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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功利主义除了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还包含重要的底线原则———“避免伤害”。这一底线原
则可以通过“诺布效应”心理实验来验证，且其强调行为手段必须满足正当性要求，符合人们日常
道德判断的思维过程。同时，底线原则不同于波普尔“消极功利主义”，它能够弥补“消极功利主
义”的不足，具有更强的可践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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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原则是广为熟知的一种道德原则 ，其具体指： 行为能否增进人的幸福或快乐是判断其对错的标
准。能够带来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极大地增进人的幸福，因此是正确的行为。 但应注意，“增进幸
福”“避免伤害”与“减少痛苦 ”这三种行为模式都能直接或者间接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增进幸福 ”
与“减少痛苦”形异质同，最终目的都是幸福总量的增加； “避免伤害”对行为者要求较低，可视为功利主
义的底线原则。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前者 ，质疑何为幸福总量最大化的标准 ，以及实现了总
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否一定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 。但是，这些批判都不能否定“避免伤害 ”底线原则
的价值。

一、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底线原则的提出
道德原则具有评价作用与规范作用 ① 。 功利原则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具备这两种作用。 其评价作
用为： 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正确的行为 ； 其规范作用为： 在诸多可能的行为选择中，行为者
应该采取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
批判功利主义的经典案例———“警长案例 ”描述了如下场景： “你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西部小镇的警
长。一起谋杀案发生了。大多数人相信鲍勃是有罪的，但是你知道他是无辜的。 除非你现在就绞死鲍
勃，否则镇上就会发生一场暴动，还有不少人会因此丢掉性命。功利主义说，你必须绞死鲍勃，因为阻止
［1］6
暴动发生的价值远大过他失去生命的损失 。” 从功利主义立场来看，绞死鲍勃这一行为可以阻止暴动
发生，能够带来最大总体利益，所以警长应该绞死鲍勃。但是，绞死鲍勃这一行为却有悖于人们的道德

直觉。功利原则的评价作用与规范作用 ，在此失去了效力。即使警长绞死鲍勃，阻止暴动发生，但人们
不会认为警长的行为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 。因此，批评者就认为功利主义是失败的 。
但是，我们应注意，功利主义还包含重要的底线原则。底线原则的评价作用与规范作用为： 一行为
如果不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 ，则是错误的行为； 底线原则指导行为者避免去做不能实现总体利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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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的行为，即“避免伤害”。在“警长案例”中，警长若是个功利主义者，他还需践行“避免伤害 ”原则，
不能轻易杀害鲍勃。现有的批判只是否定了功利主义的一个方面 ———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是正确的行为，并未否定功利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未能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错误的行为 。
底线原则不仅符合人们日常道德判断的思维过程 ，而且它还蕴含行为手段必须满足正当性要求 ，如警长
不能通过不正当杀害来阻止暴动 ，避免功利主义陷入单一后果论的窠臼 。

二、底线原则的论证
“诺布效应”是由实验哲学家诺布（ Joshua Knobe） 提出的人们关于行为意图判断的一种心理现象。
其具体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一行为的意图判断受到这一行为产生的副作用① 好坏的影响。
诺布在其实验中提供了如下对比案例 ：
伤害条件： 一公司副总裁跟董事会主席说： “我们正在考虑开始一项新的项目。这一项目能带来巨
大利润，同时也会破坏环境。”主席回答： “我不在乎是否破坏环境，我只想要利润，开始实施这个项目
吧。”项目实施后，公司盈利，环境也遭到了破坏。
帮助条件： 一公司副总裁跟董事会主席说： “我们正在考虑开始一项新的项目。这一项目能带来巨
大利润，同时也会改善环境。”主席回答： “我不在乎是否改善环境，我只想要利润，开始实施这个项目
［2］191

