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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命利益的立法定位需要承认生命的安全机制。生命利益的法律化，应走出 “好人好命” “坏人
坏命” 的文化误区，将其结构化区分为： 一级形态 “生活或生存” 以 “生存权” 规定，二级形态属于生命 “安
全或安宁” 利益作为 “生命维持 1” 层面，三级形态 “健康或无病” 的健康利益作为 “生命维持 2” 层面，与
四级形态 “生命权侵害” 救济利益作为 “生命维持 3” 层面，构成各类生命安全层面 “生命安全权” 范畴，并
与五级形态 “生命权处断” 选择利益构成完整的生命权立法思路。以生存权、生命受保护权、生命安全权、生
命安宁利益权、生命健康权、禁止侵害他人生命利益、生命损害求偿权、生命处断权和生命利益交易权等体系
化思维，完善生命权立法。
关键词： 生命利益； 安全机制； 生命权立法； 泛化保护； 立法设想

在我国，“生命” 一词的汉语词典解释比较详细。 但是， 法学类词典的解释不清晰、 含义不
明确，缺乏法理层面的准确把握。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 一方面， 是因为受到 “生命无价论 ”
与 “生命权不存在论” 的负面影响。在我国， 哲学层面或者民族意识层面有 “生命重于泰山 ”、
“生命轻于鸿毛 ”， 生命价值观层面 “好人”、 “坏人 ” 的标签， 抽象的生命利益被人为分解为
“好人生命”、“坏人生命” 而被标签所淡化； 另一方面，我国民法学界长期存在 “人格权独立成
编” 与 “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 的争论，没有达成 “人格升位 ” 的理论共识， 却极度弱化了法
学界对于生命权立法社会价值与制度经济学的应有关注。 政治层面的 “中国梦 ” 理论， 在 “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 中， 以 “人民幸福 ” 诠释生命权立法的中国精神。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背景下生命价值观的升位 ，不以法学界的好恶与民法学界 “人格权独编论” 争议为转移。
生命权立法的前提是 “人民幸福”。“人民幸福 ” 的基本内涵， 必然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实
然性、生命维持的条件性、生命保护的义务性和生命维权的有效性合成的 “生命状态的安全性 ”
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弗洛姆 “人能毁灭生命 ” 的观点， 从社会人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上， 为我
们审视我国 《民法总则》 中 “生命权 ” 的立法模式， 提供了一种分析与思考的方法路径。 本文
主要运用利益结构化的思考工具 ，分析生命利益向法律权利演进的基本逻辑 。

