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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脱欧”
———英国废除《人权法案》运动及其“反人权”传统

○ 傅　乾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除了脱离欧盟，英国还在蓄谋另一场脱欧：废除１９９８年《人权法案》，甚
至脱离《欧洲人权公约》。后者除了源于反恐和维护议会主权等现实考量，也跟英国

“反人权”的三种思想传统有关。其中，普通法强调权利源于习惯而成于司法救济，保守

主义强调权利保护要守先待后、寓新于旧，功利主义强调权利内容取决于权衡利弊，三

者共同反对“人权”说唯逻辑、认死理的特点，体现了务实内敛、妥协调和的“英国性”。

〔关键词〕《人权法案》；普通法；保守主义；功利主义；英国性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６９８．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３

一、引言：另一场“脱欧”

２０１６年英国公投脱欧，一举震惊世界。人们忙于理解，英国人为何逆全球
化和区域合作的潮流而动，毅然选择脱欧。与此同时，还有另一场脱欧也在英国

酝酿多时，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就是废除《人权法案》甚至脱离《欧洲人权公约》

（下称《公约》）的运动。最近两任首相卡梅伦（Ｄａ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和特蕾莎·梅
（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都是铁杆废除派。卡梅伦自２００６年起就力推此事，２０１５年将其
写入《保守党政纲》。〔１〕梅则主张，与其脱离欧盟，不如脱离《公约》，并着手将其

写入２０２０年《保守党政纲》。〔２〕

与前一场脱欧一样，后一场同样令人费解。这一次，英国人似乎不但要破坏

欧洲共同体的团结，还要违背二战以来的政治正确———“人权”信仰。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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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如今堪称准宗教，它有它的“福音书”《世界人权宣言》，有它的“教会”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它的“枢机主教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有它的“宗教法庭”

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如此，英国人此举似乎是数典忘祖，须知《人权法案》号称

“丘吉尔的遗产”，是对丘吉尔所倡《公约》的国内法化。再往前追，不正是洛克

的“天赋人权”论奠定了西方现代政体的基础吗？

那么，这是不是多数英国人的想法？总体来说大致如此。〔３〕首先，普通民众

大多反感《人权法案》。这一点已成共识，就连力保《人权法案》的人也不得不承

认。〔４〕其次，大多数媒体要么对废除一事推波助澜，要么热衷传播《人权法案》负

面信息。比如，当保守党２０１４年宣布废除计划时，右派报刊群起欢呼，《每日邮
报》标题是《人权闹剧的终结》，《太阳报》说：“我们将把《人权法案》扔进历史垃

圾堆”，《每日快讯》封面写作“人权癫狂的终结”，《每日电讯报》指责欧洲人权

法院法官曲解《公约》服务自身需要。虽然《卫报》《镜报》等偏于反对，但也被

指在报道相关新闻时以讹传讹。甚至有人说：“一个政治家只要否定《人权法

案》，不管多么失实，通常都能赢得媒体的掌声。他若挑战成见而坚称它是一项

重要立法，往往会收获一片嘘声。”〔５〕与此同时，议会２０１１年时曾成立权利法案
委员会调研应否废除，结论是《人权法案》大失民心，应另起炉灶。〔６〕最后，这一

立场也写入女王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讲话。〔７〕

那么，英国人为何动此想法呢？直接原因是欧洲人权法院针对英国的若干

判决。这些让人激愤的判决主要集中在囚犯权利、反恐、驱逐非法移民等领域，

代表案例有温特终身监禁案（Ｖｉｎｔｅｒｖ．ＵＫ）、赫斯特政治选举权案（Ｈｉｒｓｔｖ．ＵＫ）
以及卡塔达引渡案（ＡｂｕＱａｔａｄａｖ．ＵＫ）。

先看温特案。温特１９９６年因杀害同事被判终身监禁，１０年后获假释，旋因
聚众斗殴再度入狱，出狱不久又杀害妻子。于是，他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但温特认为，对他的判决“残酷、不人道且有辱人格”，伙同另两位各背四项命案

的囚犯〔８〕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结果，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以十六比一

推翻英国法院判决，认为原有判决剥夺囚犯改过自新的希望，应允许其服刑２５
年后复审，以获假释机会。

赫斯特案则涉及重犯是否有选举权问题。赫斯特是一名因过失杀人而被判

终身监禁的囚犯，按英国法律被剥夺选举权。于是他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该法

院在２００４年判决：英国法院原有判决侵犯了选举权这一基本人权，认为“囚犯被
剥夺人身自由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公约所规定的对其他基本权利的

