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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与正义
休谟的财产正义观探析

李蜀人

（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休谟想哲学思想在当时是非常独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是如

此。他完全不同意当时开始流行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认为这些思想都是没有

事实根据的思辨设定。根据他的人性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的产生是同人们

生存直接相关的，是在人性上的自私和和外在自然条件的有限性这样的条件

限制下形成的。因此，社会中重要的正义原则就必须既同人们的知性和情感

相联的，又同人们的财产相关的。为此，休谟提出了他的财产正义观，其目

的就要维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观念。这一观念对于后来西方现代社

会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方政治哲学中应该注意的一

个基本问题。否则，我们的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就会远离实践领域而成为

思辨哲学的某种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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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

1776年8月25日） 的思想是很独特的。

首先是他改变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理性传统，提出了情感主义的

政治哲学思想。在他之前的西方政治哲学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哲

学。这样的政治哲学认为正是理性人们才能够群居在一起构成与动物

群居方式不同的人类社会。因此，可以说在休谟之前的西方政治哲学

都是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人就是理性动物”
①
这一思想的直接深

入。

其次是他批判了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思想。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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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页 -第 8页，即My owe li fe。那是休谟去世前四个月自己撰写的自传。

① 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人类 [除了天赋和习惯外 ] 又有理性的生活，

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 见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

馆 1997年第 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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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起源的研究是从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开始的。后来的洛克和

卢梭等人都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在社会契约论思想中还

是有一些区别，但是，在坚持社会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理性按照

某种一致同意的原则而达成契约而形成的这一点上，他们又是高度一

致的。其实，这样的社会契约论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人天生就是社会

性动物”思想的近代反叛。 ①

由于休谟认为理性是不能作为政治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理性只

能解决真假而不能说明善恶问题。善恶问题是实践问题，任何实践问

题都是同情感相关的。所以，他是不赞同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因为对

他来说，契约论思想也没有能够说明社会的起源。因为社会契约论中

的一些基本前提，比如人们的一致同意、原始平等等这些设定都是没

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国家

的形成都是通过暴力获得的。

最后，休谟提出了他独特的正义理论。因为对于他来说，形成社

会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的生存，而生存中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的财产

问题，因此，他特别重视财产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他从道德与政治

两个层面论证了财产与正义的关系，并提出了一套评判社会建构有效

性和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标准。

然而，人们对于休谟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他的财产

正义观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尽管在萨拜因著的《政治学说史》下卷第

三十章 ②和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下）的第二十二章中 ③都

已经涉及到了休谟政治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休谟

政治哲学整体思想进行研究，因而我们很难从中看到休谟政治哲学思

想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很难看到他的政治哲学同他人性理论之

间的密切关系。

同样的，罗尔斯在他的《政治哲学史讲义》一书中有一章专门研

究了休谟的政治哲学。他特别注意到了休谟对于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并

①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 7页。

② [美 ] 萨拜因著，索尔森修订：《政治学术史》，邓正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 289页 -296页。

③ [美 ]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人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 617页 -第 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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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了休谟的功利和正义的关系。 ①但是，对于休谟政治哲学的整体

性，罗尔斯的研究也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了休谟的财产正义

等同他自己正义论的相关思想而忽视了对于休谟正义观内在逻辑的

研究；哈耶克写于1963年的那篇重要论文《大卫•休谟的法哲学和政

治哲学》是对于休谟政治哲学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章。因为哈耶克明确

指出了休谟政治哲学思想的独特性，特别注意到了休谟对于理性局限

性的批判以及正义与财产关系等思想，明确指出了休谟已经注意到了

社会秩序构建的自发性问题。然而，哈耶克也没有注意到休谟政治哲

学思想同其哲学思想体系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②这样，我们对于休谟

政治哲学思想的整体性仍然还不是十分清楚。

我们认为，休谟政治哲学思想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

分。因为正是休谟的知性理论才能为休谟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套全

新的思路和方法。因为正是他的知性理论，他才有可能对于理性主义

进行批判，从而才可能将政治和道德这样的实践哲学问题转移到情感

基础之上。而只有在情感基础之上，他才能够提出以财产权为核心、

以功利主义为根据的正义理论。

知性和情感，在休谟看来，就是人性构成的两个部分。两者又是

同时统一在人身上的。所以，他认为知性与情感应该具有内在的逻辑

关联。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人性才是休谟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

