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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一种基于共同人身
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

李风华

【内容摘要】　家庭是群己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是把握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家庭是一个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内部实行财产共产主义。家庭成员的共

同人身所有权与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互相嵌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个体。婚姻是个体

让渡人身所有权而形成的共同人身所有权，离婚是解除家庭中配偶双方的共同人身所有

权，死亡则是共同人身所有权的消灭，也意味着家庭的解体。长远来看，家庭必然将随

着国家的消亡而消灭，但目前家庭共产主义仍然是阶级再生产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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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风华，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长沙  410081）

何以为家？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中，与家庭有关的各种问题往往迅速成为舆论热点，背后

所折射的权利义务问题则表明，家庭的边界一直在变动。而准确把握当代家庭的本质，是构建一

般社会理论并理解各种与家庭有关的社会变化的前提。

本文的家庭指包含父母和子女的典型核心家庭。它是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所首先要面对的群

己关系，也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需要打交道的实践领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对家庭的

理解是认识群己领域的一个起步，同时也是把握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理

解家庭，不只是认识家庭本身，也是用以补足从个体到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社会图景。

笔者尝试从人身所有权的角度去理解家庭，将它定义为一个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

体。在这个基础上，婚姻、离婚、死亡都涉及个体的自我所有权和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之间的

关系。最后，本文极其简略地描述了家庭权利的历史变迁，在经济社会变迁的基础上，认为基于

阶级统治的国家才是界定家庭权利的终极决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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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家庭 ：一个政治哲学问题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家庭”。

一是社会学领域对“差序格局”的深入研究并导向对家国等中西、当代社会结构基本问题的讨论。

周飞舟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和“人情”等现象溯源至亲亲和尊尊伦理，肖瑛对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的家邦关系的梳理，以及陈映芳将“家庭”置入传统中国家－单位－个人的单位主义分析框架

的尝试，所有这些表明，社会学者正在致力于构建基于家庭的整体的社会解释理论。①

二是儒学领域对于家庭的重视并将其扩展至社会政治领域的努力。儒学虽然热闹多年，但

一直在政治和心性两者中往返折回，徒劳无功。姚中秋提出“由人伦而及政治”，着力于群己领 

域。②既然是群己领域，家庭的价值就自然而然凸显出来。毕竟儒学对于家庭的重视众所周知，

其孝悌友爱等观念有可能帮助它在群己领域拓展其应用空间。张祥龙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强调对

儒家家庭价值的回归，也属于此种努力。③

三是法学实证研究中对中国“家庭主义”的发现。黄宗智指出，中国法律中道德主义的倾向

比较突出，尤其见于家庭法。比如继承法规定，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多分财产，而不赡养者少得 ；

在财产继承方面，中国实行父母和子女一体的法则，而不是西方的夫妻一体法则。黄宗智据此提

出中国法律的“家庭主义”倾向，从而区别于西方。④

四是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对于家庭（族）权利结构的确认。徐勇指出，在家族影响仍然比较大

的社区，存在着一种基于血缘的家族内部进行权利分配的依据。⑤家族与家庭并非同一概念，而

且徐勇教授也强调指出，这种现象主要局限于华南一些聚居的自然村落。但是，“祖赋人权”提

醒了我们，作为群己领域中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家庭历史上具有一种内在的平等主义取向。

“重新发现家庭”，既是当代中国家庭的独特性的学术反映，也是学者们在构建中国式的政治

与社会理论时所必须着手的基本问题。但是目前这些探讨是比较零碎的，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当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完整的图像时，这就需要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哲学的讨论更具有抽象性，

有助于提出跨领域的基础问题 ；同时它现有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基础理论资源可以为家庭研究提

供思想支持。那么政治哲学应如何研究家庭问题呢？这里提出几点方法上的意见。

首先，应当从权利与义务安排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行为主义的家庭研究局限于社会学的

观察、实证和统计分析，这等于是撇开了哲学思考。而另一方面，如果将家庭神化，以致接近于

“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那也无助于我们认识家庭问题。⑥ 姚

中秋主张由人伦而及政治，这未免对家庭抱有过高期望，将它理想化然后再扩展至政治领域，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家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忽略。此外，笔者对那些比附式视角持以怀疑态度，