保护”，并要求英国改变这种“一概剥夺”囚犯选举权的法律。〔９〕

最后是影响最大的卡塔达案。卡塔达号称“本·拉登驻欧洲大使”，是约旦

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神职人员，参与策划“９·１１”等恐怖袭击，在欧洲鼓吹圣
战。２００１年起英国政府多次对其监视居住和逮捕，几度试图把他引渡至约旦受
审。但他以在约旦恐遭酷刑为由，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２０１２年该院初审判决
英国败诉，而当时处理此事的内政大臣就是现首相梅。复审时该院才推翻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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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英国等了十多年。

这三个大案，每一个都引起公愤。英国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欧洲人权法院为

何如此偏袒杀人犯和恐怖分子，而事关民众安危，本国法院和政府为何说了不

算。同样，英国政府也因处处受制而忍无可忍。从这些案件可见，英国人想废除

《人权法案》情有可原：他们无非是想防范恐怖袭击，驱逐非法移民，从欧洲法官

手里夺回司法管辖权，代之以英国人自己的权利法案。

但深究之下，除了这些现实考量，此类事情还有观念和文化层面的渊源，即

“英国核心价值”（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再往深处说，可能还有来自一种特殊历
史记忆的“身份认同”。因此，虽可笼统地说人权是英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认

同，但此“人权”非彼“人权”。桑塔耶纳有言，英国人“讲究口音更甚于措辞，讲

究措辞更甚于观点”，〔１０〕用来形容英国人对人权的态度同样不错：他们对救济人

权比解释人权更讲究，对解释人权又比宣示人权更讲究。《人权法案》就好比洋

腔洋调，说的也是“人权”，但总让英国人听着不舒服。

其实，英国人这种感觉由来已久，至少在洛克时代就已出现。如今人们大多

认为，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为光荣革命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也是英国近代政治思

想最重要的代表。但实际上，洛克学说在当时处于政治辩论的边缘，辉格党的主

流将其视为旁门左道，宁愿从普通法中提取更为传统的论证。到法国大革命高

扬“人权”旗帜之时，英国又出现了埃德蒙·柏克，被后人奉为保守主义的鼻祖，

他将“人权”斥为“填塞鸟类标本的废纸”；在人权哲学的丛林尽头，“你看到的只

有绞刑架”。同时代还有边沁这位功利主义创始人，痛诋“人权”是“凌空蹈虚的

一派胡言”。如此形成的传统，使英国人对“人权”这种舶来品大多冷眼相看。

其原因除了挑剔“人权”本身的质量问题，还因为英国人自恃是权利保护的老字

号，只认源远流长、血统高贵的本土名牌———“英国人的权利”，不认什么“巴黎

时尚新品”。可以说，英国人废除《人权法案》的想法，是与英国近代以来的“反

人权”传统一脉相承的。

故而，研究这一问题，既需要人权法学和宪法学的角度，也需要思想史和法

律史的角度。目前，从前者出发，国内已有若干研究。〔１１〕笔者则试图从后者入

手，聚焦背后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反映的“英国性”。首先介绍《人权法案》的来

龙去脉；其次追溯英国近代“反人权”的三大思想传统；最后从三大传统中总结

“英国性”，深化对英国人权利观念的理解。

二、《人权法案》的来龙去脉

如前所述，《人权法案》是对《公约》的国内法化。它于１９９８年通过，２０００年
生效。然而，英国早在１９５１年就签署了《公约》。也就是说，时隔半个世纪才将
其国内法化。因此，要理解为何废除，可先回答它为何难产。

这一切要从《公约》谈起。二战后，丘吉尔鉴于纳粹对人权的迫害和苏联极

权的现实威胁，呼吁制定一部《人权宪章》。此呼吁得到热烈响应，于是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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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法伊夫（ＤａｖｉｄＦｙｆｅ）主持下，《公约》制定出来，其间，它从英国的权利保
护传统多有借鉴。随后英国率先签署，但由于英国法律的双轨制，《公约》在国

内并无法律效力。不仅如此，随着后续议定书的出台，英国与《公约》的隔膜愈

发严重。这主要体现在是否授予个人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的权利上。英国对此

极不情愿，直到１９６６年才同意。
此后又有人开始呼吁变公约为国内法。〔１２〕但最初应者寥寥。理由多样，其

中之一是：英国的人权保护足够健全，无须画蛇添足。为此议会曾出具报告，认

为并无证据表明制定此类法案的国家人权状况好于英国，说明它们“在人权方

面作用极其有限，毕竟一国的政治氛围和传统对于人权保护更为重要”。〔１３〕后

来，以丹宁勋爵为代表，很多英国法律人都表示反对。他说：“我希望我们不要

把公约列入我们的法律……主要理由之一是它的形成方式与我们所习惯的任何

方式都不同。它只对原则和例外情况做了概括性的规定，因为具有高度的概括

性，很容易引起无休止的争论。”〔１４〕

既然如此，为何还是制定出了《人权法案》？这首先是由于国际压力日渐加

大：一是有越来越多的签署国已将公约内化，二是欧洲人权法院在个人申诉案件

中多次判决英国败诉。另一个原因是，英国行政权日渐扩张，导致很多人受到权

利侵犯却无从救济，这使英国权利保护的神话逐渐破灭。再者，随着英国１９７２
年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法成为直接适用的上位法，而它承认《公约》的法律效力，