一、生命的法律定位基础： 生命安全机制
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艾里希·弗洛姆在 《健全的社会》 一书中认为： “人的基本感情并不
〔1 〕
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
笔者认为，生命是自然人这一法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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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艾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前言第 2 页。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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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活着的 “有命的状态持续” 或自然人生存利益、 安全利益和健康利益受到法律严密保护的持
〔2 〕
这种状态构成我国的国家人口统计中 “总人口 137462 万人” 数据的事实来源。 资料
续状态。
显示，2015 年全年我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 66182 人， 总死亡人口 975 万人， 死亡率为
〔3 〕
7. 11‰。
这个变动数据说明生命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民事法律事实 ， 而是我国劳动法和劳
动管理、社会保障、人口管理法、养老法、慈善法以及刑法等法律规范层面，“人力资源”、“工
伤保险”、“人口计划生育”、 “社会救助 ” 和 “社会保障 ”、 杀人罪、 伤害罪和绑架罪等法律规
范共同调整的对象。尤其是，生命现象作为一种民事法律事实，在民事活动中，以绝对性民事权
利，以及可处分民事利益、侵权行为及其救济等样态存在着。 有时候， 因为被固化成 “僵死 ”
的民事法律事实即民事客观事实 ，而不是在整体法律视野下可变动的重要法律现象 。所以，相关
领域的立法和法律制度设计，必然成为保护生命利益、安全利益和健康利益等的国家、政府和社
会义务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以生命受保障的民法文化体系加以具体表彰 。
生命的法律定义层面的基本特征包括 ： （ 1） 有命状态即活着的存活性， 也即生命存在的实
然性； （ 2） 生命维持的条件性； （ 3） 国家、政府和社会对生命保护的义务性； （ 4） 生命利益的
分层次性； （ 5） 生命状态的保障性； （ 6） 生命状态的安全性， 等等。 生命是自然人活着的一种
状态。这种活命的状态， 表示在一个国家内部， 任何一位公民的人格尊严、 生存利益、 生命利
益、安全利益和健康利益等，都处在一种法治保障的良性环境或者生命受尊重的文化秩序当中 。
这种秩序是一种人权保障的实然状态 ，尤其是一种可持续的活动状态。在法理学上，生命是一种
法律主体资格，同时也是一种与人格尊严、安全感、存在感和幸福感不可分离的，与人的身体密
切联系的物质型、人格型和精神型的利益。 这些利益的存在， 可以依托人的身体 （ 生命以人的
肉体为载体） 、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的精神 （ 生命以人的感受， 包括被尊重、 被保护等为存在形
式） 等而存在。于是，生命利益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保护的抽象客体与具体客体的结合物 ， 其存
在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基本前提 。不过，生命的安全存续与维持环境， 则是生命利益的具体化。
生命的基本存在，除了其生物学意义上的 “活着 ” 或者 “活命状态 ” 的描述， 便是社会的 “安
全机制” 中，对生命的确认、尊重、保障与救济机制。
在美国，2015 年枪击案死亡人数 4 人以上的案件达到 355 起， 按照每起枪击案死亡 4 人计
〔4 〕
算，则已达到 1420 人 （ 平均每天 3. 89 人） ，
作为生命利益维护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 美国持
〔5 〕
枪权的理论基础仍没有动摇。 在我国， 将各种枪支列为公民持有物品的禁止、 限制范畴。
我
国社会的生命利益的 “安全机制 ” 是一种公共品， 并不像美国那样首先作为一种私权， 赋予给

公民个人，然后以 “持枪权” 作为一种制度外化型表彰形式。2015 年 7 月 1 日， 我国新版 《国
家安全法》 第 2 条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宏观角度，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 把公民安全从其生存、
生活的条件、维持生命、保持安全感和消极救济等层面，演绎成国民安全概念，并从公民的国内
安全、海外安全，公民的个体安全、群体安全和整体安全，公民的人身安全、心理安宁到精神安
全等方面，构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结构模型 。其中，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必然从整体利益的
组成部分角度，从积极样态到消极样态，通过分层界分的方法，划分为生存利益、安全利益、健
康利益、救济利益和选择利益等五级形态， 形成独特的生命利益需求的私权结构。 这种结构本
——基于弗洛姆 “人能毁灭生命” 的观点》， 《社会科学战线》
〔 2 〕参见王建平、李欢： 《生命利益结构与生命权的保护—
2016 年第 9 期，第 216 页。
〔 3 〕参见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16 年 2 月 29 日） ，一、综合； 十二、
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2015 年 美 国 至 少 发 生 355 次枪击事件》，http： / / news. ifeng. com / a /20151203 /46501808 _ 0. shtml，
〔 4 〕参见凤凰卫视：
2015 年 12 月 5 日访问。
〔 5 〕我国 《枪支管理法》 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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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站在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 的角度看， 也是生命价值观的构成及其表达方式， 成为生命安
全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以此而言，于欢防卫过当情形下，杜志浩等 4 人 1 死 2 重伤和 1 轻伤的
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本身， 刑事判决部分先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后改为有期徒刑 5
年，而民事赔偿一审、二审都是 86273. 67 元， 则表现出过度的司法任性而非对生命利益的分层
〔6 〕
次切实保护，
这也是我国法院司法对待生命利益和生命权保护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 是生命安
〔7 〕
全机制不健全的一种必然现象。
由此而言， 如何避免于欢案件中的司法差错， 以及徐纯合案