他政治哲学的基础。我们只能从这样的思路上去看待休谟的政治哲学，

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出休谟政治哲学思想真正意义所在。

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他的正义观则是其核心。因为只有理解了休

谟的正义观，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他的政治哲学。

然而，对于休谟正义观的研究，尽管已经有了很多成果，这些成

果对于理解其正义观都有极大的启发，但是，总体上说，这些成果还

不够全面和深入。因为一般的研究仅仅注意到了休谟正义观的基本内

容和思想，没有注意到休谟提出这样独特正义观的基本思路和基础；

也没有深入分析休谟人性论同他正义观之间的关系；没有清楚地说明

休谟正义观中人为之德“人为”的含义；对于其中的拥有、实效、增

① [美 ]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李丽丽、林航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第 161页 -第 192页。

② [英 ] 哈耶克：《经济、科学和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 551页 -第 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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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继承等方面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

为此，本文将从休谟正义观的提出、基本内容、主要特点等方面，

特别是同他的人性论、知性理论和情感论的联系上，全面论证休谟正

义观的主要思想和意义，以便深入对于休谟政治哲学的研究。

一

休谟认为人类建构社会时是处于这样一个两难的境遇：一方面，

由于有知性，人们便会知道过社会生活肯定比过个人生活对自己有利。

因为个人的很多愿望都只能通过人们的联合才能够实现。即便从生存

条件来看，休谟也认为人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够生存下去。因为自然

赋予了人很多欲望但有没有赋予人实现这些欲望的手段。而动物却不

是这样的。动物的欲望与其实现欲望的手段是几乎是一致的。因此，

休谟认为，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人只要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

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 ①因

为当人单独劳动时，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可能完成任何重大任务；

由于他的劳动技能是不完善的，他的劳动就不可能实现他的全部愿望；

由于他的能力和技能的发挥是不稳定的。因此，单独的个人劳动是不

可能让人生存下去的。然而，如果采用社会合作的生存方式，那么，

人的能力就会得到提高；如果实现社会分工，那么，人的才能就会增

加；如果采用社会互助，那么，人就会减少意外和偶然事情的伤害。

因此，人们认识到只有组建社会，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因为社会就

能够保证每个人生活比他自己单独生活要好。

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个人在本性上是自私，尽管人性还是有一些

有限慷慨的。因此，他们总是会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和社会

的利益，总是想侵占别人的财产，将其纳入自己的财产之中。从这种

意义上说，人们又会破坏社会的建立。

这样，休谟认为，从人性上说，构建社会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将人

当作为社会的破坏者，把人们假想为一群无赖之徒。对此，休谟说道：

“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

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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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 ①

既要构成社会同时又要破坏社会的这一人性上的矛盾使得休谟

坚定地认为一套完整的正义原则对于社会构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正

义法则不仅能够防止人去破坏社会而且还可以对自然资源的稀缺进

行公正的分配使得人们都可以拥有自己必备的生活物品。对此，他说

道：“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于野

蛮和孤立的状态，那种状态比起我们所能设想的社会中最坏的情况来，

要坏过万倍。”
②

然而，在休谟看来，构建社会的正义法则就不是自然之德而是人

为之德，是为了保证社会构建和稳定而人为设计的德性。这样的人为

设计就必须考虑主观人性和客观生存条件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人性上看，在休谟看来，人不是极端自私又不是完全仁爱的；

从外在条件上讲，人生存的外在条件既不完全富足又不完全贫乏。因

为他认为如果人极端自私或完全仁爱，人们也不可能有正义；如果外

在条件完全贫乏或完全富足，人们也不需要正义。正是由于这两者中

的中间性，人们才会设计出了正义这样的德性来调节人与人在生存中

的关系。
①

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休谟是这样考虑人们对于正义原则的设计：

他认为，当人类早期由于两性之间的自然欲望将两性结合在一起

并要维系这样的两性关系以及对他们子女的共同关切时，这时人类就

产生了一种新关系，即家庭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凭借其优越的

体力和智慧这些有利条件管理着家务，同时由于他们对子女有一种自

然的爱，所以他们在对子女行使权威时便会恩威并重。

当然，由于人有自私性，家庭成员也总是关心自己多于关心家人。

这对家庭生活是不利的。不过，休谟认为，人还有有限的仁厚一面。

例如，家庭中总是父亲占支配地位，但是，大多数父亲并不是只关心

自己，他还要关心妻子和子女。时间一长，子女便会形成依靠家庭对

于他们生活是有利的这样一种习惯，这样的习惯让他们逐渐能够认识

① [英 ] 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 第 26页。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 538页。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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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们聚集起来的共同生活是对自己有利的。 ②

