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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26: SPECIESISM 

物  种  偏  见  

             

                 作者  大卫·米索布鲁克 

                    By    David Misselbrook  

 
 

      

人类优于动物似乎不言自明，但现在有些人声称这种想法是一种公然的歧视，是我们虐待

动物的借口，我们应该谴责这种物种偏见的思想。然而，基督徒坚持，动物具有价值，然而人

类拥有神所赐的独特地位和角色。
 
 

       在这之前，很少有关于

人类和动物的相对地位的辩

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坚信人

类在自然世界中占有特殊的

地位。基督徒认为人是特殊

的，因为我们是由上帝照着

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人文

主义者认为人类是特殊的，

因为只有我们具有高度的理

智、自我意识和道德准则。 

这种认为人具有特殊地

位的共同看法，使得人道主

义者和基督徒为人的生命设

定了很高的价值。它使两个

阵营对大多数的日常问题都

达成一致，如医德的“四个

原则”模范，强调善行的重

要性（善待病人）、不伤害

（避免伤害）、尊重自主权

和公正（主要表现在有限医

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一共识的后果之一是

产生了众多的“人权”宣言

和条约，随后进入国家立法

制度以满足保护人类个体的

需要。 

       然而事实表明，随着基 

 

 
 

督教和人文主义受到冲

击，这种舒适的共识也正受

侵蚀。现在很多人说，我们

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

因为思想道德决策较少依赖

于基督教了。 

同样，人们都在说，我

们正进入后人本主义时代。

约翰·格雷，他的引人入胜

的书-稻草狗中，[1]他描述

人文主义为“世俗的宗教，

从衰落的基督教神话的碎片

中一起抛出。 

       以人为本是18世纪启蒙

哲学的产物，它试图用理性

和科学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的

存在。人本主义认为人的特

殊性在于其知觉（感觉的能

力）、智慧和自我意识。

“我们的主观性，我们的理

性的对话和询问构成了人类

的属性，”神经生物学家和

人本主义者凯南马利克声

称，“这是我们会问人类是

什么的基础，也是我们能够

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2] 

        但科学家们现在发现，

其他动物也享有一些以前认

为 是人类独有的品质，尽管 

 

 

 只是较低的层次。因此，人

主义声称的人类和其他动物

之间明确的分界出现了差

错。如果动物也有体现人类

价值的标志，那么人类特殊

地位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

而这将成为人文主义的棺材

上的钉子。 

          因此，美国哲学家彼

得·辛格和英国的约翰·哈

里斯贬低婴儿和残疾人士的

价值。[3]他们认为，聪明的

动物应该比残疾人或婴儿得

到更多的保护。这将使很多

人面临麻烦，但它却是这种

后人本主义思想的逻辑推

论。 

       鉴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观

念，现在是时候来看看人性

并询问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

人类具有更高内在道德价

值。 

 

没有独特的属性 
 

       人文主义者说，他们认

为人的优越性是来自客观观

察得出的合理结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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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观察数据正变得越

来 越 复 杂 。 

  

               关系 
 

       研究都集中在从蚂蚁到

猩猩的动物是如何在社会团

体运作的。 简• 古道尔在黑

猩猩和大猩猩上的著名工作

表明其复杂的关系和社会结

构。[4]然而，尚未解决的问

题是哪些行为是本能驱动，

哪些是自由选择和与人类社

会联系产生的结果。 

        似乎某些群体的动物都

有基本的关于正确与错误的

认识。[5]这种基本的道德准

则是基于两个规则，它们都

有互惠的责任，即“好事积

德”和“眼还眼，以牙还

牙”。 

 

          语言 
 

       饲养动物上的研究表

明，在适当的条件下，黑猩

猩可以掌握基本的语言技

能。使用手语的大猩猩在斯

坦福 - 比奈智力测验取得了

85-95的成绩，相当于类似

的认知联赛中低于成人平均

水平的智力表现[6]虽然研究

它们很难，也有证据表明鲸

鱼和海豚有发达的社会功能

和通讯系统。《科学》杂志

中的一篇论文中还分析了博

德牧羊犬的语言能力。[7] 

        同样，交流的本质是一

个有争议的问题。研究语言

的人认为语言是一种与生俱

来的能力，并且仅仅与人类

有关。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使得我们能感受和创造含

义。人类用于表达的交流系

统，如英语、法语或手语，

仅仅是表达这种与生俱来的

能力的工具。然而对于动物

的沟通交流，它们是否有这

样的语言能力，或者仅仅可

以运用一些信息还存在激烈

的争议。 

 

工具 
 

       对动物行动的野外观察

已经显示，许多动物能制造

和使用原始的工具以帮助他

们寻找食物，有时这些工具

可以作为武器。虽然这些工

具是非常基本的，但它们的

存在表明，人类不是唯一能

使用工具的物种。 

 