件中生命处断的偏差，是生命安全机制法律化的重要问题 。

二、生命利益的法律化： “好人” 与 “坏人” 文化障碍
黑格尔为了解决人的异化这一哲学问题， 提出了 “生命 ” 是灵魂与肉体、 主观与客观相统
一的概念，以便使生命获得自由。在后期，黑格尔把生命逻辑化，看成是直接性的理念，提出了
逻辑的生命、自然的生命、精神的生命 “三种生命观 ”， 使得生命的概念被泛化， 他把整个世界
〔8 〕
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看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马克思认为， 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于其
辩证法思想，黑格尔把辩证法与理念捆在一起讨论 ，辩证法是黑格尔思想的灵魂和核心 ，是理念
内在所固有的，是生命和精神最内在的环节。其中，“直接性的理念” 即黑格尔所谓 “生命 ” 的
运动使辩证法成为思辨的辩证法 ，成为可以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扬弃，又回归自我的自由运动的
辩证法的内在根源。在黑格尔那里， 生命或者说 “概念 ” 是个精神性的东西， 黑格尔辩证法的
灵魂是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即概念的自我的能动的否定的运动 ，否定性使得概念或者辩证运
动成为可能，黑格尔把生命形式看成是不断发展的， 即从地质有机体 （ 自在的生命 ） 到植物有
机体 （ 真实生命的初级阶段） ，再到动物有机体 （ 真实生命的高级阶段 ） 。 他强调， 凡生命都具
〔9 〕
有主体性，有机整体性越强， 主体性越明显。
应当说， 黑格尔的三种生命观， 并不能解决我
国生命利益法律化的障碍问题。
在我国，人们喜欢把人区分为 “好人”、 “坏人”，无形中产生了 “好人好命” “坏人坏命 ”
的文化替代，这大抵是否定生命价值观文化的一种历史折射 。不过，在立法上，一般标准之下使
用 “公民的生命” 这一中性词，比我国 《国家安全法 》 中 “人民的生命 ” 的词语， 更具有学术
层面上的科学性。由此，不论是 “好人” 或 “坏人”，在他们是公民时，就应有一个一般意义上
的生命利益或 “生活或生存” 层面的生存利益， 这种利益是一种根本利益。 对于任何人而言，
〔10〕
自行
不可以随意采用 “杀人偿命” 或 “坏蛋该死” 等具有强烈的个人同态复仇性质的态度 ，
实施剥夺杀人者生命的行为。杀人者“是否该死 ”，必须经过法定的公力救济程序，依法剥夺杀人
者的生命。“杀人偿命”的同态复仇型私力救济的禁止，便是国家立法对生存利益的积极承认 。
在药家鑫、林森浩案件中，杀人偿命的逻辑或司法规律得到了体现 。药家鑫杀人案中受害者
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林森浩杀人案中受害者家属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种犯罪人对受
害者生命权利的侵害，已经转化成公力救济即提起公诉的 “救济利益 ”， 最终以故意杀人罪的认
〔 6 〕在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民事赔偿总计 86273. 67 元，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求
8833750. 6 元损失的 0. 977% ，即不到 1%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刑事部分大幅度减刑情况下，依然确认民事赔偿 86273. 67 元