吧。”项目实施后，公司盈利，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诺布让实验被试们判断董事会主席是否有意破坏环境或保护环境 ，以及值得责备或称赞的程度 （ 0
－ 6） 。实验结果是： 伤害条件下，大多数人（ 82% ） 认为董事会主席是有意带来破坏环境的副作用 ； 帮助
条件下，大多数人（ 77% ） 认为董事会主席是无意带来保护环境的副作用 。 诺布统计董事会主席值得责
备或称赞的程度（ 0 － 6） ： 伤害条件下，被试们认为行为实施者值得责备的程度是 4． 8 /6； 帮助条件下，值
［2］191 － 192

得称赞的程度仅为 1． 4 /6

。显而，诺布认为称赞与责备存在不对称性 ，人们更愿意因为不好的副

作用去责备行为实施者而不愿意因为好的副作用去称赞行为实施者 。 自“诺布效应 ”提出之后，国内外
［3］

哲学界、心理学界从道德心理学角度对其展开大量研究

，探讨人们对于某一行为的意图判断与道德

判断的内在关系，至今无定论。
本文试图避开意图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内在复杂性 ，仅从诺布的实验结果出发，实验被试们对于
董事会主席行为的道德判断是明确的 ，在伤害条件下主席值得责备的程度很高 ，而在帮助条件下其值得
称赞的程度却不显著。毋庸置疑，对主席进行责备是由于其行为值得责备 ②，值得责备的行为是错误的
行为。所以在伤害条件下，主席的行为就是错的。
从功利主义立场来评判董事会主席的行为 ，将公司盈利定义为正面利益，环境遭到破坏定义为负面
利益，而总体利益是将两者合并起来。一般而言，公司盈利的利益相关者只是小部分人而破坏环境的利
益相关者则是大部分人（ 环境问题影响多代人，且当前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人们更加看重环境的价值 ） ，
因此这一行为的总体利益最终是负面的 。从行为选择而言，董事长可以选择实施这一项目或者不实施
这一项目，不实施这一项目带来的结果是公司不盈利且环境不破坏 ，即总体利益没有变化。 那么，这一
结果显然比带来负面利益的“董事会主席选择实施这一项目”行为好。
不过，有人认为公司盈利只关乎小部分人而破坏环境关乎大部分人不一定合理 ，需要进一步思考案
例中的总体利益。增进总体利益的行为有多种，单方面增进正面利益或者减少负面利益 ，乃至两者同时
进行。相应地，未能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也有多种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情况： ①一行为带来的
总体利益是少量的正面利益，不是最大的，即这一行为的正面利益只是略微多于负面利益； ②一行为的
正面利益少于负面利益，总体利益是负面的； ③一行为的正面利益与负面利益相等，总体利益等于零。
①

副作用： 行为主体若知道某一行为会带来双重结果（ 同时产生后果 1 和后果 x） ，但行为主体只希望得到后果 1，虽然他预见后果 x 会
发生，但他不在乎后果 x 是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后果 x 称为副作用。参见： Joshua Knobe． Intentional Action and Side Effects