于是英国等于间接将其内化了。而间接还不如直接，它不但使英国法院丧失主

动权，而且使个人申诉舍近求远、费时费力。因此议会最终达成共识，在工党主

持下制定并通过了《人权法案》。

法案虽然通过，英国人的怀疑态度仍在，因此最初拟订法案时就加入了诸多

限制。在对权利的列举上限制不多，基本是从《公约》上照录，因为它们基本上

均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属消极“自由权”。

最主要的限制，是有关解释和适用这些权利的规定。英国人精心设计了一

套机制，平衡议会主权与司法审查、国家主权与公约义务。这套机制包括：立法

上，一方面要求在解释和执行既有立法时“尽可能”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在引

入新立法时，内阁应就是否抵触公约权利做出说明，另一方面又规定，若确实无

法保持一致，在做出说明并经议会表决后，亦可获得通过；司法上，一方面规定法

官应“酌情考虑”欧洲法院的相关判决，另一方面却说明“酌情”不等于“亦步亦

趋”。此外，英国法院若认为某项制定法抵触公约权利，可发布“不一致声明”，

但它又规定，这种声明仅为建议，不能推翻制定法，是否修法全凭政府意愿。

这套平衡机制之精妙，是很多废除派都愿意承认的。但是，纸面上的平衡到

实践中却愈发失衡，天平是向着司法审查和欧洲人权法院倾斜。“酌情考虑”变

成了亦步亦趋，“不一致声明”也愈发具有推翻制定法的实际效果，总之，“斯特

拉斯堡法理学”占据优势。但激起公愤不是这些，而是前文提到的欧洲人权法

院判决。〔１５〕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些判决纵容囚犯和恐怖分子，危及公共安全，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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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民族情感，却只是为了迎合一种书呆子式的人权观。

保守党顺势而起，要求废除《人权法案》，声称“英国的人权保护历来基于实

际情境，而非仅仅事关抽象原则”。〔１６〕英国当代保守主义学者斯克拉顿也批评

道：“自从《公约》纳入英国法律以来，法官发现自己……不得不允许公开与英国社

会为敌的人留下来，蛊惑青年加入圣战组织、反对收留他们的社群……这一切都拜

一个理念［人权］所赐，其严整的几何轮廓是沿着通往虚无的陷阱而绘就。”〔１７〕

但是，这种意见除了源于现实考量，还源于英国人特有的权利观和文化认

同。这可由最近两任首相的相关言论加以印证。卡梅伦在２０１４年保守党大会
上说：“对《公约》的解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判决我们不得引渡恐怖嫌疑

人；……如今他们还要给囚犯以选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是写下《大

宪章》的国度……一个时时挺身而出捍卫人权的国家……保守党赢得下届大选

并组成政府后，这个国家将会有一部基于自身价值观的新《英国人权法

案》。”〔１８〕在他早先一段话中，这种在权利保护上自力更生的愿望更加明显：“是

时候改弦易辙了，应保护本国土生土长的诸自由权，处处体现英国的法律遗产，

以使人民对权利有归属感。与此同时，还能让英国内政大臣在公民自由权与保

护公共安全之间保持常识性的平衡。”〔１９〕

类似言论也出于梅之口。她在２０１３年引渡卡塔达后，仍然批评《公约》和
“对我国人权法的疯狂解释”。她说，驱逐卡塔达耗时１２年，公帑１７０万镑，“于
公众、于我本人，均不可接受”。〔２０〕２０１６年，她更明确地阐述了她的权利观和英
国认同：“我听说，有人讲这说明我反人权。可是，人权并非１９５０年起草《公约》
时发明的，也非１９９８年它借《人权法案》内化为国内法时发明的。这里可是大
不列颠———有着《大宪章》、议会民主和世间最公正法院的国度———我们自己有