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 7 〕生命利益司法保护的理论、理性和理由三不足，即生命安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作者将在专文中另行系统阐述。
〔 8 〕参见郭漳楚： 《黑格尔的生命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4 期，第 42 页。
〔 9 〕参见前引 〔8〕，郭漳楚文，第 46 页。
〔10〕笔者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杀人偿命” 这一观点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的条件和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和限制在 “依
法”、“合法” 和 “罪刑法定” 的范围之内。某种意义上说，“杀人偿命” 意识和文化氛围是落伍的，是蔑视生命权利文化的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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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法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利益。这时，刑事处罚变成一种合法处分犯罪人的生命利益 ，让其丧
失生命从而完成受害人生命利益丧失的公力救济 。不过， 这种情形下的 “杀人偿命 ”， 只是受害
者亲属或社会公众的一种心理感受而已 ，并非狭义上即同态复仇意义上的 “杀人偿命” 的私刑。
现实生活中，学界经常以生命利益的拥有者公民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存利益 、安全利益和健康
利益的情形，作为支持生命权不存在的反证。实际上，法律意义上公民可能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利益，但实际上的处分行为，包括正当防卫、 见义勇为、 献身行为和安乐死、 自杀或故意杀人、
伤害他人身体，以及以恐吓、恐怖手段等危害他人的精神安宁和心理健康等情形， 是大量发生
的。从学术逻辑角度看，这些行为都可以被归结到 “无权范畴”，当公民进行其 “生命处断 ” 行
〔11〕
为并带来死亡的后果时，生命已不存在，生命需求及其维持条件也就同时被 “处断 ”。
从而，
生命利益转化为受损害或者受侵害后的救济利益了 。

亚当·斯密认为，交换需要是人性的固有部分，实际上，人的这种交换需要，也是现代人社
会性格中固有的抽象化和异化特征的表现 。而弗洛姆认为，当生存的整个过程被人们体验成有利
可图的资本投资活动，人们会认为 “我的生命，我这个人便是投资的资本 ”。 如果一个人去听音
乐或者看戏，他会明白地自己问自己， 这场表演是否 “值得 ” 他所付的钱。 从根本上讲， 是没
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个等式把两件不相称的事物放在了一起 ： 听音乐所得到的快感是不可能用
〔12〕
金钱表示的； 音乐不是商品， 听音乐的经验也不是商品。
没有什么合理的天秤能够显示出：
人的生命是否值得去活。人生是自然界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不能用其他任何东西来衡
量。对于 “人生是否值得一活 ” 的问题， 弗洛姆认为， 他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 人只有在体验
到自己是人，既不是物，也不是商品时，才会有良心。与市场上的物品交易有关的，是另外一种
虚假的伦理准则： 所谓公平的问题，是这些物品是否按公平价格交易，买卖公平中是否掺假，是
否受到胁迫等等。而且，这种公平不是好与坏，而是市场伦理原则。就是这一伦理原则，支配着
〔13〕
供交易的人格即生命的交易，
以及交易的具体条件， 包括这些条件本身带有的安全属性、 健
康属性以及可选择的属性等。就是这些属性， 与伦理原则的结合， 才使生命权利的思想得以形
成： 生命权利是不可随便让渡的权利 ，但是，维持生命和保障生命维持的资源，是必须通过交易
才能获得的。国家立法对于生命权利的确认、保护与救济的制度设计与文化意识 ，是以生命利益
的存在、维持、不受侵害和易救济为核心内容的。
生命的存在与维持，是为了在保障社会人力资源存在和安全的背景下 ，以合法性为前提，以
生命神圣和生命权利首先应当受到严密保障为条件 。然后，建构生命权利的个体生命权、群体生
命权和整体生命权的立法体系。生命权利的严密保障，首先是严密保护个体人的目的存在 ，即人
即是自己这个个体生命拥有者的幸福 、安全、健康等利益的主宰者，也是自己生存、生活和生命
利益维持的决定者，尤其是自己生命利益处断的维持者 。这样一来，人也是作为亲属关系，以及
群体关系包括工作单位、社区和某个城市的市民等群体生命拥有者的一员， 拥有着安全、 安宁、
健康和可选择利益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同时，人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份子，其为整体关系的
组成部分，其生命中的生存利益、安全利益和健康利益，以及可选择利益等层次利益，便具有了
应受保护的神圣性，以及严密保障的条件性和立法保护的紧迫性 。
个体层面主要是生命利益作为生命需要来展现 ，而群体层面是生命利益主要作为生命需求的
供给环境，以及整体层面则是生命利益主要作为生命需求的系统供给条件 ，比如食品安全、消费
环境的诚信等来进行分析的。应当说，当任何一个个体人的生命利益的存在与维持 ，作为一种文
〔11〕参见前引 〔2〕，王建平、李欢文 ，第 219 页。
〔12〕参见前引 〔1〕，艾里希·弗洛姆文，第 121 页 － 第 122 页。
〔13〕参见前引 〔1〕，艾里希·弗洛姆文，第 123 页、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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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会或者法治社会的理想时，立法对于生命利益或者生命权利的体系化的制度保障以及文化回
应，便会成为不二选择。这一点，世界各国的生命权入宪潮流所代表的客观事实 ，便是一种强有
力的证明。在民法典编纂中，我国 《民法通则》 第 98 条单独规定 “生命健康权” 和我国 《民法
总则》 中第 110 条综合规定 12 种人身权，生命权只剩下了 “名称性权利 ” 的现实， 距离 “人身
权单独成编” 的应然状态越来越远。
我国的民法典编纂，要切实实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人民生活改善、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的目标。将生命利益的一级形态，即 “生活或生存 ” 的生存利益， 以 “生存权 ” 来进行生
命支持，而二级形态即 “安全或安宁” 的安全利益，属于 “生命维持 1”， 与三级形态即 “健康
或无病” 的健康利益，属于 “生命维持 2”，和四级形态即 “生命权侵害 ” 救济利益， 属于 “生
命维持 3” 等，共同构成各类安全 （ 包括安全环境 ） 层面的 “生命安全权 ” 范畴， 至于五级形
〔14〕
态即 “生命权处断” 的选择利益，则属于 “生命处断权” 范畴， 则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实际
上，满足人们的安全感，促进生活改善和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发展目标 ，就是要创造出满足个人
生命利益需要的社会文化，在个人、社会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条件之间 ，建立起一种和谐的理性
关系，结束人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各种冲突 ，或者至少可以限制人的蔑视或者毁灭他人生命的随
意、任性肆意妄为。通过立法实现的目标，本质上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之下，
法治社会需要的生命利益环境。