关闭物种 
 

        即使这种独特物种的想

法看起来不再如此肯定。定

义物种的关键，该物种的成

员可以相互繁殖，但不能与

其他物种的成员繁殖。然

而，鲱鱼鸥的例子表明这个

定义是有缺陷的。在英国，

鲱鱼鸥是白色的，并且完全

有能力与东部地区的鲱鱼鸥

繁殖。美国鲱鱼鸥与那些生

活在阿拉斯加的品种繁殖，

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品种

也可以相互繁殖。从西伯利

亚越往西部，鸟类变得越来

越小并有黑色斑纹。再往西

你会回到英国，在那里这些

鸟现在被称为较小的黑背

鸥，并且不能与鲱鱼鸥繁

殖。 

       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

查德·道金斯从中得到一个

论点- 如果“缺失的环节”

没有消亡，它将会是连接人

类和类人猿的一座桥梁。[8]

他说，如果这一观点成立，

人类任何特殊的地位都无法

站住脚。这些观察质疑人类

具有独特道德地位的根基。 

 

    圣经的评论 
 

认为“圣经”将人类看

成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是错

误的。相反，根据创世纪的

记载所有的生物原则上在与

神的关系上都有相似性。在

创世记第1章，人类和动物

都在第六天被造。两者由

“尘土”而来并由神赋予了

生命，希伯来语的呼吸

[ruach]与生命/灵魂

[nephesh] 对人[9]和动物都

适用。[10,11]人类被赋予了

与神的特殊关系，[12]上帝

告诉人去命名（或管理）各

种动物，[13]并赋予人高于

动物的地位。[14]这也暗示

说虽然人类是特殊的，他们

的使命是服务，而不是主宰

其余的被造物。[15] 

 

    崛起的“物种” 
 

       彼得·辛格在他1975年

出版的《动物解放》一书中

首先提出“物种”这个概念

并颇受关注，然而心理理查

德·莱德在1970年就创造了

这个词。物种偏见是指认为

人类天生优越，歧视或剥削

动物。动物的这种罪名是不

公正的，因为在个别情况下

这种优势并不存在。 

       这个争论的古典功利主

义立场是，人的生命不具有

价值，但人的生命可能可以

接受有价值的东西。这些

“东西”包括：自我意识、

理性、丰富愉快的经历和人

际关系、对未来的希望。然

后，它指出，动物也会拥有

这些特征。 

       1995年，辛格在人类和

其他动物之间进化连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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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指出人

类和黑猩猩的 DNA 之间的

相似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

期，科学家指出人类和黑猩

猩共享99％的基因 - 最近估

计共享的基因下调至95％。
[16] 

        辛格也向17世纪的自然

哲学家约翰·洛克求助。洛

克定义人为“一种能思考的

智能生物，有理性和反思的

能力，有自我认识的能力，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具有

思考能力的生物。”[17]辛

格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能在

两岁多的时候做到这些，但

是婴幼儿和严重脑损伤的人

不属于人的范畴。与此同

时，许多其他灵长类动物

中，黑猩猩和大猩猩按照洛

克的定义可以被称为人。 

       他不是指动物与人类具

有平等的价值，而是认为人

类没有人格或道德价值的独

特属性。辛格在这里有两个

主要结论： 

       首先，高等动物特别是

灵长类动物，具有与人类相

同的人格和道德价值，但通

常水平比较低。因此，他们

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 

       其次，他要求我们认识

到“各人生命的价值是变化

不一的”，[18]并得出结

论，将严重脑损伤的人的价

值看得比正常黑猩猩大是种

族偏见。得出的推论是，只

要家人都同意，他支持杀死

残疾婴儿，并杀死有严重老

年痴呆症和脑损伤的人。 

       约翰·悦调用辛格的皮

质理论，[19]指出辛格选择

了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作为

他的价值评估基础。这使得

辛格歧视大脑表现不佳的个

人。这不过是引入了一个新

的歧视形式，那些有权利的

人设置有利于他们成功的界

限。如果松鼠有能力选择特

殊对待的标准，想必他们会

选择敏捷性和平衡，而树木

会选择大小和长寿！   

 

      特殊主义辩论 

 

       捍卫人性化的一种尝试

是发展“特殊主义”，认为

人类是特殊，不过是因为我

们都是同类。他们说，这借

鉴了深入的关于生命价值的

直观感觉，导致我们认为人

类有特殊价值的不是因为一

些道德理论，而是因为我们

认识到其中的价值。 

       特殊主义显然吸引那些

希望为人类保留一个无关上

帝的特殊地位。此外，它指

出，人类是有其内在价值

的，但并不能阻止任何人把

非人类的生命看做有很高的

价值。 

       作为这种看法的支持

者，剑桥哲学家珍妮泰克曼

做了一个哺乳动物为年幼的

动物喂奶的比喻，但即使雄

性动物从不为年幼的喂奶，

他们仍然是哺乳动物。[20]

同样，有严重脑损伤的婴儿

和人仍然是我们的同类，即

使他们可能不能像其他人那

样能做事情。因此，是人的

生命而不仅是人类的经验，

具有价值。 

 

