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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人类迎来了人权的时代。《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融通的范

本，其中融入了中国元素。《世界人权宣言》将人的尊严和价值作为理念核心，对现代性危险所造成的后

果进行了经验性反思，并采取不具有约束力的宣言性规范形式凝聚全球共识。在一个国家内部，宪法基

本权利规范体系将以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出发点，构成整体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理; 在全球人权

治理中，《世界人权宣言》将继续以软法的弹性运作方式引领全球法律发展的新方向; 在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过程中，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促进全球人权文化融通与包容;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共识基础上，

“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故值此《世界人权宣

言》颁布 70 周年之际，我们特组织我国人权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读《世界人权宣

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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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融通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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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张彭春为核心的中国代表团对《世界人权宣言》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宣言》第 1 条中列入了关于“良心”的表述，体现了中国儒家“仁”的思

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世界背景下，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
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可以并且已经成为全球人权文化融通与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中

华文明则是其中重要的中国元素。有必要通过不断挖掘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权思想并加以

整合，对普遍的人权文化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解释。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

在国际人权领域达成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共识，并通过思想的沟通、交流和包容获得彼此

之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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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2 月 10 日，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 宗教和文化背景以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58 个联

合国成员国代表齐聚巴黎，对力图反映不同文化传

统并吸收不同法律体系、宗教和哲学背景所包含的

共同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草案进行表决。联合

国大会以 48 票赞成、0 票反对、8 票弃权的结果，在

联合国 217A( III) 号决议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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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宣言》”) 。这是第一份宣布“全人类

都享有尊严和平等的的世界性宣言”①。

在纪念《宣言》通过和颁布 70 周年之际，本文

将从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的角度，对这

一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进行一些

回顾、分析和论述。同时，还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视角，探讨“以合作

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全球人权文化及其同一性和多样性②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该项议程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

家，覆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领

域，并为人类社会未来 15 年的发展提供了 17 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相关具体目标。相较于上

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所依赖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

议程 关 乎 人 类 ( people ) 、星 球 ( planet ) 、繁 荣

( prosperity) 、和平( peace) 与伙伴( partnership) ，它

为以人类和星球为核心、以人权为基础且体恤性别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变革性的展望［1］。为此，人们

不禁要问，人权的原则和标准何以跃升为并且贯穿

于当今全球“五个 P”的发展框架? 这不仅要归因

于世界各国数十年来在发展实践领域所积累的经

验和教训，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 自从“法治”和

“善治”相继成为全球治理的共识之后，“人权”亦成

为当今全球治理的新共识和新准则，即一种所谓的

人权文化。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权文化是人类在漫长

的文明进步过程中从事人权( 法律) 实践活动所创

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根据本文上述第一部

分的观点，可以将人权文化归纳为三个方面的结构

形态: 其一，规范制度形态的人权文化，例如人权规

则、人权原则和人权机制等; 其二，意识观念形态的

人权文化，例如人权心理、人权观念和人权思想等;

其三，实践活动形态的人权文化，例如人权机构、人

权政策和人权教育等。人权文化的这三种形态及

其内部要素之间是交织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的，

因为人权规范就是人权观念的人权实践表达。与

此同时，在价值目标上，人权文化以人类的解放和

人格的释放为终极目标; 通过将人本主义文化和权

利文化相结合，人权文化关切的是每一个人的自

由、平等和尊严，它始终围绕的是对人权的尊重、保

护和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文化不仅仅

是高于权利文化的法律文化，它还表现为可以作为

人类文化发展更高形态的人类信仰。

人权文化何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

土壤中生根，并且日益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拥护和

支持? 这往往离不开人权文化所特有的社会功能。

一般来说，人权文化有五项基础性的社会功能: ( 1)

表征功能: 人权文化集中表达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

人权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和精神，它还间接反

映了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认知;

( 2) 导向功能: 人权文化通过提供人权知识、人权观

念乃至人权信仰，设定了可接受的人权行为取向，

并且间接约束了各个国家和民众的人权行为方式;

( 3) 凝聚功能: 人权文化通过界定良善 /邪恶、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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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Histoire de la
rédaction de 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http: / /
www． un． org / fr /documents /udhr /history． shtml，访问时间: 2018 年 3
月 20 日。《宣言》被译成 400 多种国家或地方语言，成为全世界最