三、生命权立法的体系化设想
我国 《民法总则》 第 110 条中， 对生命权的立法确认， 采取与其他人身权 “一起打包 ” 的
立法，是非常不妥的。按照前文生命利益形态的分级方法 ，公民的生命权在立法中，应当分层次
设定： （ 1） 静态的生命权利，包括： 生命受保护权、 生命安全权和生命安宁利益权等； （ 2） 动
态的生命权利，包括： 禁止侵害他人生命、生命处断权、生命损害求偿权和生命利益交易权等 。
1. 生存权
“生存” 即活着，让生命持续，即民法意义上的 “生命的保存 ” 或者 “生命的存在 ”。 生命
的存在是生命利益的第一样态，也是生命权的第一表现形式。因此，生存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活
着或者存活在人世间的基本权利 。其基本的法定含义是，人人皆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
〔15〕
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无理剥夺。
表现在我国民法立法中，即为 “自然人享有生存权，
其生存利益受法律保护”。在这里，生存包括生命诞生意义上的出生、生存保障， 自然人的生命
不能被非法生杀与夺，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应当给予必需的保护，比如自然灾害或者灾难中的
急救； 在自然人的生存竞争中，要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等。 狭义上的生存权在民事立法上，
可以包括生命存在权和生命延续权等内容 。
2. 生命受保护权
生命是生物体尤其是自然人所具有的存在和活动的能力 ， 也指生物体生存的寿命。 在民法
上，对于自然人而言，“生命受保护权” 即自然人的生命利益受到法律的严密保护 ， 禁止任何人
非法侵害或者剥夺他人的生命。在这里，生命利益受保护是在承认生命利益神圣性的前提下 ，对
自然人的静态———单纯客观存在的 “有命”、“存命” 和 “活着的生命体 ” 等民事法律事实的承
认与保护。这种承认与保护，是一种对生命权的积极确认。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层面上的生命权