此类研究试图在家庭结构中寻找出与政治结构的类似性，然后挖掘出权力、统治、压制、律令等

政治形式。⑦这种研究往往不能把握家庭与其他群己领域、政治领域的合理界限，事实上歪曲了

家庭，不具有对现实家庭的权利义务安排进行研究的扩展可能。

其次，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当代“家庭”概念。单纯的权利义务研究很容易陷入各种法条细节。

黄宗智和徐勇等人的概括凸显其重要价值，同时也无法摆脱某种程度的局限性。他们在比较中概

括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殊价值（或文化），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将不同

文化的差异放大，而忘记不同文化中的本质性东西应当是一致的。看到中西有别，这是一种理论

进步。但之后再看到中西两者的相同，这才是理论原创性的更大进步。毕竟，中西家庭虽然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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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存在着许多区别，但当代最本质性的家庭观念仍然是一致的。

最后，将家庭置于更具一般性的群己领域，用新的理论来重构群己领域。理解家庭既需要把

握家庭内部——夫妻和代际的关系，还需要跳出家庭本身，从一般群己领域来看待家庭，只有这

样才能理解家庭的本质特征。这样，在理解家庭的哲学含义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构包含家庭在内

的群己领域。所谓重构，一方面是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并概括家庭和群己领域 ；另一方面是在新的

概括基础上，描述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家庭与群己领域的社会关系。

家庭 ：一种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

家庭首先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相对立，指参与者主观上能够感觉到共同属性的

社会组织，它有可能是一支军队、一个教区、一个班级、一个车间，等等。⑧从形式上看，共同

体与我们通常所称的组织或群体是一回事，不过共同体更强调群体的归属感。

家庭无疑是一种共同体，即韦伯所谓“最为省事”的共同体的类型。但家庭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命运共同体。⑨命运共同体不同于通常的组织或群体。阿马蒂亚·森认

为身份是多样的，而且可以选择。“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

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等，使我

们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每个人同时属于这许多个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她一种具

体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被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种单一的成员划分。”⑩尽管每个人都

有多种身份，但绝大多数身份并不能与家庭身份相提并论。“我”与某个人组成一个俱乐部，深

感高山流水，知音难得，甚至愿意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在生活中当然有。但是这种“我”与知

音的命运共同追求，只是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虽然“我”与知音对于共同

命运的追求是合法的，但“我”与知音所构成的共同体并未得到法律意义上的共同人身所有权

的确认，并不足以构成一种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我”和“我”的知音仅仅是在个人自由

的意义上实现了共同的命运，但在政治上并未获得实质上的集体权利。企业是另一种类型的共

同体，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来。但是企业也不足以称之为命运共同体，

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进入企业，同时也可以自由地退出企业。人们在企业中并不必然蕴含着共同

历史和共同生活的命运。同理，教区、邻里等社会组织，也是如此。⑪总之，在当代人类的所

有组织中，能够称得上命运共同体的并不多。国家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全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

同体，仍然停留在应然层面，其在政治权利和义务上的现实性是非常薄弱的。家庭可以当之无

愧地构成一种命运共同体，不仅在过去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有其牢不

可破的地位。

那么，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家庭这个特殊而又最常见的命运共同体呢？笔者认为，

基于上一节的认识，应当从人身所有权的角度去把握。在家庭内部，“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

有了对方的身体，具有了部分的人身所有权，而对方也相应地拥有“我”的身体。这种相互的人

身所有权是家庭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依据，因此可以说，家庭是一种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

运共同体。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对子代而言，家庭并非一种自愿的选择，这种非自愿性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初始条件。

当代意义上的家庭是两位成年异性共同自愿的组合，如果仅仅停留在自愿这个层面，那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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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与其他社会组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看上去，它类似于一种俱乐部，但仅仅局限于两个异

性（这里我们暂不考虑同性婚姻、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等制度）。两个人可以自由地结婚，也可以

自由地离婚。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典型意义上的家庭，是不可能将子女排除在外的。而且，正