著名也是引用最多的人权文件，也成为很多国际条约或宣言的蓝

本，其规定被许多国家的宪法或法律所采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因收集、翻译和传播四百多种语言和方言( 从阿布卡茨

语到祖鲁语) 版本的《宣言》，因而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即《宣言》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译本最多的国际文件。如今，《宣

言》仍然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全球人们的生活和人权立法运动产

生着重要影响。
以下本文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体现在笔者为《人权文化———

一种历史和语境的解读》( Human Ｒights Culture: A Study in History
and Context) 一书中文版所写的“代译序”中。该书的作者劳伦斯·
M·弗里德曼( Lawrence M． Friedman) 现任职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是享有国际声誉和屡获奖项的法律史学家; 他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里长期向律师和非专业人群等全球读者提供美国法律史的权威解

读。同时，他也是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以把法

律史视为一般社会历史的分支而闻名。其权威作品已经成为美国

法律教育和本科教育的经典教科书。该书的译者郭晓明博士，现为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学院人权与法律多元主义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该书的中译本即将由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特此说明。



非法等的人权价值标准，提高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对

待人权的文化认同以及相应的人权向心力; ( 4) 传

递功能: 人权文化具有承载人类文明的功能，它能

够将人权理念及其制度精华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内

部以及相互之间传播; ( 5) 整合功能: 人权文化能够

调整和调和人权价值、人权规范以及人权系统内部

的各个要素，它既可以整合内部的同质人权文化，

也可以整合外部的异质人权文化。

在当今世界，人权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

样、错综复杂的。例如，国际人权文化与国内人权

文化、普遍人权文化与特殊人权文化、本土人权文

化与外来人权文化、官方人权文化与大众人权文

化、主流人权文化与边缘人权文化等等。如果从规

范制度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去回顾近代以来人权

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 自近代以来，人权

在世界范围内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人权的宪法化标志着国内人权法的诞

生，代表性的实践活动有 17 至 18 世纪近代资产阶

级革命所激发的第一代人权( 公民及政治权利) ，以

及 19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推动的第二代

人权( 经济及社会权利) ; 其次，人权的国际化始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内人权法转向了以《宣言》

为标志的国际人权法，其中主要涉及国内人权的国

际化( 国际人权运动) 和国际人权的国内化( 世界宪

法运动) 这两股趋势; 最后，不得不提的实践活动就

是国际发展法的诞生，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极

力申张的第三代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正是

以下本文要重点论述的。

当今世界的格局特征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世

界各国的人权实践活动自步入 21 世纪以来呈现出

了新的发展样态。基于此，人权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集中表现为冷战结束以来的人权全球化。申言之，

当今的人权事务不仅是一国国家事务的重要一环，

也是全球人权事业的组成部分; 同时，人权事务已

不再仅仅是国家治理方略的终极目标，也是全球人

权治理的价值共识。在我看来，当今人权的全球化

进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牵涉国家组织、跨

国组织、超国组织以及民间组织在内的人权治理机

构多元化; 其二，人权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包括正式

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同时结合多种形式的人权治

理手段，例如人权对话协商机制、人权经验共享机

制、人权政策协调机制、人权教育普及机制等; 其

三，人权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所呼吁的国际法治，它

追求的是在国际人权治理过程中采取更加开放、透

明、参与、可 测、统 一 且 问 责 的 规 则 模 式 和 运 作

机制。

所以，在当今人权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探讨

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具有特别重要的

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全球人权文化绝不是单一

的、一元的人权文化，也不应该是分离的、冲突的人

权文化。一方面，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意指任何

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都是世界人权文化的一部

分，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

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相似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

权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趋同。这股渐进

的趋势越是接近现代和当代越是明显强烈，它是全

球人权文化发挥导向功能、传播功能以及( 外部) 整

合功能的结果。作为共同的人类信仰，全球人权文

化是一种高标人权文化，即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以追

求人类解放和人格释放作为终极目标; 而作为根本

的道德共识，全球人权文化是一种低限人权文化，

即任何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

是不可接受的，亦是应受惩处的。然而值得我们警

惕的是，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又极易变异为单一

人权的文化霸权主义，这种异化的人权文化往往借

助人权至上论，去策动人权的“去国家化”，或是通

过人权工具论，去主张人权的普适化。

另一方面，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意指任何国

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都是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过程中，在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中逐步形成与发

