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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为 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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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穆尔

by Graham McFarlane & Pete Moore
要想让自己能够做出合理的决定，特别是那些有关生与死的问题，那么必须了解人是怎么
形成的。对此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论，这并不出奇，本文对各种现行观点分别加以介绍，旨在促
进更合理的思考。
我是谁？这是人生的一
个基本问题。在长达数个世
纪里，它一直困饶着那些哲
学家们。答案的一个方面在
于解答人是怎么形成的，这
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话题，
你的结论将影响你对人生、
死亡、残疾等关键问题的思
索。
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
人与其他动物间的不同之
处。根据现代遗传学，我们
知道，人类的基因中有 98%
与黑猩猩相同，还有 75%与
圆形蠕虫（如线虫）相同。
因此，从遗传学的角度讲，
人类和它们非常相似，但是
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说，绝大
多数人都相信，我们比动物
要优秀得多。
科技水平也会影响我们
对于人生从何时起到何时终
的看法。例如孕前遗传检查
和产前检查就为了发现胚胎
和胎儿的缺陷，从而使我们
产生终止其生命的想法。如
果你不认为早期的胚胎已经
具备了人的形象，那么，就
不会因此而感到困扰，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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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胚胎是一个小小
的人，那么，你就会视这种
做法如同谋杀。
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我
们可以通过先进的器械，精
心的照顾来维持身体官能的
运作，这样又使我们产生了
疑问，生命终止于何时呢？
一个大脑皮层已不再运作的
人是还生还是死？如果要将
他（她）的重要器官移植给
其他需要的患者，需要经过
你的同意，那么你就要立即
回答这个问题了。
另外，对于人是如何形
成的作出评价，可以帮助我
们分析缩短或终止一个人生
命的行为是否正确。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
人的生长
从卵子精子结合开始，
直到新生儿的出生，这一生
长过程十分复杂，而且也很
难为人们所理解。
不过，更多地了解这一
生物过程有益于我们进行对

人是从何时形成并拥有生命
的讨论，下面我们将介绍一
些较为通行的观点。

受精
很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
徒，甚至无信仰者都相信在
精子与卵子结合为一体的一
瞬间，一个新生命――人就
出现了。
从根本上讲，受精带来
了新的基因结合以及新的生
物个体的开始。此后发生的
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生长过
程。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形
象，正是因为他（她）属于
人类的一员。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
为，既然受精卵是唯一的，
那么就并不知道它会分裂而
产生双胞胎，如果第一天的
胎儿就只是一个人，那么，
我们该如何看待双胞胎呢？
他们还指出受精卵着床
子宫内膜的失败率约在 25%
到 75%之间，如果说那些未
能成功着床的受精卵都是死
去的人，恐怕很牵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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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整个受精过程最少需要
24 小时，因此也很难界定所
谓“受精的一瞬间”。

着床
着床是指受精卵进入母
体子宫内膜，它也称的上是
成长过程中的又一座里程
碑，母子间的关系从此刻起
正式形成。受精卵会释放出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能
抑制月经的出现，并防止受
精卵被冲走。因此，如果在
受精后 5 到 6 天开始的，整
个过程越 7、8 天的着床失
败。那么怀孕也就失败了。
反对者指出，着床时整个神
经系统尚未建立运作，他们
认为，既然人们将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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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它才逐渐出现暗
色条纹，不断聚集，最终形
成一个完整的胎儿。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沃诺克委员会
才将 14 天作为界限，认为在
此之前并不存在人的形式，
而可以将受精卵用于科学实
验。

神经板
在精子与卵子结合后约
17 天，神经管开始形成。如
果你认为出现神经系统是认
定一个人出现的标志，那
么，这一刻就是了。人们普
遍认为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形成的第一个神经系统，
就是人的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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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周后，各种人体器官
已基本形成，现在受精卵已
清楚地呈现出人形，成为胎
儿了。早期的思想家如亚里
士 多 德 （ 公 元 前 383-322
年）天主教神学家以及哲学
家托马斯·奎纳斯（1225—
—1274 年）都认为此刻标志
着受精卵被“赐予灵魂”，
成了真正的人。伊斯兰教的
经文认为，从出现的第一天
起，受精卵就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而在受精后大约 6
天，神才为它注入“人的灵
魂”。

数年间，医学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本性以及人类需要的宣言，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
悉尼宣言（1968 年）
目的在于确定人的死亡时间，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确定一个人的死亡时间更为困难。在新
条件下，那些简单的标准，如心跳停止、呼吸停止都不足以证明人已死亡。该宣告声明只有资
格的医师才有权对此作出判断。
英国皇家医学院荣誉干事及全体教员研讨备忘录（1979 年）
心脏停止跳动不再作为死亡的依据，脑死亡成为确定患者死亡的标准，因为脑死亡后，人
体器官才终止运作。并且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宗教信仰中关于灵魂脱离肉体的观念。
赫尔辛基宣言（修订版 1975 年）
该宣言讨论了关于科学试验的问题，指出在动物试验中，要高度重视试验环境及人道的对
待动物，特别提醒医学界注意的是，进行人体试验时，必须将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
奥斯陆宣言（1970 年）
该宣言承认了在生育对母亲不利的情况下流产的合法性。并将这一概念纳入日内瓦宣言框
架之中，在医生的宣言里，加入“我将最大限度地维护人类自胎儿起的生命。”

亡作为一个人死亡的标志。
那么，在大脑甚至神经尚未
出现的时候认定一个人已经
存在，是否合适呢？
直到受精后 14 天为止，
受精卵不过是一个细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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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形成