是由于子女的存在，才决定了家庭问题的特殊性。

当夫妻有了孩子，这带来了与前述“自愿”完全不同的权利问题。⑫父母固然是自愿结婚并

且自愿生育的，但是他们并不能自愿决定孩子的所有特征。而对于孩子而言，这在权利上是一个

完全崭新的问题，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包含任何的自由意志。他不能自由地选择是否

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处的国度，同理，他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父母。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他本人而言，并非自愿，由于这种非自愿的出生行为，他就被赋予

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家庭成员。仅仅由于这一事实，就足以将家庭与社会领域中绝大多数组织

区别开来。一般地说，社会领域所通行的原则应当是自由。但是，我们能够对家庭内部成员赋予

彻底的自由吗？比如说，新生儿的父母有权利拒绝抚育孩子吗？

很显然，至少在当代，父母抚育孩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且必须是一种义务（意味着

孩子对父母的人身具有权利）。⑬因为如果我们赋予了父母自由解散家庭的权利，孩子就很有可能

会在饥饿寒冷之中死去。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将足以避免这种糟糕的情形。

但是如果政治哲学沦落到诉诸“爱”等情感因素的时候，这说明政治哲学自身无力解决问题，它

必须承认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困境 ：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新生儿出生，但现存的成年人却可以完全有

权不顾这些人的死活，听凭其受冻挨饿而死。要克服这个困难，政治哲学就必须通过权利义务来

介入新生儿的生存处境，而不是听之任之。父母没有权利来决定是否抚养这个孩子，同理，孩子

也不能自由地决定（假设他在有了一定的意识和能力之后，比如 6 岁以后 18 岁以前）是否脱离家

庭。父母与孩子之间这种非自愿的权利义务关系，决定了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家庭有着与其他组织截然不同的权利义务结构。其他组织的成员结构

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安排，本质上是人为的，是成员们自由意志的体现与表达。然而，家庭的结

构却是被自然的生育结构先天决定的。⑭在每一个家庭的内部，人们的命运彼此息息相关。而跳

出了单个的家庭，每个人的命运却相差极大。因此，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紧密，一

方对另一方的人身、财产拥有权利，实施这权利时往往并不需要另一方的同意。这显然有别于绝

大多数群己领域中的人际权利结构，后者往往通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自由。

第二，家庭是一个内部实施共产主义的集体经济单位。在小农经济中，家庭既是一个共同的

生产单位，也是一个共同的消费单位。有学者认为，工业社会里，“家庭已经从一个生产性的单

位转变为一个消费性的单位”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将家务劳动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仅仅

只是因为家务劳动没有获得市场交易的收入。一个人为其他家庭提供家政服务，这是一种可以获

得报酬的公认的劳动，而这个人为自己家庭提供家政服务，难道就不能视为一种劳动吗？这种看

法之所以错误，在于将生产理解为一种狭义的商品生产。确实，传统的小农蕴含着要比当代家庭

更为丰富的经济与社会含义，但是当商品生产被排除在当代家庭范围之外后，家庭作为一个比较

纯粹的养育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场所，才日益凸显出本质性的内在权利结构。

马克斯·韦伯将共产主义确定为家族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中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与消费

组织而存在。而当工业化来临后，家族解体为家庭和企业。为家庭挣取收入的劳动往往发生在家

庭之外，比如企业组织。⑯但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因素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当代法律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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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家庭内部的共产主义因素，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家庭的财产共有。在家庭里面，一个人的收

入很自然地成为另一个人（通常是配偶）的共同收入，这在其他组织中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说，

家庭共产主义是当代世界各种制度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制度，它超越了政治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差

异和对立。⑰那么，有必要追问 ：这种家庭共产主义的权利基础是什么？

第三，家庭共同人身所有权是家庭共产主义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两个人通过婚姻创造了一

个新的家庭，同时也创造了家庭的共同财产。共同财产既可能来自婚后两人各自的劳动，同时也

可能来自婚前财产的收益，还有可能来自个人的自愿赠与和投入。不管共同财产依据什么样的方

式产生，其内在的依据是家庭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所谓共同，指的是作为整体的家庭，而不是