展起来的，它具有独特的历史、经验和国情。不同

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是相互差异、相互抗拒、甚

至相互对峙的。通常而言，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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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是人权文化的表征功能、传续功能以及凝聚

功能，它意味着人权文化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存在着

诸多规范、观念以及实践层面上的差异。例如，位

于北美和欧洲的诸多发达国家的人权文化存在着

大量细微的文化差异，即便这些国家普遍崇尚个人

主义人权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权文化。相反，位于亚

洲、非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往往偏向集体主义人

权文化和社群主义人权文化。不仅如此，在发展中

国家内部，低收入国家往往更关注经济社会权利，

而中等收入国家则更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对于绝

大多数后冲突国家和所谓“失败国家”而言，最重要

的政策目标通常不是抽象的保障人权，而是重建秩

序，因为这是保障人权所必须的。在当今人权文化

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下，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的

人权文化往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这些国家的

人权文化又时常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文化发生

激烈的冲突。

与此同时，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要求正

视多元人权文化的存在，还呼吁各种同质或异质人

权文化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和包容性理解。因为，全

球化的世界也是多样化的世界。正是从这一现实

出发，“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目标旨在保护文化自

由，并且让每一个人按照自身的生活和界定方式扩

大自己的选择权，并且不惩罚每一个作出选择的

人”［2］。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劳伦斯·弗里

德曼教授在《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语境的解

读》一书中，首先把他所理解的人权文化置于全球

现代性的大背景下，然后又立足于现代社会具体的

规范和结构之中。这部作品不仅是弗里德曼教授

将法律文化研究运用到人权法领域的一次有益尝

试，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还可以为中国学者提

供一把钥匙，即如果说《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

语境的解读》的观察视角是通过聚焦于全球人权文

化的同一性之维，分析和阐释当今世界的国际 /普

遍人权文化在观念、制度以及实践领域的趋同化轨

迹，那么，中国学者则完全有能力亦有责任沿着全

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之维，努力挖掘和开拓国内 /

特殊人权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本土化创新和融通。

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儒家思想

在回顾、分析和论述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和

多样性时，无法绕开的是《宣言》中的中国元素，这

也是近年来中国人权学者逐渐关注的中国人在起

草并最终通过和颁布《宣言》过程中的中国贡献，尤

其是以张彭春先生在这一期间的活动和思想为

代表①。

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

的简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 Peng － chun Chang) 作

为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被列在仅次于委员会

主席埃莉诺·罗斯福的位置之后，并介绍如下:“张

彭春，中国代表，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剧作家，哲学

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中国现代戏剧的著名导演。

他能够向其他代表解释中国的人权概念，并且在谈

判过程中运用儒家原理创造性地解决的许多僵局，

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了妥协。他

以宣言应具有普遍性为依据，坚决主张去掉《世界

人权宣言》中所有关于自然和上帝的隐喻。”［3］张彭

春当时被公认为唯一能代表亚洲声音和东方文明

的《宣言》起草人。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主要仅以《宣言》第 1

条中关于“良心”的表述展开论述，因为该条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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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方面的中文专著主要有: 化国宇． 国际人权事业的

中国贡献: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15。该书是化国宇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出版的，

该论文的原题为“人权活动家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该

论文的指导教师，笔者为该书写了序言。本文以下的一些论述，可

以参见该书序言。( 参见: 孙平华． 张彭春: 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

计师［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此外，孙平华教授在

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世界人权宣言〉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版) 一书中，也有专章对张彭春的有关活动和思想进行了

研究。



中国儒家“仁”的思想，而这也正是张彭春对全球人

权文化最为重要的中国贡献①。

《宣言》第 1 条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

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

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理性”( reason) 这一

契合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措辞，是基于人权委员会

报告员、黎巴嫩代表查尔斯·马立克的建议，在起

草时加入的，而“良心”( conscience) 一词的加入则

完全是由于张彭春的努力。原本草案将这一条表

述为:“人人皆为兄弟。作为被赋予理性的一个家

庭的成员，他们是自由的并拥有平等的尊严和权

利。”在起草委员会第一届 8 次会议上，主席罗斯福

夫人对这一表述感到满意。但是，张彭春就此表达

了他的意见。他说:“应当在‘理性’基础上增加一

项理念，如果从汉语的字面翻译过来应当是‘人与

人的互相感知’( two － man － mindedness) 。相当于

英语中的‘同情’( sympathy) 或者‘对同伴的感知’