〔14〕参见前引 〔2〕，王建平、李欢文，第 219 页。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6 条第一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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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存在，这个层面的生命权难免会陷入 “消极”、“被动” 和 “泛化保护”
的状态。 其实， 我国
《民法通则》 第 98 条关于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 的规定， 就带有这种 “泛化保护 ” 的色彩。

尽管人们往往把这一 “9 个字的条款”，分解成 “生命权”、 “健康权”，或者 “生命权”、 “健康
权”、“身体权” 等含义， 但是， 我国 《民法通则 》 施行 30 年后， 这样的 “泛化保护 ” 立法技
巧，在我国 《民法总则》 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做法， 与我国 《国家安全法 》 第 3 条规定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的立法要求不相符合。
3. 生命安全权
生命安全，是指自然人生命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持续安
〔17〕
全状态的能力。
这是自然人在生存或者活着的前提下， 所处的社会关系、 生活环境没有危险
或者不受威胁的状态，是对生命权人自己和外在环境的一种生命利益诉求的表现形式 。因此，生

命安全权，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不受内外危险的威胁 ，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理论上，安
全是不受威胁、没有危险、没有危害、没有损失等状态。在民法上，安全则是民事主体对待他人
的生命利益，应当互相不伤害，或者自然人的生命利益不存在危险 、危害的隐患，免除了不可接
受的损害风险的一种状态。在具体的生命安全利益层面，是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各
种系统的运行状态，对自然人的生命、财产、环境等利益，可能产生的损害能够被控制在人类能
接受的水平以下的一种状态。
4. 生命安宁利益权
生命安宁利益权，是指自然人在生存过程中，其精神宁静和心理平静的需求受法律保护 ，并
在出现严重心理创伤或者重大精神损害之后 ，依法获得救济和帮助的权利。在这里，安宁，是指
秩序正常，没有骚扰或者自然人的心情安定、宁静等。可见，生命安宁利益本身，着重强调自然
人的 “精神安定” 或者精神世界的平静、 宁静。 一般而言， 正常状态下， 生命的安宁利益似乎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各种突发事件尤其是重大自然灾害 、灾难事故和恐怖袭击等社会安全出
现紧急状态的情况下，自然人很容易陷入应激性心理障碍或者应急性精神障碍状态 ，出现创伤后
应激障碍 （ 英文简称 PTSD） ， 必然会涉及到躯体、 认知、 情感、 人格等应激反应上， 可能会出
现失眠、易怒、无法专心、过度警觉、惊吓、坐立不安、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等反常的表现。有
时，这些症状是延迟的或潜在的出现的 。比如，有人会在灾难过去很长时间，仍下意识地不停地
去医院检查或反复述说罹灾当时的情形 。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灾难的心理创伤 ，可能使自然人的社
〔18〕
所以， 生命安宁
会适应力或者生命的存活功能受损， 所以， 需要社会进行灾后的心理重建。
利益权，不只是我国民事立法当中可不可以规定的问题 。
5. 生命健康权
狭义上的生命健康权，是以自然人的物质实体即身体内部机能和外部形体的完整性为表征的
一种生命利益层面的人身权利。在这里， “健康 ” 是指自然人的人体各器官和功能系统发育良
〔16〕所谓泛化保护，是指由具体的、个别的生命利益保护，扩大为一般的生命利益保护的情形。 “泛化” 要求分散，要求
“广” 和 “多” 式的 “一网打尽”，是对自然人生命利益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泛化相反的是 “细分”，即生命利益法律保障的