两个人独立贡献的加总。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其中一个人对于家庭财产的贡献特别大，在离婚时

财产分割上对该人给予更为有利的分配（如果双方自愿不平等分配，这是可以的）。

第四，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并没有抹杀个体的自我所有权，而是两者互相嵌置，互相限制，

形成一种多级人身所有权。⑱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是相对的，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其限度就来

自个体的自我所有权。绝对的共同人身所有权意味着 ：配偶中的一方可以限制另一个人的行动，

同时也受到对方的对等限制 ；一方可以任何处置对方的身体以及与身体有关的活动和资产，比如

施加暴力，强制某种行为，对方也拥有同样的权利 ；一方有权知悉对方所有的信息，自己也同样

没有任何隐私和自主空间。相对的家庭共同人身所有权则有别于此，其中每个人对配偶的行为有

一定的约束，比如反对婚外性关系，使用另一方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收益，等等。但是个体可以拒

绝家庭中的暴力，对于自己反对且不知情的配偶的债务可以拒绝承担，同时也有一定权利保持自

己的隐私或个人空间。

家庭暴力问题值得单独解释一下。假如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与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完全一致，

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因为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就已经

足以应对家庭中的暴力问题。但之所以反家庭暴力需要专门立法，这不仅仅是因为家庭中暴力

现象比较常见，而且它蕴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由于家庭中的成员彼此拥有人身所有权，因此

一定程度上的人身攻击是法律所允许的。⑲换句话说，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规定了家庭相处

之道的区间范围——在彬彬有礼的消极自由主义人际关系与触及法律的家庭暴力之间。在这个

范围内，家庭成员大可以相爱相杀，不管是爱得如胶似漆，还是恨得死去活来，都属于人们的

自行选择。

家庭中的个人仍然拥有本人的自我所有权，这种自我所有权并未被婚姻所击碎，但或多或

少受到了限制和削弱。很难在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与家庭中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之间划出明确

的界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家庭中，这种界限的具体位置又是不同的。有的家庭，夫妻各自

管理各自的收入，仅仅在共同支出时才进行商量 ；也有的家庭所有的收入归其中一人支配，另

一人仅仅得到零用钱。有的家庭中，不仅无法容忍婚外性关系，甚至异性交往也加以严重限制，

但也有家庭对于婚外性关系更为宽容。这也意味着，家庭中的自我所有权与共同人身所有权是

相互嵌置的，共同人身所有权的范围受到两个自我所有权的主体的共同约定，同时共同人身所

有权在限制了个体的自我所有权的同时，又通过个体的行动表现出来。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个

体行动，既是其自我所有权的权利表示，往往同时又代表了其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权，向家庭

所有成员负责。这种共同人身所有权与自我所有权相互嵌置的情形，是家庭幸福的源泉，也是

各种家庭矛盾的根源。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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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离婚与死亡

结婚、离婚和死亡是家庭产生或者解体的重大事件。在这里，我们探讨结婚、离婚和死亡等

事件所蕴含的共同人身所有权问题。

结婚是独立的两个个体之间的自由结合，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诞生。从人身所有权的角度来

看，它意味着两个人决定共同让渡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共同人身所有权。

这里需要阐明三个问题 ：

第一，婚姻的实质并不是爱情，而是对各自身体及其财产的相互占有。爱情可能是许多人

走入婚姻的原因，但爱情并不是婚姻的依据。㉑婚姻意味着两个人彼此承认，对方对于自己的人

身拥有某种程度的所有权，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显然不是爱情所能够涵盖的。康德将