能力保护人权，并且既不危害国家安全又不束缚议会手脚。一部由议会表决修

订的货真价实的《英国人权法案》，不仅能保护《公约》所列权利，还能保护《公

约》未列入的英国人的传统权利，比如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２１〕

从这些言论可知，英国人要废除《人权法案》，有着自己文化认同的原因。

他们自豪于自身的权利传统和司法制度，信任议会权威，讲究公民权利与公共安

全的平衡，权衡权利保护的得失。而这种历史记忆，又根源于英国悠久的“反人

权”传统。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了解今日英国人的想法，不妨回顾一下塑造他

们信念的那些思想传统。

三、“反人权”传统

英国“反人权”传统主要有三：普通法、保守主义、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

义。三者有分有合，但都批判抽象“人权”。

首先看普通法。普通法可谓英国法政思想的重要母体。它有两大属性：以

习惯法为本和法官造法。它们决定了“英国人的权利”不但有异于欧洲的人权

或自然权利学说，而且其司法适用的历史也要古老得多。习惯法主张权利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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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而非自然或理性，〔２２〕普通法不过是共同的习惯，它所保护的权利是约定俗

成、业已享有、适合特定风土人情的权利。法官造法是指，权利有赖于救济，无救

济则无权利，普通法不过是无数法官在个案中创造的救济手段。这两种属性的

结晶，就是著名的“英国人的权利”。以此衡量，“人权”在英国人看来只能是赝

品，它既非业已享有、适合风土人情，也缺乏司法救济过程的历练。

如前所述，至少在洛克时代，“人权”已受冷遇。当时参加光荣革命的辉格

党人很多都是法律人，尤其是几位主要的宣传家，如阿特伍德（Ａｔｗｏｏｄ）、佩迪特
（Ｐｅｔｙｔ）等。他们论证议会下院的权利、反抗权和废立君主的权利时，是到历史
中翻箱倒柜寻找先例。〔２３〕反过来说也大致成立，对于有先例可循的事情，他们才

认为自己享有权利。因此，当洛克从人性和自然状态出发，推演出一些想当然的

权利时，他们大多深感不适。这期间，政论小册子多以宣扬“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的权利”为主，这类说法才是真正的英国特色。〔２４〕

循此一传统最清晰地阐明普通法权利观与人权之别的，当属１９世纪宪法学
家戴雪（Ａ．Ｖ．Ｄｉｃｅｙ）。戴雪揭橥“无救济则无权利”与“法律主治”之义，对于正
式的权利宣言、宪章或保障条款不甚看重。他说，英国人传统上“注意于救济侵

权行为的损害，胜似宣示人的权利或英吉利人的权利”。〔２５〕正是这种从司法救济

入手的务实倾向，使“英国人的权利”逐渐通过法院判决确立起来，无需成文宪

法的正式宣示。由此便有戴雪之名言：宪法“在英格兰，不但不是个人权利的渊

源，而且只是由法院规定与执行个人权利后所产生之效果”。〔２６〕因此，只要法律

主治之大义“苟不废弃，宪法下之权利必能永存”，无论宪法宣示与否。反之，如

相关权利没有化入一国法律、习俗和风尚，即便有正式的保障条款也无济于事。

而且，宪法可保障某权利，即意味着可废止它，足见此种保障极不可靠。

诚然，英国历史上不乏《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这类宣示权利

的正式文件，表面看似与法国《人权宣言》相差不大。但在戴雪看来，“以法意

论”，两者判然有别：英国的文件“与其称之为对于人权的宣告，毋宁称之为对于

君主特权或积威的否认。而且在否认之余，两种著名公文均用一种司法判决的

方法判定君权的滥用均作无效”。〔２７〕用今天的话说，它更注重的是让公权就范，

而非私权的声张。因此，它的效力不在于用成文宪法赋予它不可撼动的崇高地

位，也不在于详尽罗列人权，而在于严格划定权力的边界，在这边界之外，正义服

务于习惯和传统。因此在普通法中，权利是一个司法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而

不是书斋里的定义。

故而，英国人也并未将某些权利抬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在戴

雪看来，权利也好，宪法也罢，不过是“普通法律运行于四境内所生结果”“原来

同是权利，我们甚难以指出某项权利应比他项权利较受制宪者另以青眼看

待”。〔２８〕虽然他也重点论述了三项权利，但对他来说它们并无特殊地位，也无绝

对的含义。如言论或思想自由，都是法律之下的自由。〔２９〕

戴雪所论未必能完全代表普通法，但确实成为后世法律人“反人权”时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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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除他以外，至少还可举出梅因（ＨｅｎｒｙＭａｉｎｅ）及其弟子斯蒂芬（Ｊ．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前者是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先驱。他认为，剥离历史、只讲自然或理性，
“产生了或强烈地刺激了当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智力上的恶习，如对实在法的蔑