不过，在休谟看来，人们要认识到社会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利

主要还是同人们的认识相关。只有人们能够认识到社会与家庭的不同，

人们才能够真正知道社会对于人们生存是必需的。因为社会不是自然

形成而是人为设计出来的。

人们要设计社会，就必须考虑到同人们生存相关的主观和客观这

两个方面的因素。例如，人性中的自私，在他看来，就是社会产生的

一种障碍。因为自私可以让人对自己的亲人给予很多的爱而给予自己

不熟悉的人很少的爱。这就会引起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又如，我

们都想享受我们通过自己劳动和幸运获得的物品。但是，我们自己的

这些物品却有可能被他人通过暴力而强占。因为自然的物品总是有限

的。这样，人性上的自私和自然资源的稀缺就使得早期人类不可能在

自然中寻找到一种构建社会的方法。他认为：“补救方法不是由自然

得来，而是由人为措施得来的，更恰当地说，自然拿判断和知性作为

一种补救来抵消情感中的不规则的和不利的条件。” ①

为此，休谟认为人们要真正形成社会还必须使用知性判断，判断

出人们生活中的动乱就在于我们对于财富占有的方式是非正义的，就

在于一些财富在人们之间可以通过暴力等方式随意被侵占或剥夺，人

们不能稳定的占有财富。

不过，他又认为仅仅有了一些这样的知性判断还是不够的。因为

判断还是认识。认识是不能够决定人的行为的。人的行为是实践。实

践是同人的情感相关的。因此，在他看来，补救方法只能在实践中去

寻找。他认为只有人们找到了将他们联合起来的方式和原则形成社会，

人们便能够生存下去。

要实现这些目的，休谟认为：“只要通过社会全体成员所缔结的

协议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稳定，使每个人安享他凭幸运和勤劳或获

得的财物。通过这种方法，每个人就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地占有

的；而且情感的在其偏私的、矛盾的活动方面也就受到了约束。这种

约束也并不违反这些情感；因为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会投入这样约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26页 -第 527页。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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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并加以维持；这样约束只是违反了这些情感轻率和鲁莽的活动。”

②

休谟在这里提出的“协议”（convention）这个概念与社会契约

论的“协议”是不同的。因为休谟的“协议”是没有许诺含义的协议。

他说道：“这种协议就其性质而论，并不是一种许诺（promise），

因为甚至许诺本身也是起源于人类协议。这一点我们后来将会看到。

协议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感觉。这种感觉是社会全体成员相互表现出

来的，并且诱导他们以某些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
①

例如，我占有我的财物而你占有自己的财物，对我和对你都是有

利的。因为人们都能够感觉到各自占有各自的财物是对自己有利。这

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协议来调整我们的行为而不需要我们双方

达成许诺。就像两个人划船一样，两个人仅仅是根据约定或协议而不

需要两人进行许诺，两个人就能将船划走。因为任何一方偷懒，船都

不能划走。这里并不需要任何许诺。

通过“协议”，休谟就将所有人都纳入到社会之中。在他看来，

在社会中，由于人们签订了正义的“协议”，人们便可以安全而合理

地享受自己的财物。社会也不会因为财物纷争而动荡。为此，他说道：

“只要通过社会全体成员所缔结的协议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稳定，

使每个人安享他凭幸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通过这种方法，每个人

都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地占有的；而且情感的在其偏私的、矛盾

的活动方面也就受到了约束。” ②

这就是说，休谟认为，只有正义的协议形成之后，人们才能够形

成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所以，他才说：“正义起源于人类协议；这

些协议是用以补救由人类心灵的某些性质．．和外界对象的情况．．结合起

来所产生的某种不便。” ③这里的“某种不便”他看来，就是指人性

的两面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的特性。为此，他会认为：“正义只是起．．．．．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30页。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30页。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30页。

③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34页



8

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

的供应。．．．．”
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休谟所谓的“协议”并不是一种人造原则

而是指人的某种感觉。他是这样说道：“但是如果协议是指一种对共

同利益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人在自己内心里感觉到、在自己同胞身

上觉察到、在自己和他人协力时将自己带入一个旨在促进公共的效用

的一般行为计划或体系中的，那么必须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起

源于人类的协议。”
② 

这样奇怪的思想是同他的一大发现相关的。休谟发现，道德中的

善恶性质并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人心中的某种感觉。他自己认为他的

一发现是他对哲学的一大贡献。就像近代物理学发现声音、颜色等也

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人心中的知觉那样重大。因为物理学上的这一发

现，在他看来，促使了近代物理学的加快发展。对此，他说道：“恶

和德可以比作声音、颜色、冷和热，依照近代哲学来说，这些都不是

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道德学中这个发现正如物理学那个发

现一样，应当认为是思辨科学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虽然这个发现也

和那个发现一样对于实践都简直没有什么影响。”
③

同理，他就将“协议”看作是人的感觉，即一种人们对于公共利

益的共同感觉，即休谟提出的“同情”。正是“同情”，即人人都具

有的这种正义的共同情感，使得人们可以按照“正义”原则来调整各

自的行为。这就是休谟称之为“协议”（Convention）的含义。这样，

休谟认为他的“协议”不过是人们某种共同的感觉。不过，这样的共

同感觉可以对每个人的行为构成约束和限制，从而将人们联合起来形

成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他看来，正义就是起源于公共效用的感

觉。他说道：“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惟一起源，对这一德性的有益后

果的反思是其价值的惟一基础；这个命题则令人好奇和重要，将更值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36页。