婚姻视为配偶双方对性器官的相互占有，其逻辑是 ：每个人都有性冲动。一个人想使用另一个

异性的性器官并进而占有后者的身体，其唯一合乎道德的做法就是让对方也同样有权使用自己

的性器官以及自己的身体。由于身体是自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双方都承认对方

对于自己的人身所有权。而婚姻意味着两个人彼此可以长期拥有对方整个人，这其中包含对对

方身体的所有权。㉒康德的理论触及了婚姻的实质，但由于过于重视贞节观念，并且在性问题上

喋喋不休，因此被当代许多论者不屑。如果我们将康德的论述扩展至一般意义上的人身所有权

问题，就不难看出康德的洞见与不足 ：洞见在于，婚姻即相互占有 ；不足在于，忽略了家庭的

共同人身所有权中更为重要的内容是财产，家庭中新生的孩子对于家庭成员的人身及其相应的

财产也拥有类似的权利。

第二，为什么人身所有权是可以让渡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

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㉓但彻底的自

由至上主义者则坚持，如果禁止让渡某些权利，事实上意味着消灭了这些权利，说明了自我所

有权并不存在，这才是真正对个人生命与自由权的侵犯。其结论应当是，任何法律不得禁止或

者限制个人出售他所拥有的事物，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的人身权利商品化，出售给他人，包括

爱情、道德责任、尊严，只要个人是自愿的，他可以卖身为奴，甚至献出生命。讨论人身所有

权的可让渡性的文献通常所举的议题是劳动法、拘禁等问题。但是，结婚就是一例更为典型的

人身权的让渡，男女双方都放弃了自己的部分人身权利，从而组建起一个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

运共同体。

第三，让渡的结果是集体人身所有权，而不是股份制人身所有权。在劳动力市场中，当“我”

将自己在 8 小时之内的人身所有权交给企业，“我”所获得的是一份工资。至少从形式上看，这

是一种平等交换的让渡。然而对于婚姻而言，这种人身所有权的让渡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让渡存在

区别，婚姻中双方让渡给一个新的实体——家庭。借用苏力用合伙比喻婚姻的说法㉔，家庭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人身所有权，它类似于一种公共产品，而不是股份制的人身所有权。从这个意

义上来看，每个人在家庭中的权利本质上是对等的，也是同一的。

如果说结婚就是彼此让渡人身所有权而形成共同人身所有权，那么离婚就是这种共同人身所

有权的解体，每个人都恢复原初的自我所有权。与此同时，双方将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从权利角

度来看，离婚的核心内容不是感情的对错，而是财产的分割。一般情况下，现行的权利实践是平

等分割，有孩子则将孩子的抚养考虑进来。孩子的人身所有权归谁？这确实是离婚所带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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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人身所有权问题。根据中国婚姻法的实践，孩子与亲生父母彼此仍然拥有一定的权利，这

可以理解为一种代际共同人身所有权的继续。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单独拿出来 ：一个是“婚外性关系”，一个是不平等的人力投资。一些

学者反对法律介入婚外性关系。“人们的生活空间 ,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 会大于在一个不自由的

社会。把处置婚外性关系 ( 它是发生在有道德选择能力的成年人当中的自愿行为 ) 的权力交给警

察和国家，无疑是每一个人自由生活空间的缩小。”㉕确实，在当前的中国法律实践中，配偶一

方对于另一方的婚外性关系并不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但在家庭财产分割的时候，有无过错已

经普遍成为财产分割的一个依据。这事实上说明，前面康德所述配偶双方彼此对于性器官的权

利（亦即贞操），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保护。20 世纪末，有学者声称 ：“据说正在起草中的《婚姻

家庭法》就拟创造‘配偶权’的法律概念 , 规定夫妻双方有互相忠诚的义务 , 一方对另一方不忠 , 

被侵害的一方可以根据‘配偶权’所赋予的权利要求法律保护 , 或者说要求法律对对方进行制裁。

理由是通过这样的规定来防止轻率离婚 , 以减少由离婚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 维护婚姻家庭的法律

秩序。这样的建议 , 最好不要成为法律。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 即有些领域 , 是不能

靠法律治理的 , 感情就是这样的领域。‘配偶权’可能增加离婚的难度 , 但是它能够解决夫妻双

方的感情问题吗 ? 用‘配偶权’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 , 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㉖现实的法律实

践已经确证了这样一种配偶权的存在，虽然并没有这样的定名。离婚中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方面

的失利，其实已经证明，配偶双方彼此拥有人身所有权，这种权利的受损方可以主张赔偿并得

到法律支持。

所谓不平等的人力投资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 ：婚姻存续期间，家庭对于配偶中的一方进行了