视，对经验的不耐烦，以及先验理性优于一切其他理性等”，最终结果就是革命

或无政府状态。〔３０〕后者是著名刑法学家，秉持一种冷峻现实的功利主义，不但批

判洛克自然权利说，也批评密尔后期抽象思辨的功利主义，曾留下传世名著《自

由·平等·博爱》〔３１〕。因为密尔虽然并不赞同天赋人权说，他的结论却可用“自

由平等博爱”来表述。普通法的这种传统观点延续至今，塑造了英国人对《人权

法案》的态度，上文提到的丹宁勋爵和几个“人权”案例引起的纠纷，可以说与其

一脉相承。

除普通法以外，还有一种与之渊源甚深的思想传统也对“人权”深怀戒惧，

这就是英国的保守主义。它在权利观上与普通法近似，都强调权利源于传统，重

视权利的司法救济，只不过更突出普通法权利观的保守特质，既看重“法律与秩

序”，又擅长寓新于旧、守先待后的技艺。它至少可追溯到主导着光荣革命进程

的“老辉格党人”，代表人物就是萨默斯勋爵（ＬｏｒｄＳｏｍｅｒｓ）。他是《权利法案》的
主要起草人，同时也是洛克后期的恩主。但他起草的《权利法案》基本没有采用

洛克话语，通篇都是《大宪章》语言，诉诸英国人的古老权利论证革命正当性，有

意无意间寓新于旧、寓革命于反革命。例如《权利法案》开头有言：“前所主张和

宣告的林林总总的权利和自由，都是本王国人民古已有之、不容置疑的权利和自

由……。”〔３２〕

不过，这一传统的鼻祖当属柏克。他批评法国革命的人权观“在形而上学

上越是正确，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越是虚假”。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柏克

深知社会之复杂，晓得实际政治需要平衡盘根错节的利益和观念，这种平衡不仅

是“善与善的平衡；有时候也是善与恶、恶与恶的妥协”。在他看来，复杂的现实

好比稠密的介质，“人权”这束光线穿过其中必然发生折射，这时墨守权利原轨，

无异刻舟求剑。〔３３〕

这种不切实际若仅止于书斋，尚无大弊。在他看来，陈义甚高之说的危险在

于，它足可消解成规，却无力重建秩序。它煽起游谈无根、狂热偏激、轻率盲动的

心态，使人变成“形而上学的愁容骑士”“把经验鄙夷为文盲的智慧，至于其他的

东西，则他们已经在地下埋好了地雷，轰然一声，一切古老规范、一切先例、宪章

和议会的法案都灰飞烟灭”。在这种人权面前，“任何政府都不要奢望幸免于

难，不管其统治多么悠久，管理多么公正宽容。”〔３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柏克反对一切人权。〔３５〕相对于抽象人权，柏克表彰“实

实在在、于史有征、世代相传的”权利，也即由普通法所阐明的权利，这实际是柏

克对普通法传统的继承。〔３６〕在柏克看来，英国人的权利“有一份家谱和显赫的祖

先”，从《大宪章》到《权利请愿书》再到《权利法案》。〔３７〕其一以贯之的精神是敬

奉祖业，传之久远，将权利看作遗产，将继承作为守护权利的方式。对于这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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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应守先待后，而非抛家舍业，“以犯罪换贫穷”“舍利益以丧美德”。〔３８〕

后来，柏克对人权的这种批评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信条。１９世纪著名保
守党首相迪斯雷利（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Ｄｉｓｒａｅｌｉ）就是一个显例。他也像柏克一样，一边批
判抽象人权，一边为“英国人的权利”正本清源。他曾说：“在英国人的权利之中

有某种比人权更好的东西”〔３９〕“基于抽象权利和原则的政治制度终是镜花水月，

自由唯一稳固的正当基础是法律，一国旧有的法律体制与新的立法机关之间若

无契合，后者必将失败……。”〔４０〕在他看来，起草《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

宣言》的朗顿、塞尔登、萨默斯“全是实践家，都不会徒言抽象权利”“他们知道一

旦承认抽象的臣民权利，免不了进一步承认抽象人权，这样一来，他们政体的真

正基础便隐而不彰”。〔４１〕因此，这几份文件一脉相承，都在重申英国人古已有之

的权利，〔４２〕也正是这种“尊重先例、崇尚因袭、信而好古”的态度，使“英国人的

权利”远比法国的“人权”货真价实，前者使英国人在政治上成为“神所庇佑的特

殊选民”，后者只带来“抹平、无政府和专制”。〔４３〕

在２０世纪，迪斯雷利这种权利观在另一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那里得到
了继承。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说，１９８９年她受邀参加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
念活动，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会上宣称，法国是人权保障的先行者，《人权宣言》是

世界首份系统保障人权的法律文件。撒切尔回应道：“人权并非肇端于法国大

革命，而是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融合。我们有１６８８，那场静悄悄的革命，议
会令国王俯首听命。它不是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自由、平等、博爱’———