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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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上，对于母亲第
一次感觉到子宫内的胎动，
人们非常重视。它出现于受
精后的 16 到 18 周。令人不
解的是，根据超声波扫描显
示，在此之前数周，胎儿就
已经开始运动了，之所以始
终未被察觉，是因为他们实
太轻的缘故。

生命力
目前，对新生儿的精心
照看足以保证早产儿的生
存。有些早产儿甚至在成型
后 22 周就出生了。如果一个
过早离开母亲子宫的孩子可
以生存，并长大成人的话，
那么对于那些尚未出世的胎
儿来说，也应当认为他们已
经具备了人的特性。
反对者指出，事实上早
产儿自身已具备的器官机能
很难维持他们的生存。
不过也有人认为，人类
只有到十几岁，甚至更晚的
时候，身体器官才真正足以
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上
述的情况没有任何意义。

出生
婴儿脱离子宫的束缚，
呼吸了外界的空气，并取得
了法律赋予的人的资格。许
多人认为，抛开法律不谈，
出生本身就是孩子一生中最
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无论是提早出生的儿
童，或是晚出生了几天、几
周的儿童，对于他们作为一
个人的发展而言，并没有什
么大的影响。

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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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指一个人开始意识
到自己和其他人都是不同的
独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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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性的讨论
很多人曾经试图终止关

《圣经》中某些关于人的天性及人生的论述。
《圣经》中并没有对人生的开始和终止时间作出明确
的描述，不过，有的人认为某些章节对此作出了指导。
《创世纪》1,2
基督徒认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有意创造了宇宙
万物，在这个自然有序的环境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
式创造了人，并使人类与其具有特殊的关系。（《创世
纪》1：26）
《创世纪》9：5-6
上帝宣称，他认为人类具有最高的价值，因为人类是
照他的形象造的（《诗篇》139）
《诗篇》的作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无边无限的神的慈
爱。无论身在何处，他都能感受到这种无始无终的爱，作
者认为上帝对他的保护和照看，甚至从他在母腹中就开始
了。多数神学家都认为，可以以此来推断作者的意图——
人生的起点是在精子和卵子相结合的一瞬间。
《路加福音》1：41
《新约》中记载，两个孕妇相遇了，玛利亚怀的是耶
稣，伊丽莎白怀的是施洗约翰。福音的作者路加记载到，
但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问安时，胎儿就在腹中跳动，自己
也被圣灵所充满。很多人认为，胎动是一种信息，它表明
胎儿对于其他人的出现可以做出反映。

问题是人在出生数周甚
至是数月后才开始拥有这种
自我意识，而在死亡之前往
往会丧失掉。另外，还有一
些高等动物也象人一样拥有
自我意识。

是结论吗？
宗教信仰不同，对于人
生起点的理解也不同。对于
基督徒而言，先了解一定的
生物学知识，然后再从《圣
经》中寻找答案是非常重要
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无
论人的生长过程如何。我们
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他
深爱着我们。

于人是由哪些个性构成的讨
论。有些人反对这种讨论，
认为它将会把人的身体分裂
成毫不相干的两部分。这就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只
拥有有生命的身体是否就可
以是一个人呢？
《 圣 经 》里 说 ， 人 与万
物不同，因为我们是“按照
神的形像所造”。《圣经》
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
神学家路易斯·詹森认为，
可以从七个方面来描述人的
特性。
● 一个主体
《圣经》中对人个性的
理解，首先认为人是由上帝
所创造并且要遵循上帝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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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产
物，因此，我们的个性，最
主要的体现在与上帝的关系
中。
● 一个肉体化的主体
作为主体，人也自然的
拥有自己的身体。在历史
上，思想家曾想把人的肉体
与思想和精神分离开来。不
过，当代的神学家一致认为
这些要素是牢不可分的。
●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创世纪》的开篇中，
明确了人是属于世界的一部
分。上帝创造了世界，又取
世上的一些尘土吹入生气，
创造了人与其他动物（《创
世纪》6：17）。在犹太语
中，“生灵”就是指所有的
活物。
● 可以 与其他人相互联系
《创世纪》中记载，上帝
人认为亚当独居不好，因此
为他创造了一个伴侣夏娃。
《圣经》中其余的故事讲述
的全都是不同人之间如何建
立相互关系。
● 相互依赖具有社会性。
在社会交往中，人的个
性才能够表现出来，相互的
依赖表明我们对相互照顾的
需求。基督教神学家相信耶
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在人
间所做的正是神――他的父
亲所希望的，而支撑他行为
的正是圣灵。因此耶稣向我
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应当相
互依赖的思想。
● 历史性
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
框架中，拥有共同的祖先，
我们的个性体现了我们的文
化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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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而独立
尽管在经济，教育和心
理方面有所不同，每个人都
拥有平等的权利。不过我们
也并非是完全相同的，神学
家指出，人是由平等但却不
同的圣父、圣子与圣灵所创
造的。
● 受到认识并崇拜神的教
悔
人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
认识神、回应神的能力。

结论
要弄清楚人的个性的问
题，需要考虑肉体、精神及
相互间的关系。有一些基督
徒认为生命始于受精，另一
些则认为生命始于更晚些的
时间。
无论如何回答这个问
题，都将深深地影响我们如
何看待别人，以及如何作出
周密的决定。
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人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
并为他所深爱着。因此，人
具有无比的价值。这种观念
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更加认
真地对待照顾他人的工作，
特别是要为那些最弱小的人
们提供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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