② [英 ]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 157页
 曾晓平译的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 》一书中，对于休谟 使用的 “ convent ion”这个

英文单词，他译为“约定”，在这里我将其译“协议”，以便通畅一些。

 这里休谟显然是受到洛克第二性的质思想的影响。

③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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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考察和探究。” ①

二

按照这样的思路，休谟认为正义关涉的主要是财产问题。因为休

谟认为没有财产人便无法生存。对生存而言。财产始终是第一位的。

而且人自私和资源的有限性就使得在社会中一起生活的人们必须对

于所有的财产进行合理的限定和分配。只有这样，社会生活才有可能。

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过上好生活。因此，可以说，休谟的正义论

就是一种维护个人财产的理论。

在财产问题上，休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财产可以从一个人转

移给另一个人。在转移时，物品的性质没有变化，但是，财产性质的

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鼻烟壶从原来是我的变成现在是你的，

其本身的性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鼻烟壶仍然是鼻烟壶，但是这个鼻

烟壶现在是你的而不再是我的了。这一现象使得休谟想到了财产权问

题。但是，在休谟看来，这样的财产权改变必须符合正义规则才有可

能，因为任何不符合正义规则的转移都会引起社会动荡。这样，休谟

的正义观就会涉及到财产的占有、转移和许诺等方面的内容。

这样，休谟认为财产就是正义原则作用下占有或转移的物品。例

如，一颗苹果仅仅是苹果，但是，这个苹果在社会中肯定是要么是你

的，要么是我的。你的和我的就是指财产的“财产权”。对此，休谟

给出的定义是：“财产权可下定义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则和道德上．．．．．．．．．．．．．

的公平的范围以内．．．．．．．．，．允许一个人自由使用并占有一个物品．．．．．．．．．．．．．．．．，．并禁止其．．．．

他任何人这样使用和占有这个物品的那样一种人与物的关系．．．．．．．．．．．．．．．．．．．．．．．．．．。．”
① 这

就是说，财产权指在正义和道德范围内，人们有权自由使用和占有一

个物品，将这个物品完全地归属于我而不是属于其他人。任何人不得

以任何非正义的方式再去占有和使用这个物品。因此，财产权的实质

就是在观念上指明了所有财产的归属问题。

所以，在休谟看来，对于财产权的调节就是他的正义原则的主要

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正义原则还可以使用于社会政治、交际圈、家

庭等环境之中。其表现为忠于政府、忠诚家庭等等德性。不过，休谟

① [英 ]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 35页。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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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正义也是一种德性的话，那么，这一德性的主要作用就是

为了建立正义的社会秩序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

问题是，按照休谟的论证，人既然都认真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

的利益又是赖于正义的遵守，而这个利益又是为大家所公认，那么人

们就会问社会中为什么还会有纷乱或动乱？

休谟对此的解释是：人们情感的多少或高低是与他们对对象的想

象或观念强弱程度成比例而不是与对象的内在价值成比例的。对象给

予的感情强，人们就容易受到这样强烈感情的作用而行动，而不管对

象的价值多少和高低。这样，人们根据情感而实施的行为就往往只会

关心当前利益而不关心其长远利益，这也就是休谟所谓的人在情感上

的“舍近求远”。
②
甚至在情感的作用下，有时人的行为还会同他自

己的利益相矛盾。例如，喝酒对一些人是快乐的。但是，喝醉了就会

伤害身体，给人带来痛苦。

由于人们都具有这样舍近求远的情感，所以，休谟认为人们都很

容易做一些不正义的行为。如果不正义的行为多了，就会引起社会动

荡。不过，要将这样一种舍近求远的情感改变为舍近图远的情感，休

谟认为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是不能改变其自身内在的这

些自然情感的，即情感是不能够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只能去改变一

些诱发情感的一些外在条件，使得将遵守正义原则成为人们最切近的

利益而将破坏正义原则成为人们遥远的利益。

由于他又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因而要求社会中每个人做到这一点

是很困难的。但是，对少数人来说，休谟认为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因

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必要的政治手段或制度让这些少数人同实施正

义行为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实施正义，包括让社会大多数人实施正

义，就成为了这些人的根本职责所在。这些人，在休谟看来，就是我

们民政长官、国王和他的大臣、我们的长官和统治者等。这些人基本

职责就是为了维护正义。他们组成的机构，休谟认为就是政府。

（government）① 这样，通过对于情感仍然会引起社会动荡问题的论

证，休谟就提出了他的政府产生的思想。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75页。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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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一方面，政府中的公职人员，由于同国内大多数人没

