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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40: THE DOCTOR'S WORLDVIEW 

  医生的世界观              

                

                                           作者  约翰·怀亚特   

                                    By John Wyatt 

 

       世界观是我们每个人对宇宙规律的认识。我们所有的思想、信念和行动都是基于这些基本

的关于真理的预设，因此，世界观对于医德至关重要。有时不同的世界观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决

定。世界观不只是哲学上信仰问题的探讨。世界观与我们的行为方式、作出的选择和与他人互

动的方式密不可分。世界观的哲学思想与圣经中关于心的观念有联系。 

 
 

        故事讲的是一个印度圣

人的教导，世界搁置在一只

巨象的背上，而这只大象站

在一个更大的乌龟的背上。

一个西方人对圣人冷嘲道： 

“乌龟站在哪里？” 

“另一只乌龟上。” 

“那这只乌龟站在哪里

呢？” 

“另外一个乌龟”然后一个

接一个...... 

“但是最底下的那只乌龟，

它站在哪里？” 

“年轻人，所有的乌龟都一

个接一个，没有终点......” 

       现代社会经常被描述为

“多元化”。他们包含许多

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和群

体、持不同态度和信念的

人。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

欢，这是现代世界的特点，

也是现代医疗卫生系统的特

点。人与人之间的明显的文

化差异的背后是对信念和预

设更深刻的分歧；对现实的

本质和正确与错误存在不同

的理解。这些隐藏的预设更

是难识别和理解，但它们在

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上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

也是目前许多医药和医疗卫

生的伦理争论的根源。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主题过于

抽象，并且仅仅在哲学上是

有趣的，事实上它直接与现

代医学和伦理辩论相关！ 

 

          世界观 
 

       世界观（德语：

Weltanschauung）的概念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上已经有

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很难提

供一个明确的定义。从本质

上讲，每个人的世界观是他

们对宇宙运行方式的理解。

它包含了对现实的基本预

设，并且他们所有的思想、

信念和行动都是基此（不管

这些预设是否符合逻辑）。

对于世界观，要做到中立，

不受约束或“不可知”是不

可能的，当涉及到世界观

时，是不存在中立的立足点

的。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来

由”，不管他们是否准备承 

 
 

 
 

认自己的预设。 

        

      有些哲学家，如尼采

（1844-1900）和福柯

（1926年至1984年）认

为，每个人对真理和现实的

理解受特定的时间、历史和

社会情况的局限。换句话

说，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不

过，我们接受世界观这个概

念，而不接受对世界观的相

对理解。 

       理解世界观的概念的一

个方式是，我们每个人回答

一系列的终极问题： 

 

•最终的现实是什么？ 

•人是什么？ 

•有可能真正明白某个事物

吗？ 

•我如何能判别正确和错误？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人死后会发生什么？ 

•人类历史的价值是什么？ 

  

       很明显，东正教信徒，

无神论科学家，和传统的印

度教对这些问题会给予完全

不同的答案。但是，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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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关于信念、思想系统

的哲学问题。世界观与我们

经历世界的方式和和行为方

式密不可分。如果你想知道

一个人的世界观，那么观察

他的行为方式，他的选择，

他与人互动的方式。这是世

界观的哲学思想与圣经中关

于“心”的观念相联系的地

方。 

 

      圣经的观点 
 

       在圣经的观念中，人的

“心脏”是人内心深处的核

心。希伯来文旧约（Leb）

中“心”的出现超过八百多

次，希腊文新约（Cardia）

中出现过一百五十多次。对

新约的作者来说，“心”是

人类情感的中心，智力和意

志的位置和精神生活的源

头。 

        这是耶稣教导的核心：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

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

出来。”（1）“惟独出口

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

念......这都使人“不洁

净”。（2）“我知道你心

里没有神的爱。”（3） 

       对于耶稣，心是宝藏所

在的地方。另外，它被看作

是棵产各种水果的树，并从

中出现言行。心是看不见的

核心，他们的想法、言行从

这个核心流出。在圣经中，

生命所有的经历都流入心。

当孩子长大，学习和经历世

界时，他们的心就形成，并

由流动的信息、感觉和关系

塑造。事实上，我们的心在

我们整个生命中是在不断塑

造和形成的。在基督教思想

中，转变涉及心的根本改

变，成圣是心被圣灵塑造和

形成的持续的过程。 

       但是，正如我们的心要

被生活经历所塑造，我们的

心也是我们的思想、行动和

言语的源头。这些从心里流

露出来的反映了内心的宝贵

本质。这是箴言作家指示的

原因：“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

果效，是由心发出”。

（4） 

       有趣的是，希伯来人认

为对人的理解，关键在于

“心”，而古希腊哲学家如

柏拉图，往往强调思想、意

识和精神（理性）是人类存

在的最重要的方面。 

       正如哲学家大卫·诺格

尔指出，古代希伯来圣经的

观念与近期的世界观哲学紧

密联系，并作为对生命和真

理的看法。 

 