( consciousness of one’s fellow men) 。”②张彭春认为

这一新的理念应当被看作是人的基本属性，而他所

说的“人与人的互相感知”，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仁”。为此，他试图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一来源于儒

家，然而却应该为世界所有人所共有的理念:“仁”

是一个人( 在自己有需求时) 能够感受到他人与自

己具有同样的需求，而在享有权利时，能够考虑到

他人也拥有同样的权利［4］。起草委员会成员、法国

代表勒内·卡森从张彭春的建议中受到启发，认为

张彭春所说的“仁”类似于法国启蒙思想中的“博

爱”思想，因此他认为增加这一措辞之后，第 1 条的

表述就将“自由、平等和博爱”都包含了进来③。而

且，卡森在听完张彭春的解释之后，最终得出的结

论是:“‘仁’实际上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并同时赋

予人较于地球上的其他存在更多的庄严和义务。”④

值得指出的是，张彭春所说的“仁”是带有义务属性

的，尤其是对他人的义务。这一结论被张彭春在第

三委员会的发言所验证。

在讨论第 1 条是否要保留“以兄弟关系的精神

相对待”的表述时，张彭春坚持必须保留，因为他认

为这一表述暗含有“责任”的内容，使得第 1 条实现

了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并且不致使《宣言》显得像一

份自私自利的文本。因此他也同样支持保留第 29

条的义务性规定⑤。他认为对义务和权利的陈述都

是《宣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精神符合中国

人对“礼”( manners) 和亲切、周到地对待他人的重

要性的认知，只有当人的社会行为达到这一水平，

他才是真正的人⑥。在张彭春看来，“仁”强调善待

他人的“爱人”⑦义务。换句话说，也就是“忠”的义

务，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通过“达人”而“达己”。

由于英语里并没有与“仁”准确对应的词汇，因

此卡森主张用卢梭的“同情”( compassion) 概念来表

示“仁”。马立克和英国代表威尔逊则建议将“仁”

翻译为“conscience”( 良心) 一词，尽管仍显得词不

达意，张彭春还是勉强接受了后者的建议，最终委

员会决定用“conscience”作为对“仁”的翻译。

应当说，张彭春之所以“勉强”，因为这确实是

一个非常西方化的翻译，甚至还是一个并不太达意

的翻译。因为在英语中，“conscience”( 良心) 一词

通常是用于“良心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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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下的某些思想和内容，笔者和化国

宇博士曾经以《〈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中关于“良心”一词的儒学

解读———一种尊重历史的视度》为题的论文，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

提交给在济南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举办、山东大学法学院和山东大学

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梦与中国人权”理论研讨会。该文虽然

迄今尚未发表出版，但是还是要肯定和感谢化国宇博士的贡献。
参见: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 /CN． 4 /AC．

1 /SＲ． 8，p． 2．
参见: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 /CN． 4 /AC．

1 /SＲ． 8，p． 2．
参见: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 /CN． 4 /AC．

1 /SＲ． 13，p． 4．
《世界人权宣言》第 29 条: ( 一)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

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 人

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

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

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

需要。( 三)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

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参见: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AOＲ，Third

Session，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mmittee ( A/C． 3) ，pp． 98 －99．
“爱人”语出《论语·雍也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表述之中。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良心”

是指“判断自己和他人的动机或行为的道德水准，

赞成或谴责其善恶的精神能力或才能”［5］。这一解

释大体上可追溯到 14 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以

“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的衡平法，因为衡

平大法官就被视为国王良心的维护者; 同时，良心

自由又与宗教容忍相伴随［6］，继而发展为与宗教自

由和言论自由关系紧密的一个个体人权范畴，因而

这一概念在法哲学上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无论从正义观念或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理解“良心”，