有直接的私人关系，对于任何不正义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现实的利益可

图，所以，他们就会去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始终执行正义的行为，

稳定社会现状；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一些政府手段来强制其他人将

遵守正义的法则也作为自己现实的直接利益而不尊重正义作为自己

的遥远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个人情感的作用，人们一般都不能够看清楚

或者不能够完全看清楚什么是正义或什么是不正义的。然而，由于政

府不是任何个人的代表，也没有个人情感的影响，所以，政府对于正

义的判断是清楚的。一旦政府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正义的，这

就会阻止人们去实施不正义的行为。

因此，休谟认为政府就是一种为了实现正义，人们设计出来的一

种巧妙发明。他说道：“这个政府虽然也是由人类所有的缺点所支配

的一些人组成的，可是它却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

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 ①

这样的“最精微的、最巧妙的”的发明关键就在于正义原则的产

生。他说道：“不过人类虽然可以维持一个没有政府的小规模的不开

化的社会，可是他们如果没有正义，如果不遵守关于稳定财物占有、

根据同意转让所有物和履行许诺的那三条基本法则，他们便不可能维

持任何一种社会。因此，这三条法则是在政府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

并被假设为在人们还根本没有想到对民政长官应该有忠顺的义务之

前，就给人们加上的一种义务。” ②

这就是说，正义对于政府建立是在先的，是在逻辑上第一位的。

真正合法而有效的政府都必须奠基在正义原则之上。为此，休谟详细

阐明他正义原则。

在他看来，正义原则主要包括“财物的占有、根据同意转让财物

和履行许诺”这三条法则。因为这三条法则基本概况了财产的拥有、

交换和稳定等基本问题。他说道：“什么地方财物占有是不稳定的，

什么地方就必然有永久的战争。什么地方财产权不是根据同意而被转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79页。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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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什么地方就没有交易。什么地方人们不遵守许诺，什么地方就不

能有同盟或联盟。”
③

有意思的是，休谟又将他的财产正义观同他的情感理论相联，认

为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财产权会在人的情感上产生骄傲和谦卑两种情

感。休谟这样说道：“那个被认为是最密切而且在其他一切关系中最

通常产生骄傲情感的关系，乃是财产权．．．关系。” ①

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中的财产是人的才能和机遇通过采用正义手

段得到的。因此，财产，例如，自己的房子、自己用品等等，都会在

拥有者情感上带来愉快或痛苦两种情感，从而产生出骄傲或卑微这样

两种情感的变化。这就涉及到了道德。在休谟看来，给予人快乐的就

是道德的；给予人痛苦的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对于他而言，财产不

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还具有道德意义。他说道：“财富的本质就在

于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适的能力。” ②而相反的贫穷只能引起不快

和谦卑。因此，休谟认为贫困既是不正义的也是不道德的。这样，努

力使得人们在财产上富裕便是政府最基本的正义目的。如果一个政府

不能让人们富裕，人们是不会服从这样的政府的。

其实，按照休谟的观点来看来，所谓的财产就是被社会正义法则

所确认的可以被人稳定占有的物品。所以，财产的稳定则他必须解决

的问题。他说道：“如何分配他们的所有物，并分给每个人以他在将

来必然可以永久不变地享有的特殊部分。”
③

在他看来，如果要保证财产稳定，最自然的方法就是要求将财产

权永久固定在这个所有物之上。这就是说，休谟认为只有承认财产权

这个观念才能够保证财产的稳定占有。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财产权

将一个物品归于这个人，将另外一个物品归于另一个人。

然而，休谟发现上述规则仅仅适合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因为那时

人类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人们的关系也比较单一。随着社会的发展，

③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609页。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345页。

②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351页
③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 543页 -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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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内在结构已经很复杂，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很丰富。仅仅是财产

权这一规则还是不够的。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仅仅使用这样的规

则还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例如，这条规则没有考虑财产的偿还

问题。有时这一条规则还有可能使得一些非正义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认

可。例如，政府为了国家的一些利益而征用私人土地而不考虑赔偿问

题。因为如果政府占有了私人的财产而不给予私人合理赔偿的话，那

么，社会又会因为私人财产受到侵害而出现动荡。

因此，休谟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我们还要考虑维持财

产占有稳定的其他相关社会条件。只有将这些条件考虑清楚后，我们

才能够完全保证在社会中财产权不会被破坏，社会才可能长治久安。

在他看来，这些相关的社会条件包括“拥有”（Occupation）、“实效”