细化划分。在这里， “细化” 要求的是生命利益划分的准确、集中，以及切实有效的保护； 而泛化保护则相反，无限扩大目标
人群，虽然针对所有的自然人，却试图将搭点边界的人群，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等都 “一网打尽”，或者将自然人的生命利
益大而化之地 “一网打尽”，只给予 “生命受法律保护” 的虚泛承诺，而让自然人的生命利益的立法保护与理论研究都陷入困
顿之境地。
〔17〕我国 《国家安全法》 第 2 条规定的 “国家安全” 定义，强调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等，便是理解生命安
全的重要参照标准。
〔18〕我国 《防震减灾法》 第 73 条规定，地震灾区的地方各级政府应当组织做好救助、救治、康复、补偿、抚慰、抚恤、
安置、心理援助、法律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工作。其中的 “心理救援” 就是生命安宁利益受保护的立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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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 精力充沛， 具有良好的生理、 心理和精神机能与功效的生命利益状
态。其中，健康是指自然人在有命、生存和活着的前提下，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
好的状态。传统的健康观，是 “无病即健康”，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定义，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 ，还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
会上的完好状态。由此而言，心理上的健康与生理上的健康同样重要， 这便是现代 “健康 ” 的
〔19〕
健康在生命的三维系统里， 强调自然生命的尽可能长的维持和存在， 在社会
完整科学概念。

生命的宽度层面，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包括工作关系等 ； 而在精神生命的高度层
面，能达到心态正常、心理平和，有积极的爱好和高尚的修行等。所以，健康是自然人生命保障
〔20〕
的一种基本前提。
6. 禁止侵害他人生命
“禁止侵害他人生命” 是指不准许、不许可以非法手段和方式， 伤害、 剥夺或者损害他人的
生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和精神安宁利益的情形 。 我国 《刑法 》 第 232 条 － 第 235 条规定了侵
害他人生命后的四种犯罪形态，即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和过失伤害他人
致人重伤等四种犯罪。在这里， 生命利益处于 “生命权侵害 ” 后的救济利益形态。 一旦生命利
益被侵害，则首先采取我国 《刑法 》 上的罪罚追究方法， 即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3
年以上 10 年以下、3 年以上 7 年以下、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以及民法上的民事赔偿方法，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
7. 生命损害求偿权
“生命损害” 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因为一定行为或事件而遭受到不利、 不良后果或不良状态，
并导致生命利益损失、受损或者危害的情形。这时，生命损害是生命利益受到伤害的一种结果形
态，在民法上便必然转化成一种受害人的 “求偿权 ” 或者赔偿要求权、 救济请求权等等。 在这
里，受害人包括生命权人本人和其近亲属 ，其本人为直接受害人，而其近亲属为间接受害人，依
〔21〕
应当说，这种权利是生命利益处于消极状态时的一种事后救济
法享有生命损害的 “求偿权”。
权利，具有从生权利或者衍生权利的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3 条中规定， 自然人死亡后， 其近亲属因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 向
法院起诉的，法院依法受理，就是这种求偿权属于衍生权利的司法解释诠注 。
8. 生命处断权
所谓生命处断权，是指对自然人的生命利益处理决断层面上的权利 。从民法理论上看，这个
名词或者生命利益的权利化，似乎有非法或者涉嫌非法之嫌疑。然而，生命利益既然属于私权范
畴，在生命利益被细分化之后，必然出现自然人的生命处于或者进入某些非正常或者非常态或者
非健康，甚至于非可维持与持续的状态时 ，比如，PTSD 状态、罹患严重的功能衰竭疾病如癌症、
身体四肢瘫等，自然人自己寻求尊严死与安乐死，或者因为发生严重的心理损伤，自然人以自杀
的方式死亡，还有自然人因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被依法进行现场处置而致死或者受伤等等，
都是生命权处断的情形。尽管尊严死或者安乐死以及自杀， 可能涉嫌生命利益的非法处断， 但
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利益，在特定情况下的现场处断，则是合法有效的。不论生命利益是否
合法处断，其生命权的自然丧失的事实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
9. 生命利益交易权
〔19〕现代人的健康内容，包括： 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环境健康等。所以，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生的第一财富； 健康是一种心态。
〔20〕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公式： 健康 = 15% 遗传因素 + 10% 社会因素 + 8% 医疗条件 + 7% 气候条件 + 60% 自我保健。
〔21〕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 18 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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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利益交易权，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自然人的生命利益可以依法进行合同交易的权利 。在
这里，主要是指成为保险利益的生命利益 ，人体器官、体液和组织的捐赠等层面的生命利益 。立
法例中，人身上的保险利益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利益原则 、同意原则、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我国
〔22〕
采用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这在我国 《保险法》 第 31 条中有明确规定。
应当强调的是，一般
情况下，生命利益是不可交换的。比如，2002 年 12 月 8 日，德国人迈韦斯在庭审中辩称，其食
人行为是在被吃者同意的情况下， 把他杀死并吃掉， 只能算是对对方施行 “安乐死 ” 或者 “自
〔23〕
杀援助” 行为的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
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合法背景下， 生命利益交
易权才能成立。在于欢案件中，以正当防卫为基础的防卫过当型故意伤害 ，便是从杜志浩的生命