    医德的世界观 
 

       由于世界观影响了我们

看待现实的各个方面，尤其

是我们对正确和错误的理

解，因此并不奇怪，世界观

对我们的态度和基本道德问

题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但

有趣的是，作家、演说家和

生物伦理学教师很少明确提

到他们的根本预设和信念。

当哲学家讨论生物伦理学

时，他们往往暗示推理和合

理的论据是他们唯一的出发

点。而根本前提和假设往往

是隐藏在他们的论据当中，

因此很容易错过世界观的核

心重要性。 

        例如，让我们来简要地

看看很有影响力的生物伦理

学家彼得·辛格的著作，特别

是他的著作《现实的伦

理》。（5）辛格开篇声称

道德与宗教无关：“我认为

道德与宗教完全独立”

（P3）。不过，他也反对相

对主义，他认为道德需要我

们去超越个人的普遍规律- 

从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来

看，（P12）。他支持功利

主义：行动的正确或错误完

全由结果决定- 无论是增加

或减少世界上的幸福的总和

（P3，14）。 

       辛格认为智人与人之间

的区别在于，人有知道过去

和未来的自我意识（P85-

90）。辛格的著名论点，之

所以给予人类以优先考虑，

不过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物

种，而不是其他物种。这与

种族主义类似，人总是倾向

于自己的种族（P55-82。）

然后，他接着辩论说，只要

与成年人的利益相同，并能

提高整个社会的总体幸福

感，杀死胚胎、胎儿、新生

儿和智障成年人在道义上是

好的。 

        虽然辛格没有陈述清楚

他的预设，从他的著作可以

推得他的大部分信念。 

 

1. 最终的现实是什么 ？ 

 
       辛格认为伦理与宗教无

关。有可能他指的“宗教”

是正统的有神论，关于神造

人及人倚靠神的宗教信念。

由于他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

与杀人不需要参考宗教一

样，他必须假定不用倚靠任

何超人的力量。因此，似乎

辛格是自然主义者。他认

为，最终的现实是物质、能

量和控制它们相互作用的科

学规律。其他的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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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一个人？ 

        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

辛格相信人类是三十亿年前

随机和无意义出现在这个星

球上的能自我复制的生物。

智人演变出具有自我意识功

能的神经。因此，人类最终

的目的不过是将自己的基因

传递个下一代，或其他我们

为自己设置的目标。这也是

他拒绝在道德上区别对待智

人和比他们更有价值的具有

自我意识的生物体的原因。 

 
3. 有可能真正明白 

     某个事物吗？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

辛格必须相信，人类知识的

获得全仰赖这个特别神奇的

大脑，它使我们在过去的进

化中有生存优势，并让我们

成功地繁衍。 

 
4. 我如何能判别正 

       确和错误？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辛格认为，我们判别正确和

错误的唯一方式是以客观公

正的旁观者的角度，计算和

总结任何行动所造成的总偏

好满意度、幸福和痛苦，有

时被称为“宇宙的角度”。 

 

5. 存在的意义是 

         什么？ 

        

       辛格显然坚信人类应该

承诺减少世界上的痛苦，其

中包括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痛

苦。他的著名尝试就是以与

这些信念一致的生活方式生

活，而这会付出相当大的个

人牺牲。因此辛格至少部分

相信，存在的意义就是减轻

人和动物承受的痛苦，并使

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的偏好最

大化。 

 

  6．人死后会发生 

         什么？ 

 
       辛格认为死亡涉及意识

的消亡和所有自我身份的永

久消散。 

 