较长时期的人力投资。比如女方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男方攻读博士学位，而男

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提出离婚。此时如果仅仅平分财产，显然对于女方不利。在笔者的阅读经历中，

美国和中国都有判处男方赔偿女方的案例。这些判决事实上支持了女方对于男方的人身所有权以

及该人身所有权所蕴含的人力资本投资。

死亡也是婚姻和家庭解体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终极方式。除了意外或者完全个人自主决定生

死的情形，死亡本身有时也涉及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实践。比如当患者已经丧失意识，无力决定自

己的生死时，通常由其家属来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一般而言，这种共同人身所有权的行使应当劣

后于个人的自我所有权。个体的自我意见在各种治疗方案的选择中占据优先地位。但有时，为避

免个人的决定未必符合其利益，我们往往又允许家庭成员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意见优先于个人

自主意志。比如患者因为不堪痛苦，要求安乐死或者放弃治疗，而家属却要求继续治疗 ；㉗或者

有时患者渴望治疗，而家属由于预算负担而放弃治疗。种种情形说明，个人的自我所有权与家庭

的共同人身所有权之间存在着互相嵌置，而不是简单的谁先谁后的问题。

死亡并不意味着共同人身所有权的骤然消失。一般而言，配偶一方死亡意味着共同人身所有

权不复存在，但人身所有权并不只是一种完全依附于身体的权利，它还投射到依附于该人身的财

产以及人格等权利。在现行的法律实践之下，生者仍然拥有对于逝者的人身所有权。比如可以接

受遗产，可以决定逝者尸体的处置方式。逝者拥有的知识产权在其身后 50 年内仍然有效，这意

味着生者对于逝者的人身所有权仍然可以践行。而为逝者的名誉权而提起诉讼，并不限于 50 年，

比如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权诉讼。㉘总之，由于逝者的人格、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主张，也必

须通过生者来争取，因此死亡实质上加强了生者对于逝者的人身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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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于家庭的人身所有权的解释是基于当前中国的主流法律实践，这种人身所有权的状态

具有当下的合理性，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家庭人身所有权，也肯定不是未来的最终状态。事实上，

与家庭有关的各种人身权利一直在变化。归根结底，在个人与家庭之间的人身所有权的结构变化，

是一个受制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家庭的人身所有权体现为国家

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家庭人身所有权的变迁，直接表现为相关法律规定的变迁。

在最早的原始社会，个人生活在氏族和部落之中。随着私有制的诞生和阶级的分化，原始社

会的部落解体，个体主要是生活在家庭（或者家族）之中，而其安全保护则由国家来承担。发展

到当代，传统的家族已经湮没，基本上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家庭成为个体最重要的身份，而国

家则构成另一种个体不可回避的共同体。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但是

只有家庭与国家才能够称得上命运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能够决定家庭的人身所有权的安

排——当然，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国家也是所有个人在有关家庭等人身所有权问题上所表达出来

的集体人身所有权。

早期的国家可能对于家庭内部所有的事务都一概不理，赋予家长以绝对的权威，家长可以

决定内部成员的生死。秦汉时期，家长若杀死自己的子女或奴仆，他人是无权过问的。但反过

来，子女或奴仆杀死家长，这显然不容于法律。这说明，此时并不存在前文所述的家庭共产主义，

家庭成员各自的人身权利并不对等。家庭类似于一种首领制度的等级制群体。随着人权观念的

演进，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如家长对于成员的生杀大权被国家所剥夺，但不平等

的人身权利仍然是传统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男性可以一妻多妾，妻与妾之间

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在财产方面的处置权则基本上由男性家长所把持，女性成员则只能有一点

点私房钱，并只能在少数事情比如家务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利。此外，还要看到，男性家长去世

之后，对女性配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家族甚至可以限制乃至剥夺寡妇在家庭财产和事务

方面的权利。㉙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的家族逐渐解体。家庭共产主义逐渐取得了如本文所述的基本形式，