我想他们忘记了义务与责任。”〔４４〕不难想见，当今在人权问题上决意脱欧的卡梅

伦和特雷莎·梅二相，其实是在步撒切尔夫人的后尘。

第三种批判“人权”的思想传统是功利主义。大体上，它主张权利的内容取

决于切乎实际的功利计算，而非想当然的教条。其先驱可追溯到休谟。休谟虽

没有集中批判自然权利说，但他从情感心理学和历史功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自

然正义、原始契约等相关命题。在他看来，正义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权利亦

然。〔４５〕但这一传统真正的鼻祖当属边沁。他曾说：“一听到‘自然权利’，我就透

过纸背看到一簇刀枪剑戟阑入国民大会，伴随对总统孔多塞的欢呼，他口口声声

说要清君侧。后来，这些刀枪剑戟在光天化日之下冲着通情达理之人亮出来，仿

佛为作奸犯科之徒准备的绞刑架”。〔４６〕由此可见他对“人权”何等厌恶。因此，

他曾四评法国《人权宣言》，最脍炙人口的一篇叫做《无政府的谬误》。其批判可

概括为两点：“人权”言之无物，败事有余。

其言之无物源于两点：语义空洞与表达上的混乱矛盾。在边沁看来，“权

利”概念本即虚指，无法指向任何实存之物，“法律”“制裁”“主权”则相反，故而

“权利”要靠后者界定。“权利”尚且如此，“自然权利”就更无从谈起了。表达

混乱主要源于对物理、法律和道德范畴的混淆，例如，《人权宣言》在表达“不可”

（ｃａｎｎｏｔ）时，就在这三个范畴之间随意切换，造成语意混乱。表达上的矛盾则主
要源于人权说在理论上宣示权利的绝对性，在现实中又不得不承认其限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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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边沁看来，这种矛盾混乱和语义的空洞共同导致“人权”成为言之无物的

胡言乱语。〔４７〕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边沁称其为“法律的死敌、

政府的颠覆者、稳定的杀手”〔４８〕。他认为，人权说蕴含的完美标准使人人都能以

之判定实在法为恶法，从而使法律丧失权威。这一逻辑运用到衡量政府合法性

上，后果尤为明显。“人权”说想当然地设定合法性的“最低”标准，但以此衡量，

现实中绝大多数政体都不合格。这样一来，法律无权威，政府无合法性，无政府

状态就势不可免，而在无政府状态之中，毫无权利可言。

因此在边沁看来，从实然层面讲，权利是法律的产物，从应然层面讲，法律不

应不计后果地保护个人抽象权利，而应以权衡利弊为基础，“实现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利益”。此种观念成为后来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１９世纪的奥
斯丁就继承边沁，将功利而非权利作为基本原则，将形而上的人权说逐出法学，

将法学限定于对实在法的概念分析。他批判声张人权者“嘴边只挂着‘人权’

‘主权者的神圣权利’‘不可剥夺的自由’‘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始契约或协议’

和‘不可侵犯的宪政原则’之类的口号”，却不曾权衡利害，也不做任何妥协，结

果就是不惜以暴力行私意。〔４９〕２０世纪的哈特在否定“人权”上不如两位前辈彻
底，他甚至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和“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由权”，但他的基本

立场仍然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和义务基础。〔５０〕

从以上对英国近代“反人权”三大思想传统的概述可知，从戴雪、梅因、斯蒂

芬到丹宁，从萨默斯、柏克、迪斯雷利、撒切尔夫人到卡、梅两相，从休谟、边沁、奥

斯丁到哈特，英国的“反人权”思想根深蒂固、阵容庞大。与之相对，“人权”思想

在英国其实是异质而边缘的。只是由于美国革命造成的洛克神话，由于辉格派

的历史叙事，更由于“人权”在二战后成为一种信仰和政治正确，这一点往往隐

而不彰。因此，索解今日英国人反《人权法案》乃至整个脱欧运动的缘由，必做

的功课之一是把它置于英国特殊的法政思想史背景之中。

四、“英国性”

探寻英国人反《人权法案》的思想渊源，有必要做一追问：这反映了英国人

何种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或身份认同，或者说，这是否有所谓的“英国性”（Ｅｎｇ
ｌｉｓｈｎｅｓｓ）在作祟？

对此，不妨从三种思想传统之共性谈起。三者各有侧重，且有所分歧。由其

共性观之，或可更见精髓。由上文可见，反对抽象人权说便是其共性之一。换言

之，它们与现代主流“人权”说正相反对。“人权”说之特质可由两组修饰词反

映。一是“自然、不可让渡和神圣的”，见于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强调人权

的绝对性。二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５１〕，见于《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强调列明之人权项目皆不可少。那么，这