（Prescription）、“增值”（Accession）和“继承”（Inheritance）

等因素。 ①

但是，这些条件是很复杂的。比如，在财产的“拥有”上，人们

有时就不能确切地分辨“拥有”一词的含义。例如，一只野猪落在我

们的陷阱中，如果它“不可能”逃脱的话，它就会被认为被我们拥有。

然而，我们又对“不可能”是什么意思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不可能是现在不可能还是永远不可能。可是，如果没有“不可能”逃

脱这个条件，那么，野猪就不能说被我们拥有了。另外，我们对拥有

的范围也不能给出确切的定义。一个人到一个荒岛，可以说他拥有了

这个岛，但是，如果一个人即便到无人的大不列颠群岛，也很难说他

就拥有了大不列颠。 

为了解决拥有这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因为拥有时间的含混性，休

谟认为还必须考虑财产的实效性问题。例如，一个人的财产现在是很

清楚的，但是，五十年以后就有可能不清楚了。因此，拥有必须要区

分暂时拥有、长期拥有和永久拥有这样界限；又例如，落入陷阱中的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45页。
 休谟还举出了兔子和苹果的事例来说明占领的意义。一个人追一只兔子，兔子已经筋

疲力尽了，突然另外一个人将该兔子抓住了。我们会认为抓住兔子那个人是不正义的；

但是，一个人先看到树上有一个苹果，但是，后来一个人先于这个人将苹果摘走，我们

不会说摘走苹果的人是不正义的。休谟认为这涉及到兔子有人的劳动而苹果是自然的。

见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47页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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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野猪，如果现在不可能逃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占有它。

但是，如果第二天不小心，那只野猪逃脱了，那么，那只野兽就不在

属于我们了。

又如，如果我拥有了一座花园，那么，花园中所有的果实也应该

属于我们；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只动物，那么，该动物所生的幼小动物

也归我们。这就是财产的增值。但是，相反则不能成立。如果我买了

一个苹果，但是，我就不能说生产那个苹果的果园是归我的。我买了

一只幼小动物，但是我不能说生产那个幼小动物的大动物就归我。因

此，在财产拥有上，在休谟看来，只有小的从属于大的，才能够形成

财产的所有关系而绝不能相反。

休谟所处时代已经是一个殖民时代。因此，当一个人到了一个荒

岛上，那么，就可以说，他就拥有了那个荒岛。但是，当一个人到了

无人的大不列颠群岛则不能认为他拥有了那个群岛。因为大不列颠群

岛太大了。这也是休谟考虑的增值问题。

休谟还给出了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正义原则这些复杂性：一个德

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西班牙人走进一个房间，房间内的桌子上放

着三瓶酒：一瓶是德国酒，一瓶是法国酒，一瓶是西班牙酒。假设他

们对如何分配这些酒产生了分歧，那么，一个被选为公断的人，为了

表示他自己没有任何偏见，他就会把本国的酒分给各人。德国人得到

德国酒。法国人得到法国酒。西班牙人得到西班牙酒。这时，那个人

所采用的分配原则就是增值原则。因为在这个人看来，德国酒就是德

国人生产的酒。所以，德国酒就应该归德国人。同理，法国酒就是法

国人生产的酒。西班牙酒就是西班牙人生产的酒。但是，问题是德国

酒也可以由法国人生产；法国酒也可以由德国人生产等等。显然，这

样分配方式是有问题的。这里涉及到了对于德国酒、法国酒和西班牙

酒的定义等问题。
①

一个人死后的财产应当属于谁的问题就是休谟所谓的继承权问

题。一般的原则是根据父母或近亲的同意和人类的公益，人们都会同

意将死者的财物传给死者最亲近的人，例如子女。这样，借助于财产

权，人们就将死去的父母同子女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死者的子女不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50页 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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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那么，这样的遗产给其子女是不是正义的呢？又如，如果一个