家庭成员实现了大体上对等的共同人身所有权。当然，这个过程并非直线的直接实现妇女解放运

动所期望的婚姻自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鲁迅所提出来的，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事实上，

虽然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被写进了婚姻法，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与阶级的分化，女性尤其是贫

穷女性往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与此同时，法律实践中对于家庭的保护，亦即对于家庭共同人身

所有权的承认，反而要比以前更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家对于家庭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的税

务减免。

现代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介入原来由家庭共同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比如义务教

育、养老等问题。换句话说，孩子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同时也是全社会的孩子 ；老人不仅

仅是一个家庭的老人，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老人，社会承认国家整体对于孩子和老人的人身所有权。

在这里，国家共同人身所有权得以凸显。此外，家庭的人身所有权还受到国家层面的制约。过去

几十年里，中国家庭的生育权受到国家层面的限制，这说明国家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强有力存在。

当然，国家共同人身所有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历史上婚配权和生育权也曾受到国家的强力干预，

比如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建政之初为鼓励生育而强制妇女婚配。这说明，家庭在生育问题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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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飞舟 ：《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 ：从丧服制度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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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当前对于“命运共同体”的通行译法是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强调了未来的共同利益。相比较之下，中

文的“命运”除了共同未来之义外，还涉及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生活等更为丰富的含义，尤其是它蕴含了一种非个

体主观意愿所能够改变的客观力量，正是这种客观力量决

定了该命运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归属。笔者认为，这是一个

原创性的中文概念，应当基于中文来理解它。

⑩ 阿马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李风华等译，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 页。

⑪ 这里将企业、教区、邻里等组织视为一种非命运共同

体的基本依据在于当代的主流观念，而不是历史上的事实。

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判断。历史上，完全有可能出现教区、

邻里或企业构成一种命运共同体的事实。

⑫ 霍布斯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基于自愿而构建的契约性组

织。“这种根据世代生育关系产生的管辖权并不是因为父

母生育了子女，所以就对子女具有管辖权，而是由于子女

以明确的方式或其他表达出来的充分证据表示了同意。”

参见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

印书馆，1985 年，第 154 页。他试图将家庭中的管辖关

系奠立在基于自愿同意的契约关系之上，从而赋予家庭以

平等主义基础。但是正如笔者用新生儿冻饿而死的可能性

身所有权从来就不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它是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某种具体的权利存在与否，

取决于当时形式上作为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国家意志。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当代社会中，离婚日趋普遍。黑格尔这样看待婚姻 ：“婚姻就其概念说

是不能离异的”，但由于婚姻含有感觉，因此存在离异的可能性，而立法则应当尽量使这一离异

可能性难以实现。㉚当代社会离婚现象的普遍性说明了婚姻或爱情的脆弱性。但是，这并不是家

庭的脆弱性，因为家庭仍然以单亲的情形继续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那里不存在私有制，因此也同样不存在家庭。许多

人唱着各式各样的家庭颂歌，就是因为家庭共产主义是冷冰冰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温暖的庇护所。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家庭共产主义也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当财富分化程度日益加剧、

阶级跃迁日益困难的时候，一个人的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无产者的一切家庭

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

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㉛马克思、

恩格斯之所以对这种家庭颂歌持以批判态度，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歌颂家庭的背后，

是无产阶级无力成家或者无产阶级家庭成为一种被剥削对象的残酷现实。当代许多国家通过房产

税、遗产税等手段来限制巨额财产的代际传承，这在诺奇克看来，是对个体的自我所有权的侵犯。

但这恰恰证明，在个体、家庭乃至所有社会事务中，国家这个全社会人民的共同人身所有权的主体，

是所有权利的来源。只有国家消灭，家庭才有可能消灭。当两者都不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可

能真正实现这样一个联合体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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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明的，自愿性不足以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逻辑。

⑬ 也许未来的社会化抚育可以消除这种义务，正如曾经

生育孩子也构成一种义务，柏拉图的《法律篇》规定，若

无生育，则夫妻就必须离婚。参见肖瑛 ：《家国之间 ：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家邦关系论述及其启示》，《中国社会

科学》2017 年第 10 期。

⑭ 这并不是说后天就无所作为，确实，人类的社会实践

可以创造出许多种家庭关系，比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正文中所说的先天决定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家庭

这个社会组织受到人类生育关系的自然影响要更大一些。

⑮ Bridget Berger and Peter Berger，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Round, London: Hutchinson, 

1983, p.92.