两组修饰词反映着什么思想特质呢？简单说，就是立场寸步不让，内容越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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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至于能否兑现、如何兑现，则暂且不管。其根源，在于只顾逻辑、不顾事实，只

顾普遍、不顾特殊，只顾完美、不顾实用；以严谨而至美妙，用之于世间却往往落空。

英国人的性情和观念则大相径庭。三种思想传统的共性或可以“英国性”

名之。它的特点之一即“非逻辑性”，借用艺术史家佩夫斯纳论英国建筑的话

说：“毋庸置疑，非逻辑性必须被列为一种英格兰特性。……英格兰人厌恶把思

想体系推向逻辑的终点……。”〔５２〕这种非逻辑性在艺术上表现为不统一、实用主

义、即兴、无原则，引申到文化特性上，则是矛盾、折中、虚伪、就事论事。这种特

点，使英国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政治上，都失去了狂热和激情，但收获了便利和

宽容。故而，英国在艺术上出不来瓦格纳和尼采，政治上也避免了罗伯斯庇尔和

希特勒。

以此观之，演绎式的人权观说显然与这种“英国性”圆凿方枘，而普通法、保

守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人权说的排斥，不过是它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更偏爱某种

“非逻辑性”，警惕强求逻辑一致造成的破坏。英国人不会只知其一不计其余，

在他们眼里，除了逻辑，还有事实；除了普遍，还有特殊；除了现代，还有传统；除

了自由，还有权威；除了权利，还有义务。正因为他们要兼顾诸多矛盾的双方，才

会鄙夷逻辑，安于非逻辑带来的小小不便，寻找平衡折衷带来的乐趣。

故而，相对于人权说主张人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内在尊严”，普通法

宁肯固守权利源于习惯而成于司法救济的信念，保守主义以守先待后、寓旧于新

为维护权利之上策，而功利主义则坚持功利之外慎言权利之神圣。三者共同主

张任何权利都是法律之下的权利，其内容和边界取决于法律的界定。更准确地

说，它们认为，法律如何界定权利，取决于技艺理性、审慎明智和权衡利弊———凡

此三端，皆可视为调和矛盾、折衷息事、就事论事这种“英国性”的体现。因此，

当欧洲人权法院以人权为由，判定英国法院不得剥夺囚犯的选举权时，当它以不

人道为由，判定英国不得判处杀人犯终身监禁且不许保释时，当它以相关权利会

在目的地国受到侵犯为由，禁止英国驱逐外籍恐怖分子时，很多英国人无法接

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概言之，这三种思想传统及其蕴含的“英国性”，使英国人对《人权法案》始

终心存芥蒂。它体现了英国人源远流长的权利观及其保护路径，而与“斯特拉

斯堡法理学”格格不入。托克维尔曾说，英国的司法体制“这架庞大古老的机

器”同法国司法的现代化工厂相比，显得“复杂而不一致”，看上去“模糊、阻塞、

迟缓、昂贵而不便……然而自布莱克斯通那个时代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

英国那样彻底达到了司法的伟大目的……在英国所有的法庭，都可找到维护他

的财产、自由与生命的最好保障。”〔５３〕

这大概也是英国人在人权保护问题上更愿意“脱欧”的底气所在。

注释：

〔１〕Ｄａ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Ｍｏｄｅｒ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Ｓｐｅｅｃｈ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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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６Ｊｕｎｅ２００６；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ｙ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２０１５．
〔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ｏｐｅ，“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ｔｏｆｉｇｈｔ２０２０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ｌａｎｓｔｏｔａｋ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ｏｕｔ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ｘｉｔ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ｈｅ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１２／
２８／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ｆｉｇｈｔ－２０２０－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ｔａｋ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２－１８。

〔３〕当然，反对声音也有。媒体之中，《卫报》也主张保留。政党中，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基本持反对态

度，保守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卡梅伦的文胆杰西·诺曼（ＪｅｓｓｅＮｏｒｍａｎ）就明确反对，参见 Ｊｅｓｓｅ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Ｏｓｂｏｒｎｅ，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ｓＬｅｇａｃ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Ｌｏｎｄｏｎ：Ｌｉｂｅｒｔｙ，
２００９。此外，苏格兰等亲欧地区也大多反对，跟脱欧类似。

〔４〕全国民权理事会承认，公众对《人权法案》缺乏了解和认同；人权专家阿莫斯（ＭｅｒｒｉｓＡｍｏｓ）也承

认，《人权法案》虽卓有成效，“但大众对它并不了解，公共形象不佳，很不受人尊重”，参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

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ＵＫ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Ｕｓ”，Ｖｏｌ．１，２０１２，ｐｐ．２８－２９。