人死后没有子女，而且他的财产一部分来自男方，另一部分来自女方，

那么，他的财产如何分配呢？

休谟在一个注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按照休谟的看法，这时的财

产分配就应该是将死者的财产来自男方的归男方，来自女方的归女方。

这样的分配确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男方或女方中有一方是吝啬

鬼，那么，坚持这样的继承法是不是正义的呢？因此，休谟认为继承

法也不能够仅仅是自然的，最合理的继承法还必须考虑人为的正义法

则。

因此，休谟认为，如果拥有、实效、增值和继承这些条件都被认

为是自然的，那么，尽管它们对于社会还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但

是，由于这些条件没有考虑合理与不合理的正义问题，因此，这些条

件又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又是不够的，有时甚至还会同人类社会的一些

需要和欲望产生矛盾。所以，在他看来，这些条件必须是以人为的正

义法则为基础对于社会才是普遍有效的。同时，由于正义分配原则是

很复杂的，仅仅只考虑一个方面或一些方面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

认为正义原则不是一条或一些原则而是一套完整的正义体系。这是休

谟在论述正义时多次强调的。

同样的，财产不仅有占有问题，而且还有财产的转移也是社会中

更为普遍的现象。在财产转移中，休谟提出了依据同意才能够进行财

产转移的法则，即“除了所有主同意将所有物和财产给予另外一个人

之外，财物和财产永远应当是稳定的。” ① 这就在理论上排除了使用

暴力强占他人财产的合法性。因为只有创立了这样的人为法则，人们

在财产转移上才不会产生纠纷。

同样的，人们之间的许诺也是如此。由于天性是自私的，所以，

人很难为了别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动。除非他们想得到某种相互利益。

这种利益只有通过自己做出有利于别人行为才可能获得。但是，这样

的相互行为并不是同时实现的。肯定是一方先实现，一方先获得有利。

而另一方则暂时处于不利的境况。那么，后实现获利的一方这时只能

希望对方以感恩的方式来报答。然而，感恩往往又是靠不住的。因为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 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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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毕竟是自私的。因此，尽管今天我为你劳动，明天你为我劳动的方

式是很合理的，对大家双方都有利，但是，这又是很难实现的。因为

今天我为你劳动了，明天你有可能就不为我劳动了。这样，人们就只

能采取各自单独自劳动的方式。然而，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因为天气

变化的变化使得我们两人都因为缺乏相互信任都受到损失。因此，人

们又必须考虑相互合作的可能。这就是休谟提出许诺问题的原因。

许诺不仅表明了人做一件事情的决心而且还要通过语言公开向

人们表明了如果他没有做某件事情便会受到不信任的惩罚。这种不信

任就会约束人的行为使得人尽量去做许诺过的行为。因为许诺过的行

为肯定是对于大家都有利的行为。也就肯定是正义的行为。对自己有

利的行为是不需要许诺的。只要对于他人有利的行为才需要许诺。所

以，许诺行为也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行为。因此，在休谟看来，如

果许诺行为不能够得到实现，那么，虚假行为必然盛行。就整个社会

而言，虚假行为就会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出现问题，彼此之间就会产

生不信任，最终就会伤害彼此的利益。这样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所

以，许诺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而且还是人们利益的政治表达。

由此可见，休谟正义论的占有、根据同意对财产的转移和履行许

诺这三条法则，其最终的目的要维护社会中财产的稳定性。这样的稳

定性又是通过约束人的行为，使得人只能做既对自己同时又对社会都

有利的行为，即正义的行为来实现的。这样，休谟财产正义观的一个

基本思想就是：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休谟又认为仅仅是单一的正义原则，对于社会构建而言，

还不能直接发生作用。正义原则还必须同社会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才

能发挥作用。为此，休谟说道：“正义和忠实这两种社会性的德性的

情形则不尽相同。正义和忠实是对人类的福利非常有用的，或者说其

实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它们的益处不在于单个人的每一单个行为的后

果，而起源于社会整体或其大部分一致赞同的整个体制或体系。”① 例

如，在社会中不允许侵占他人的财物，就必须有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来

保证，否则，很难实现不侵占他人的财物。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又如，

如果一个坏人继承了财产，这可能是有害的，但是，对于整体社会而

① [英 ]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 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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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实现财产继承权又是有利的。这样，也必须使用一套法律体系来

保证继承权的实现。因此，对于休谟来说，政治的、经济的和法治的

三个方面都是他正义观中考虑的维度，也是他正义观所涉及到的主要

思想。

三

在西方政治哲学历史上，正义问题是由柏拉图为了找到一种评价

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而最先提出的。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正义的标

准主要是正义的观念。他们认为只有正义的观念得以成立之后，人们

才能够有正义的行为。因此，正义的观念肯定是优先于正义行为的。

但是，在休谟看来，恰恰相反，只有先有正义的行为，才能够有正义

的原则。只有有了正义的原则才能够形成正义的判断和观念。因此，

休谟认为正义并不是观念而是人们行为的原则。这个原则就体现在从

物品到财产的形成过程之中。财产才是休谟正义观中至关重要的对象。

特别是对于社会建构而言，不是观念而是财产才是社会的根基。这就

将思辨的正义转变为现实的正义。这一点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改变

了自柏拉图以来研究正义观的方向。

从这种意义上说，休谟肯定会认为正义原则既不是自然形成的，

也不是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尽管休谟并没有讲清

楚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本性是自私的，外在生存条

件又是有限的。因此，他说道：“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

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 ①

同时，他认为理性也不能创造出来正义。因为理性只是人的认识

能力，它对人的行为没有作用。对人行为真正其作用的是人的情感。

然而，情感也是自然的，人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情感。唯一可以改变

的是情感表达的外在条件，即社会条件。

情感的必然会同道德相关。因为对于休谟而言，道德的就是关涉

人们的苦乐情感的问题。在他看来，给人愉快的就是善的，就是道德

的；给予人痛苦的就是恶的，就是不道德的。不过，他认为人们情感

上的苦乐又是同人们的财产直接相关的。因为财产会使得人在情感上

产生骄傲也卑微这两种情感。财产的富足就会产生骄傲，骄傲就是一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40页。