⑰ 各国有关家庭财产的规定当然存在着重要的具体差别，

比如子女对于家庭财产是否拥有财产权利，女性外嫁后与

原生家庭的财产关系，等等。撇开这些具体问题而仅仅着

眼于基本层面，共产主义的制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⑱ 多级人身所有权见于笔者的《“一毛”与天下 ：论自

我所有权的局限与多级人身所有权的存在》，《哲学动态》

2016 年第 11 期。

⑲ 在家庭之外，微小的权利侵犯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法

律许可的，见 David Sobel, “Backing Away from Libertarian 

Self-Ownership,” Ethics, vol. 123, no. 1 (October 2012), pp. 

32-60。但显然，人们允许家庭中的相互侵犯程度要显著

高于家庭之外。中国《反家庭暴力法》规定 ：“本法所称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

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

等侵害行为。”低于这种程度的家庭成员间人身的相互侵

犯显然就属于人身共同所有权的合法实践了。

⑳ 如何划分自我所有权（隐私、个人非家庭财产等）与家

庭共同人身所有权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比如

隐瞒身体的遗传性疾病而结婚，通常被视为是不道德且不

合法的，具有欺骗的性质 ；但隐瞒自己的情史，虽然未必

合乎道德，但通常仍然是合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

有关婚姻的法律与诉讼的实质就在于划清家庭共同人身所

有权与自我所有权的界限。

㉑ 这并不是说爱情在婚姻中并不重要，而是在哲学上，

应当将婚姻还原至人身所有权，不涉及人身所有权的爱

情只能是同居。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爱情是对自身统

一的一种感觉”。参见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

企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75 页。这里

的“自身统一”体现于当代家庭的权利，就是一种共同

人身所有权。

㉒ Immanuel Kant, Lectures on ethics, Trans. L.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pp.166-167. 看上去，这种观念

要比婚姻的爱情观要“粗鲁”得多（黑格尔语），这可能

与当时更为重视贞操观念有关。但从哲学上来看，康德的

理论要比爱情论更接近婚姻实质。因为，它直接切入的是

权利，而不是停留在难以捉摸的情感层面。

㉓ 原文“unalienable rights”，中文通常译为“不可剥夺的

权利”。但此译只强调了权利主体非自愿性地被外部力量

剥夺的含义，而忽略了英文原意同时蕴含着权利主体自愿

放弃或者出售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含义。事实

上，在许多情况下，unalienable rights 译为“不可让渡的

权利”更为妥当。不少英文文献讨论人身权利为何是可以

让渡的（alienable），笔者的《自我所有权 ：观点与议题》 

（《哲学动态》2017 年第 12 期）对此有所涉及。

㉔ 苏力 ：《“酷一点”》，《读书》1999 年第 1 期。

㉕ 李银河 ：《法律与婚外性关系》，《读书》1999 年第 1 期。

㉖ 信春鹰 ：《法治的局限》，《读书》1999 年第 1 期。

㉗ 安乐死还涉及国家层面的共同人身所有权问题。有的

国家立法允许安乐死，有的国家不允许安乐死。这说明，

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并不完全由其个人或者其家属所拥有，

个人或者其家属决定安乐死的权利还需要得到国家的立法

授权。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全国人民拥有一个整体的共同

人身所有权，它可以向个体或家庭赋予各种权利。

㉘ 《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近亲属”包含了家庭成员，但显然超出

核心家庭的范围，说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范围有所扩大。

该法同时规定 ：“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

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此，烈士的名誉权事实上已经不仅仅由其近亲属所拥有，

同时也归全体人民所有。从一般的人身所有权理论来看，

个人不仅是自我所有的，同时也是社会拥有的，烈士尤其

如此。因此，个体的自我所有权、家庭共同人身所有权以

及社会性的共同人身所有权是共存的，构成一种多级人身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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