〔５〕ＲｏｙＧｒｅｅｎｓｌａｄｅ，“ＲｉｇｈｔＲｉｇｈｔｓｖｓＬｅｆｔ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ｗ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ＬｉｎｅｕｐｏｎＥＣＨ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ｇｒｅｅｎｓｌａｄｅ／２０１４／ｏｃｔ／０３／ｕｋ－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２－９；ＪｅｓｓｅＮｏｒｍａｎ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Ｏｓｂｏｒｎｅ，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ｓＬｅｇａｃ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
Ｌｏｎｄｏｎ：Ｌｉｂｅｒｔｙ，２００９，ｐｐ．３６－３７。

〔６〕它虽然主张另起炉灶，但承认《人权法案》的优点，认为应继续将《公约》国内法化，参见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ｏｎａ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ＵＫ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Ｕｓ”，Ｖｏｌ．１，２０１２，ｐｐ．２８－３３。

〔７〕Ｑｕｅｅｎ’ｓＳｐｅｅｃｈ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ｑｕｅｅｎｓ－ｓｐｅｅｃｈ－２０１５；Ｑｕｅｅｎ’ｓ

Ｓｐｅｅｃｈ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ｑｕｅｅｎｓ－ｓｐｅｅｃｈ－２０１６，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２－９。

〔８〕两人名叫班柏（Ｂａｍｂｅｒ）和摩尔（Ｍｏｏｒｅ）。班柏曾杀死养父母、姐姐和两个年仅６岁的外甥，摩尔

杀死了四名与他有染的同性恋男子。

〔９〕唐颖侠、史虹生：《从赫斯特案看英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演进》，《南开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１０〕ＧｅｏｒｇｅＳａｎｔａｙａｎａ，Ｓｏｌｉｌｏｑｕｉ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Ｓｏｌｉｌｏｑｕ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１９２２，ｐ．５４．

〔１１〕唐颖侠、史虹生：《从赫斯特案看英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演进》，《南开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屠凯：

《２０１５年英国宪法学焦点：〈１９９８年人权法〉的存废》，《中国宪法学年刊》第十一卷，第２２０－２２７页。

〔１２〕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１３〕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ａ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ＨＬ１７６，１９７８．
〔１４〕〔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刘庸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１５〕其实推翻的数量极少，截止到２０１０年只有三百件左右，在一万五千件来自英国的个人申诉案中仅

占２％，参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ＵＫ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Ｕｓ”，Ｖｏｌ．１，２０１２，ｐ．９０。

〔１６〕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Ｋ：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ｓ”，２０１４．

〔１７〕ＲｏｇｅｒＳｃｒｕｔｏｎ，“Ｌｉｍｉｔｓ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Ｎｅｗ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４Ｉｓｓｕｅ５，ｐ．２０．
〔１８〕Ｄａ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ｐｅｅｃｈｔ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ｍ／

ｐｏｓｔ／９８８８２６７４９１０／ｄａ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ｐｅｅｃｈ－ｔ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ｙ，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２－１８。

〔１９〕Ｄａ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Ｍｏｄｅｒ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２６Ｊｕｎｅ２００６．
〔２０〕ＡｌａｎＴｒａｖ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ｂｕＱａｔａｄａａｆｆａｉｒ”，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３／ｊｕｌ／０８／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ｂｕ－ｑａｔａｄａ，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２－１８。

〔２１〕ＴｈｅｒｅｓａＭａｙ，“Ｈｏｍ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Ｓｐｅ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ＵＫ，ＥＵａｎｄｏｕｒ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ｈｏｍ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ｓｐｅ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ｕｋ－ｅｕ－ａｎｄ－ｏｕｒ－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２－１８。

〔２２〕普通法也主张习惯与理性并重，但它讲究的是“技艺理性”，而非纯粹理性。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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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Ｊ．Ｇ．Ａ．Ｐｏｃｏｃｋ，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Ｌａｗ：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ｖ
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１８２－２２８．

〔２４〕这类作品按时间顺序可选列如下：ＨｅｎｒｙＣａｒ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ｏｒ，ＴｈｅＦｒｅｅ－ｂｏｒ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
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１６５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ｎｎ，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ｔ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
ｂｏｒ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６８７；Ｗａｇｓｔａｆｆ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ｅ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ｆｏｒＡ．Ｂａｌｄｗｉｎ
ｉｎＷａｒｗｉｃｋｌａｎｅ，１７０１；ＦｒａｎｃｉｓＰｌｏｗｄｅ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ｅｎ，Ｄｕｂｌｉｎ：ＧｅｏｒｇｅＢｏｎｈａｍ，１７９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Ｙｏｕ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ｅ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ｆｏｒＪｏｈｎＳｔｏｃｋｄａｌｅ，１７９３；ＢａｓｉｌＭｏｎｔａｇｕ，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ｕｐｏｎＬ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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