它都与张彭春希望传达的“仁”的内涵，即“人与人

的互相感知”不无扞格。

在第三委员会的辩论阶段，张彭春再一次做了

有关于“仁”的演说。正是由于张彭春这次关于

“仁”的演讲，阻止了一些国家代表要求在《宣言》写

进“上帝”和“自然法”的主张。他提醒这些国家代

表注意:《宣言》是为全世界的人们而写的，加入“上

帝”和“自然法”的概念对于这样一份世界性的人权

文件是不合时宜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并且拥有良好的礼节、仪式等，然而却并没有主张

将这些概念加入《宣言》中去。因此，“他希望代表

们应当表现出同样的理解”，撤回这些涉及形而上

概念的提案。“同样的理解”就是“仁”的要求，也是

《宣言》第 1 条中“良心”的要求［7］。

正是由于张彭春站在“良心”立场上的反对，

《宣言》第 1 一条最终没有加入任何关于“自然”

( nature) 、上帝( God) 和造物主( Creator) 等的表述。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宣言》第 1 条现在这

样的表述，才使得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承认《宣

言》时，毫无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和顾虑。

如前所述，张彭春主张的“良心”又含有互相理

解、体谅的内涵。这就是儒家要求的互相承担一种

克己义务，顾及他人，不过分行使权利，不逾越人我

之间的界限，即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

·颜渊篇》) ，同时还要承担“恕”的义务，我所不欲

的，也是他人所不欲的，要推己及人，也即所谓“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当然，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还对其他

很多条款的形成和确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和贡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第 2 条平等不受歧

视的权利条款、第6 条法律人格权条款、第7 条受法

律平等保护的权利条款、第 14 条寻求和享受国际

庇护权条款、第 20 条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条款、

第 21 条政治参与权条款、第 24 条休息和闲暇权条

款、第 25 条获得一定生活水准及社会服务的权利

条款和第 26 条教育权条款等。① 可以说，所有这些

都构成了全球人权文化特别是《宣言》中的中国元

素和中国贡献。张彭春作为这一践行的典范，他个

人学贯中西的学识，包括他对西方文明的深刻把晤

和对中国儒学的了然于胸，也是《宣言》及其第 1 条

获得通过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从尊重历史的视

角，研究并理解张彭春特别是儒家思想在《宣言》中

作为中国的元素和贡献，对于打破西方人权观的普

世神话，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也

是很重要的。

以张彭春为核心的中国代表团之所以能够对

《宣言》做出历史性的卓越贡献，除了要归功于张彭

春的个人才华和努力，特别是在他头脑中凝聚的中

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外，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国际

时局的因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与

美、苏、英并列的四大国之一，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

位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而中国在二战中为反

对法西斯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和维护国际人权做出

的巨大牺牲，也使得中国入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

为众望所归之事。”［8］3按照现今的语言表述就是，在

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无可置疑的大国，对于包括

人权在内的国际事务，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话

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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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张彭春的这些影响和贡献，参见: 化国宇． 国际人权事

业的中国贡献: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15． 174 －210．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权文化融通与包容

2014 年 3 月 2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

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9］2015

年 9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

坛”的贺信中还提出:“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各国人权事业

更好发展。”［10］

依上而论，当年中国代表张彭春倡导的以儒家

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既

然是当初《宣言》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中

国主张的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

流合作，在当今也当然可以成为人权文化的融通与

包容的重要基础，而中华文明( 不仅仅是儒家思想)

