儒家学者一贯鼓励甚至要求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帮
助特殊人群' 尤其是$)% 没有或缺乏家庭支持的人' 比如寡妇( 鳏夫或无子女
的老年人' $*% 残疾人' 和$"% 遭逢罕见自然灾害$比如洪水( 饥荒等等%

的人* $第)[)页% ' 而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同样强调' 社会政策应当照顾无家可
归( 衣食无着的弱势群体$E4*+% '*&+% +

其次' 儒家和关怀伦理的社会政策观认为' 社会政策不仅体现在对于弱势
群体的关怀和照顾' 还应有助于实现)一个可能优于当前的社会* $E4*"#% (

致力于帮助人们)创造美好生活* $第)[) 页% + 两种哲学思想认为' 社会政策
的实施不只是官僚机构的任务' 它还需要激发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
社会组织的活力' 如学校( 社区( 公民团体等' 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
中' 家庭则是最重要( 最关键的+

事实上'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 家庭很早就占据着突出位置' 美国家庭社会
学家威廉,古德$X1BB1.6OaK55=<% $)[%&! ) '*% 说! )家庭机构不像军队(

教会或国家那样强大' 但它却是最难征服的' 也是最难改造的+ 任何一个具体
的家庭可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 但家庭制度就其整体而论' 却是坚不可摧( 富
有活力的+* 儒家和关怀伦理学者都深切地意识到了家庭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地
位' 儒家坚持的是一种家庭主义$_.61B196% 的立场' )简言之' 儒家的家庭观
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 家庭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实体' 反映了宇宙的深层结
构$天地化生' 阴阳互补% ' 蕴含着深远的规范价值- 其二' 家庭作为一个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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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畴' 没有这个必要的范畴' 社会实在就无法得到完整的说明- 其三' 家庭
作为一个社会'生物学存在' 自然携带着一系列德性和义务' 使得个人追求良
好生活成为可能* $第*)$页% ' 而诺丁斯也认为' 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宿的地
方' 它)还是我们外出闯世界的据点* $E4)$#% ' 一般而言' 在家庭生活中'

人们得到悉心的照料' 学会回应他人的需要' 家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以及关
怀品质的培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大千世界活动着的自我都会受到家庭中的
一系列相遇经历的指引* $E4)($% ' 而且' 家也使得人们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更
美好的生活+

因此' 儒家和关怀伦理实际上都主张' 家庭应是社会政策的基石' 国家的
社会政策应当致力于恢复这个基本组织的生机与活力' 而不是一味地保障个人
的权利+ 在一个人口急剧膨胀( 资源日益匮乏的世界' 家庭活力的重新恢复'

有可能使当前的社会政策( 福利体系走出不堪其负的困境$V59<6527bY6<9'

*##[}$% + 例如! 在"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中' 范瑞平教授就曾多次表达了
对于新加坡( 香港等地基于家庭的医疗保障体系建构的赞赏$第*$& '*&% 页% -

诺丁斯更是直接了断地指出' 社会政策应当以家庭为核心$E4*% ' 而)今天的
男人与女人都应眼界开阔' 应为创建( 维持一个好的家庭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E4(% +

五(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比较范瑞平教授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与诺丁斯女士的
!"#$"%&' #"()*+! ,#$%&' #&- !).%#/0)/%.1' 指出了儒家思想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学在社会政策观上的一些重要的( 相近的思路+ 具体到我国的国情来说' )中国
的社会政策正处在关键的发展时期' 我们对社会政策的认识和定位决定了制度
今后的发展轨迹* $刘军强' *#)*! )*(% ' 构建一个稳定( 合理的社会政策体
系' 不仅关系到民生福祉' 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推进$岳经纶' *#)+% + 在这个意义上' 汲取儒家传统和女性主义关
怀伦理的思想资源' 既能够丰富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想象力' 也可以更好地把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而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

儒家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社会政策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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