  上帝的形象和人 
 

       在基督教的思想里，你

不必是一个人才具有人的位

格。毕竟我们看到上帝一体

的，却有三个位格，没有人

认为圣父和圣灵的位格是

人。[21]犹太教、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都认为人在被造的

时候有特殊的地位。每个灵

感都来自创世纪的创作叙

事。创世记用如“让土地生

出活物......“这样的短语记

载着上帝 [22]如何创造世

界、鱼类、鸟类和动物。 

       创世记在描述人类的创

造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创

世纪“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

（意象 Dei）创造了人；他

所造的有男有女。”[23]因

此，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

神属灵的独特关系。 

       人们一直对神的形象或

形象 Dei 的本质争论不休。

在公元4世纪，Audiani，叙

利亚基督徒的分支认为，神

的形象必然意味着物理上的

相像。 

       其他人认为是属性和能

力上的相像。奥古斯丁

（354-430）认为，智慧和

意志代表了神的形象。约

翰·加尔文（1509-1564）将

这个形象看作是道德教师。

启蒙思想家如笛卡尔

（1596-1650）和康德

（1724-1804）认为这是指

人做理性选择的能力。康德

说，要达到真正的道德，必

须做出完全不受外部干扰的

理性选择，这种选择需要来

自并经过纯粹理性的深思熟

虑。他称这种叫自主权。任

何情感、人的本性或其他外

部因素的影响都会负面影响

我们的自主权。康德称这为

非自治，并声称这来自于我

们人类的本性。康德认为，

定义人类的特征是人类不是

简单地受生物本能的约束，

而是可以用理性思维过程去

计划深思熟虑的行动。[24] 

       在20世纪埃米尔布

（1889年至1966年）看到

了人们普遍需要与神的关系- 

爱为中心。卡尔·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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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1968）更近一步中

看到声明中的上帝照着他的

形象造人；以男和女作为关

键，婚姻的关系呈现上帝存

在三个位格- 圣父、圣子和

圣灵。 

       所有这些意见都有一定

的道理。他们都部分反映了

“圣经”对神本质的理解。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人们

倾向于以当代的时尚定义神

的形象。目前心理能力是高

度重视的，所以毫不奇怪，

神的形象会强调推理。所以

许多基督徒对可能存在 IQ

为90的高智商灵长类动物并

可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感到

不舒服。 

       但这忽略了一点。无论

亚当开始是一只更好的猿，

还是上帝单独创造的，神的

形象不会依赖于我们的 IQ

或成功的人际网。它依赖于

神与我们形成一种特殊的关

系。 

       没有科学论证反驳犹太

教和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照

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就像

没有科学论据可以证明这一

点。也有许多人接受上帝的

形象这一观点，所以那些尊

崇自我利益的功利主义者，

需小心不要忽略这一点。 

 

后果 
 

目前建立新的跨越物种

界限的道德愿望遭到一些明

显的反对。人类跟灵长类动

物可能有相似的地方，但一

旦这个原则延伸到狗和猪，

这个说法就不太正确了。即

便是辛格，在他的论证中也

不包括狩猎动物。在辛格的

新政权中，我们应该禁止狮

子杀死斑马吗？我们是否应

该起诉犯罪的老虎？这种荒

谬的想法表明，人只能为人

立法。 

       人类对待动物有合理的

的关注。在农业系统、破坏

栖息地、一些医学研究和化

妆品以及武器测试上，人类

滥用其他物种。基督徒需要

问我们统治这个星球是否反

映了与神在三位一体内的关

系、上帝在宇宙的法则、或

神在教会的戒律？我们可以

说我们是这个世界充满关怀

和爱心的管家吗？或者我们

的统治反映了不同的戒律？

我们需要人性地对待动物，

同时拥有道德，并不对自己

身为动物的地位感到困惑。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

们让动物遭受人类非常残酷

的对待，物种偏见作为“错

误的偏见”的观念很可能滋

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

明，动物正遭受更多更严重

的苦难。 

       人类是由上帝所造的这

一特殊概念，对残疾人士特

别是智力残疾有重要的影

响，尤其是在重视智商的21

世纪。“有认知障碍的人挑

战我们去重新接受所有人一

切基本道德上的平等，不是

人类同胞的基础上通过我们

对人性的共同认识上的自然

平等”彼得拜恩宗教哲学教

授说。他继续说，“他们不

敢面对的具体挑战是尊重是

由我及他的认识，与我可能

从他或她那里获得什么利益

无关。”[25]  

       如果社会采取了后人本

主义世界观并放弃其对所有

人的生命的尊重，那么由直

接的经验可知，许多人会本

能地拒绝人自身地位的降

级。对于这些人，基督徒可

以带来好消息，人类确实是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

并因此是高度地“加冕荣耀

和荣誉”并承担着“管理上

帝的作品”的责任。[26] 

        那些医学上的工作能彰

显人类行动上的独特性。神

学伦理学家斯坦利豪尔瓦斯

评论说，“医药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强大的提醒，那就是

自然而然地，身体要为人类

疾病所困扰并注定要死亡。

然而，医学也提醒我们，这

是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

社会，要抵制患难让我们彼

此疏远”。[27]因此，我们

必须站起来，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不只是聪明的猴子，而

是神所默示，赋有为所有被

造物服务这一天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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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米索布鲁克的南伦

敦的普通开业医生，他的

职业兴趣在医学教育和医

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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