则理所当然的也是全球人权文化中重要的中国元

素。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共

识的当今世界①，“有必要通过不断挖掘各民族的人

权思想和文化并加以整合，对普遍的人权观念做出

符合本国国情的解释，从而形成本民族能够接受的

人权理念。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

求同存异，在国际人权领域达成某些符合各自文化

背景的共识，并向国际社会积极主张自己的人权

观，通过思想的交流使其获得理解。这样才可能在

不违背最基本的人权理念的情况下，实现最大限度

的理解和包容，使各国之人权能在互相理解和借鉴

中发展。”［8］5这是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的体现和

结果。

现今，有些人往往把《宣言》这一国际范围内第

一个真正的世界性人权文件与西方人权观联系起

来，而忽略了其中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要素。其

实，如本文前面对张彭春的思想和活动所述，这一

普适的人权文件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多种文明思

想沟通交流才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

民族的法律文化或人权文化越是鲜明，它对世界文

明的价值和意义就越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

的; 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反思当前西方国

家的主流做法，它们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指摘甚至压

制与其具有不同人权观念的国家，否认西方以外的

人权文化，对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和人权问题的良

好解决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不同的人权文化不

应成为相互分裂、攻讦的借口，而应该采取全人类

相互结合、理解和合作的新方式。”［8］5 在此，我尝试

借用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一引申

发挥:“己之所欲，慎施于人”。也就是说，对于自己

想要的东西和想做的事情，要慎重地给予别人和让

别人去做。就人权而言，对于自己国家和民族形成

的人权文化，包括实行、秉持和进行的规范制度形

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等人权文化，应当

谨慎、包容地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交流互鉴和合

作，而不要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② 这也应当是

全球人权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结果。

毋庸讳言，我们必须承认，各国在人权的理论、

指导思想、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乃至在制

度和实践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但是人类还是有

一些共同性的，比如生存和发展。这种共同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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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指出的是，2013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向世界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2016 年 11 月，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提出“以共商、
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的

‘一带一路’”，得到193 个会员国一致赞同。2017 年2 月，在联合国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

次被写入该联合国机构的决议。因此，完全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此我必须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际人权法教

研室主任赵建文研究员。当我将本文提交给于2018 年4 月12 日在

中南大学举行的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
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构建新时代中国人

权话语体系”理论研讨会时，我在文中是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引申发挥为“己之所欲，宜慎施于人，勿强加于人”的。赵建

文研究员认为，改为“己之所欲，慎施于人”更好: 一是与孔子语对

仗，二是利于传播，三是这同样也包含了不要强加给他人的意思。
在本文定稿时，我听从了这一意见。



当今世界的人权领域，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弱势

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的关注、帮助、救济等( 而

不是指责和施加压力) 体现出来的。这同样应当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思想共识。

关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权文化有哪

些中国元素，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课

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将人民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不仅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而且在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方面，取

得了令全球瞩目的伟大成就。2012—2017 年中国

在五年期间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包括:“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

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11］这是迄今

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成为世界上率

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指导这些成

就取得的理念，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

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认为，从一般的

意义讲，人权的内容和形式是受社会的经济文化水

平制约的，一个社会有多高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文化

水平，这个社会的人们( 该社会的主体阶层) 才能享

有相应的权利。所以，尽管当代世界较之马克思和

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有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和发

展，但是人类还远没有达到在世界范围内解决普遍

人权问题的程度，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

人还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这就需要通过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解决这些人的生存和发展问

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之一，也是全球

人权文化中重要的中国元素之一。就此而言，与 70

年前《宣言》通过和颁布之时相比，中国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在全球人权

文化中，具有了更大话语权和更有说服力的叙事

能力。

同样，前述人权文化的五项基础性社会功能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也可以发挥积极的正面作

用。仅以整合功能为例，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

鉴，是可以调整和调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权价

值、人权规范以及人权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的，即

所谓求同存异的中国元素。

总之，新时代中国的人权文化只有通过实践不

断地选择、融和中西方人权文化中所蕴藏的优秀智

慧和精神，这样一种崭新的、先进的人权文化体系

才能够建立起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权事

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

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

合的原则，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国际社会应该

本着公正、公平、开放、包容的精神，尊重并反映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意愿。中国人民愿与包括广大发

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以合作促

发展，以 发 展 促 人 权，共 同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1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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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Ｒights is the
Paradigm of Diverse Cultural Intermediation

ZHU Li-yu

( Law School，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delegation led by Zhang Pengchun has made historically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Ｒights．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among others， is the

inclusion of a statement on“conscience”in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Declaration”，which reflects 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relating to the idea of“仁”( benevolence) ． In the current world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China advocates strengthening inter-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promoting human rights cross-countr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has form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inclusion of global

human rights cultures，in which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culture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by constantly excavating

human rights idea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integrating them． At the same time，we must

actively promote cross-civilization integration， seek commonalities while appreciating differences， reach

culturally sensitive consensus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eld and gain mutual understandings through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exchanges，and tolerance．

Key Words: human rights culture; identities; differences; 仁 ( benevolence ) ; conscience; inter-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nclu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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