7.人类历史的意义  

         是什么？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

辛格必然相信人类历史最终

没有任何意义，宇宙也没有

最终意义。人类历史上的唯

一意义就像我们生活的唯一

意义，是我们选择去赋予的

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辛格似乎已经选择将减少人

类和动物的痛苦作为自己生

命的终极意义，他认为大家

都应该是一样的。 

       很清楚，辛格的预设对

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论证和结

论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样，

如果我们对宇宙运行的方式

有不同的假设，我们可能会

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因

此，对于东正教，最终的事

实不在于物质和能量，而在

于创造我们每个人的神，并

且我们对神负有最终责任。

如果造物主是个说话的神，

在大自然，在圣经，最后在

耶稣基督中显示自己的神，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非常严肃

对待耶稣关于生命和死亡的

话。显然，从基督徒的假设

出发是不合逻辑的，不合理

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不是彼得·辛格信

念是逻辑和理性的，而基督

徒是不合理，偏执和有偏见

的。事实上是我们有不同的

世界观，而这导致我们在逻

辑上得到不同的结论。 

        当然也有许多不同的世

界观，影响人们的道德结

论。有些世界观强调个人自

主的权利 - 我有权按照我的

意愿这样做。有的人强调尊

重“自然”- 这导致他们接

受疾病和死亡是自然秩序的

一部分。其他人则认为死亡

是最终的邪恶，我们在道义

上有责任用技术来无限延长

人的寿命。很清楚的是，人

们关于善恶和对错的世界观

对他们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西医是基于特定的 

      世界观吗？ 
 

       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话

题，本文件中不可能进行任

何深入的探讨。然而，很清

楚的是，西方医学的历史主

要是基于古代希波克拉底崇

拜异教的工艺（而这可能又

基于毕达哥拉斯哲学）和犹

太- 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之间

的联盟。 （6） 

        最早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开始是向神起誓：“我向阿

波罗医师、阿斯克勒庇俄

斯、海杰娅、帕娜西亚及天

地诸神作证，我希波克拉底

发誓：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

及，遵守这一誓约......”在

主后一个世纪后誓言被基督

教化，誓言的开始改成：

“我向全能的上帝起

誓......”但基本的结构和内

容是不变的。 

       很显然，希波克拉底誓

言意识到个体医生执业是仰

仗一个更高的力量- 而他对

这个更高的力量负有责任。

但惊人的是，希波克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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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没有向帝王，国家或地

方领主和当局起誓。他们在

拥有最高权柄的神面前起

誓。在哲学语系里，这是承

认超越，最终诉诸于最终主

权。所以，从历史上讲，医

学道德是建立在有神论的世

界观里，他们不对国家承担

道德责任，而是对这个超自

然的力量负责。 

       希波克拉底誓言也反映

了关于人类生命意义的道德

假设。它反映了对所有生命

的神圣性的崇敬；然而，人

存在的内在价值受疾病和残

疾的影响；尊重和保护病人

的完整性，甚至以奉献自己

为代价，这是对医生的绝对

要求。 

 

 英国医疗委员会 
 

医学委员会（GMC）指

引的优良的医疗实践（7）

坚持希波克拉底价值- 不管

病人的生活选择和信仰，要

尊重患者和为医疗自我牺

牲；保护患者免受各种伤害

或威胁的责任；并为病人的

最佳利益行动。GMC 也承

认，医生有良心上拒绝履行

一定的程序（如堕胎）的权

利。（8） 

GMC 在最近发表的《个人

信仰和医疗实践》一文中有

更详细的指导。（9）它意

识到“个人信仰和价值观、

文化和宗教是医生和病人生

活的重心”和“所有的医生

都有个人信仰来影响他们每

天的实践”。然而，GMC

陈述说，在英国执业的医生

必要的时候，必须准备将他

们的个人信仰搁置一边，以

便提供符合官方指南优良医

疗实践原则的医疗服务。 

       GMC 还承认，承认

“对于一些病人，向病人公

开信仰或宗教习俗可能是整

体医疗的重要方面”，但警

告说：“通常你不应该向患

者讨论你的个人信仰，除非

这些信仰直接关系到对病人

的医治。你不能向患者强加

给你的信仰，或用不适当或

不敏感的宗教、政治或其他

信仰或价值观的表达造成困

扰。“ 

       从本质上讲，GMC 承

认医生拥有不同的世界观，

而这不可避免导致他们不同

的态度和实践。然而作为一

名医生，GMC 要求所有的

医生同意遵守优良医疗实践

指南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做

法。隐含的假设是，尽管世

界观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还

是可能在医疗实践中达成一

致和妥协。 

 

       启示和结论 
 

       虽然很少讨论或提及世

界观，它对医德和实践极其

重要。世界观将有利于我们

更加自觉地意识并反省我们

自己的基本信念、承诺和预

设，并鼓励其他人对他们的

前提和假设更诚实和透明。

当我们与同事或同学生讨论

道德问题时，我们应该彼此

鼓励，以确定我们的预设以

及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道德

信仰。 

       尽管持有不同的世界

观，通常是可以与其他医疗

专业人士合作，并在实践中

达成协议，只要我们保持尊

重和忍耐的态度。然而，我

们必须承认，虽然理性和互

相尊重的辩论对于不同的道 

 
 

 
 
 
 
 
 
 
 
 
 
 
 
 
 
 
 
 
 

德观念是有帮助的，还是可

能因为世界观的根本分歧而

无法达成协议。在这些情况

下，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

完整性，并接受他们的不赞

成，而通过良心拒绝权利反

对某些行为来要求别人尊重

我们的完整，这是从根本上

有违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的。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目标是保护我们的

心，以确保它是被基督的真

理和权力不断塑造和转变。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

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

出来。” （1） 

 

       推荐阅读： 
 

•詹姆士·W，数大象，世界

观的作为一个概念。 IVP，
2004 

•詹姆士·W，宇宙的隔壁。 

IVP，2004 

•大卫诺格尔，世界观，历史

的概念。Eerdmans，2002年 

•约翰·怀亚特，生命与死亡事

项（第二版。 IVP/ CMF，
2009 
 

                                                                    

词汇表 

自然主义- 一种哲学立

场，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用

自然原因和规律解释。 

功利主义- 一种信念，认

为好的行动是能将总体幸

福感和满意度最大化，并

将世界总体痛苦和苦难最

小化。 

有神论- 一种信仰，相信

上帝创造并维持这个物质

世界。 

超越- 一种存在的形式，

这种存在形式超越并独立

于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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