18

种使人愉快的情感，因而也善的，也是道德的；相反，财产的贫穷会

使人产生卑微情感，卑微就是使人不愉快的情感，因而就是恶的，就

是不道德的。

为此，财产利益和道德就成为了休谟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基础。

休谟说道：“我们应当认为正义与非义的这种区别有两个不同的基础：

即利益和道德．．．．．；利益所以成为这个基础，是因为人们看到，如果不以

某些规则约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道德所以成为这个基础，

则是因为当人们一旦看出这种利益以后，我们一看到有助于社会的安

宁的那些行为，就感到愉快，一看到有害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为，

就感到不快。” ①

这就是说，在休谟看来，正义法则既有利益诉求也有道德要求。

所谓的利益诉求主要涉及到财产权问题，涉及到财产权的占有、根据

同意的转移和履行许诺以及财产的占有、实效、添附和继承等政治问

题；所谓的道德要求主要涉及到在财产基础上人的情感问题，是产生

人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问题。

为此，在政治上，休谟特别强调了政府在社会中坚持正义的意义；

在道德上，他特别重视个人履行许诺在社会中重要性。在他看来，政

府主要作用就是在社会实施正义；许诺的作用则要求个人要履行自己

的义务。他认为只有将公共的政治与私人的原则结合在一起，社会才

可能形成并持续发展下去。

但是，一方面，休谟又认为在社会中政治作用肯定要大于道德。

在他看来，道德的都只能在政治的作用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的。

因为休谟认为社会是人生存的原始条件。同时他又认为人是自私的。

必须用社会正义的法则对其加以约束。只有这样，人们之间的彼此行

为才不会相互伤害。因此，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则是休谟思考的重点；

另一方面，私人领域的道德也是必需的。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单个个

人做出的。因此，强调个人道德也是必需的。

为此，他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他说道：“世界上即

使没有许诺这样一回事，在一切大的文明社会中，政府依然是必要的；

而且许诺如果只有它本身的约束力，而没有政府的另外一种强制力，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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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许诺在那一类社会中将只有很小的效果。这个划分了我们公共义务

和私人义务的界限，并且表明，私人义务依靠于公共义务的程度，超

过公共义务依靠于私人义务的程度。” ①

这样，休谟就提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作用问题。一方面，

人们都知道公共领域是必需的。因为公共领域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和

利益。因此，人们如果要生存下去，公共领域则是必需的：另一方面，

私人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保持私人领域的稳定，从根本上保

证私人财产不会受到任何侵犯，才可能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维持

在正义的界限而二者不相互侵占。在休谟看来，只有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界限明确之后社会才能够持续的稳定。

休谟的这些思想不仅独特而且全面。因为他是从对于财产问题思

考开始他的正义观建构的。在他的建构中不仅思考了正义观的政治性

和道德性，而且还考虑法治建设的问题。

当然，休谟正义观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正义原则的形

成，他没有清楚论述其中的自发性，没有考虑到人类文化传统在其中

的重要影响；又如他认为正义应该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是什么

样的体系，他的论述并不清楚。尽管他也论述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但是，如何将政治的、道德的和法治的结合一起，他几乎没有论述；

道德与情感问题的论述中，知觉与情感的关系中有很多含混之处，甚

至还有很多心理描述，而心理描述则缺乏理论性等等。

但是，他对于财产那些细致而详尽的研究，对于亚当••斯密等人

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建立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为从财产到商品则是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路径；他的正

义原则是人为构建的思想也为后来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的提出

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的正义观中涉及到的分配正义，其思想对于罗尔

斯正义论的提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休谟财产正义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历

史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我们对此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

入。因为没有休谟的正义观，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内

在的逻辑和意义。

① [英 ]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586页 -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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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vid Hume'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very unique.

He totally disagreed with the theories of social

contract because he considered these ideas were

postulated by the speculative without fact.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formation of

mankind‘s socie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people’s

existence, and the linking with the human nature of

selfishness and limitations of natural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society must be linked with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s, and also associated with people's

property. Hume presented his ideas of the property of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ts

goal is to defen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the

private property 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Hume’s

ideas have had a huge impact for the later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Western societies. These ideas are also w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Hume Property Justice Emo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