利益消极交易，到于欢正当防卫生命利益的积极交易 ，再到于欢防卫过当演绎成故意伤害的生命
利益综合交易的现实例证。

结

语

从社会文明和中国梦的内涵即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角度看， 生命权立法的前
提，除了 “人民幸福” 这个个体或微观的法律文化需求外， 便是 “民族振兴 ” 这个中观层面即
各个民族的人民，其生命利益受到严密的保障和保护， 构成其民族振兴的基本保障。 在此基础
上，“国家富强” 作为一种宏观层面的生命利益受保障的国家整体制度设想 ， 便成为一种宏观的
国家 “安全机制” 的表现。
把生命利益归结为消极利益，是截取生命权侵害的一种情形，从而把生命权的保护加以完全
取代的消极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方法的最大局限性在于， 生命作为一种生命个体 “活着 ” 的
利益，要从其周围获得生命维持、维护和支持的各种物质，包括食物、住房等物质条件，精神安
宁等安全感一类精神条件，还有保障这些条件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这种现象， 不是立法上的
“视而不见” 或 “理所当然 ” 的惰性思维就能完全抹杀的。 弗洛姆 “人能毁灭生命 ” 的哲学思
路，黑格尔 “三种生命观” 的思想， 为我们走出生命利益的单一结构或者消极存在样态， 提供
了思维逻辑层面的强有力的方法支持 。
我国出现生命权泛化保护现象， 我国 《民法总则 》 对生命权立法采取 “人身权打包立法 ”
的做法是令人遗憾的！ 这种做法， 是不符合我国 《国家安全法 》 以 “人民安全为宗旨 ” 以及
《立法法》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 具体， 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 要求的。 要强化生命权保护，
就应当分层次规定生存权、生命受保护权、生命安全权、生命安宁利益权、生命健康权、禁止侵
害他人生命、生命损害求偿权、 生命处断权和生命利益交易权等内容。 惟此， 才可能实现 “守
〔24〕
〔25〕
成策略的法典编纂”
任务，表现出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
责任编辑： 王国柱

〔22〕我国 《保险法》 第 31 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 1） 本人； （ 2） 配偶、子女、父母； （ 3） 前项以外

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 4） 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
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
同无效。
〔23〕参见蓝蓝： 《德国判吃人恶魔迈韦斯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入狱 8 年半》 （ 原载于 2004 年 1 月 31 日 《解放军报》） ，http： / / news. sina. com. cn / o /2004 － 01 － 31 /09561680682s. shtml，2017 年 1 月 31 日访问。
［日］ 穗积陈重： 《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9 页。
〔24〕
〔25〕参见王利明：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 页 － 第 5 页。在这部著作中，王利明先生
还有一篇 《人格权法让人们活得更有尊严》 的论文 （ 第 201 页 － 第 205 页） ，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格权包括生命权的严密
保护，这种严密保护是 “人民的福祉” 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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