②

穆勒在《功利主义》中指出，对行为者的评价应与对行为的评价区分开来，但笔者认为，这两者是存在联系的，不能完全区分开来。

in Ordinary Language［J］． Analysis，2003，
63（ 3） ： 190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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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认为董事长的行为是属于第②种情况，总体利益是负面的，因此是错误的行为。
若有人认为公司盈利只关乎小部分人而破坏环境关乎大部分人不合理 ，我们可以退一步认为董事长的
行为属于第①种情况或第③种情况，最终被认为是带来少量正面利益或正负利益均等 。如此一来，主席
的行为看似比不实施这一项目（ 总体利益没有变化） 的行为要好（ 带来少量的正面利益） 或相同（ 正负利
益均等） 。但是，人们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会自行添加对比项。假设存在一项目不会破坏环境还可以带
来利润，这才是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即使是第①种情况或第③种情况，仍然是错的行为，
这符合实验中被试们的道德判断结果 。
此外，在诺布实验中，行为实施者“不在乎副作用的发生”（ 董事会主席不在乎是否破坏 / 改善环境 ）
是人们对行为实施者进行意图判断及道德判断的关键因素。“不在乎副作用的发生 ”在帮助或伤害条
件下实质上各自都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可能性 。
A 伤害条件： 行为实施者不在乎不好的副作用的产生 ，包含两种情况：
A1 ： 他在知道不好的副作用会产生时 （ 会破坏环境） ，他会实施这一行为。
A2 ： 他在知道不好的副作用不会产生时 （ 不会破坏环境） ，他也会实施这一行为。
B 帮助条件： 行为实施者不在乎好的副作用的产生 ，包含两种情况：
B1 ： 他在知道好的副作用会产生时（ 会改善环境） ，他会实施这一行为。
B2 ： 他在知道好的副作用不会产生时 （ 不会改善环境） ，他也会实施这一行为。
1
2
当副作用是不好时，人们倾向于责备这一行为，这是根据 A 情况做出的评判，若是根据 A 情况，人
2
们无须责备这一行为； 同样，当副作用是好时，人们并不认为要称赞这一行为，这是根据 B 情况做出的
1
2
1
评判，若是根据 B 情况，人们理应称赞。在道德判断过程中被人们忽略的 A 与 B 两种情况，分别对应
1
2
于 A 与 B ，是属于好的结果（ 在 A 情况下，不好的副作用不产生就是好的结果 ； 在 B 情况下，好的副作
1
2
用产生是好的结果） 。因此，人们做出道德判断往往以这一行为可能导致的不好结果 （ A 与 B ） 为对
象。例如超速驾驶，人们不会因为超速驾驶带来了节省时间的好处而称赞它 ，一般情况下都会以超速驾

驶会带来车祸事故等更多不安全结果而谴责它 。功利主义强调总体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它包含了底线
原则———“避免伤害”，即避免不好结果的发生。 如果一行为未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即造成了相对不
好的结果，那么就是错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诺布实验中，人们对于董事会主席行为的道德判断： 在帮助条件下，主席无须被称赞；
在伤害条件下，人们则倾向于责备主席的行为，并认为其决策是错误的。这一结果可以有效地论证功利
主义底线原则———“避免伤害”的普遍适用性，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根据这一底线原则来进行
道德判断。

三、底线原则与“消极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底线原则———“避免伤害”，跟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卡尔 · 波普尔 （ Karl Ｒ． Popper） 的“消
极功利主义”类似，但两者仍存有一定差异。 底线原则更为基础，且能够弥补“消极功利主义 ”的不足。
提出“消极功利主义”理论的波普尔认为在社会动荡时期，为受难者提供帮助和防止苦难其实更为紧
迫。他指出，应该“把功利主义的口号‘目的在于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 ‘最大化幸福 ’） 替
［4］
换为‘让所有人遭受最少量的可以避免的痛苦’（ ‘最小化痛苦’） 。” 并且“最小化痛苦原则 ”应被视为
人类的行为标准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原则 。他主张“公共权力应致力于铲除危害或妨碍个人幸福的祸
［5］
害，而幸福则放手让个体去自由追求。” 人人都具有一种权利，但它不是要求直接获得幸福和快乐的
［6］
权利，而是“一种在能够避免的情况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权利 ” 。 所以，波普尔主张用这样一个具

体原则———“与可避免的苦难作斗争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公认目标 ，而增加幸福应主要留待个人
［7］
发挥首创精神去解决” ，去完善、甚至取代传统功利主义的理论。
传统功利主义理论的代表边沁提出 ，以增大或减小利益相关者之幸福的倾向 ，抑或促进还是妨碍幸
福的倾向，来作为赞成或非难一项具体的行动的评判标准 。如果一行为具有增大利益的可能性 ，我们就
赞成这一行为； 若相反，则应阻止这一行为。穆勒进一步认为，“功利不仅仅包括对幸福的追求，而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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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括防止与缓和不幸” ，“生活中痛苦少而短暂”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状态。连义务论最大代表康德也
说道： “幸福的概念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以至于每一个人尽管都期望得到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
［9］
一以贯之地说出，他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 人们很难说出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但是由于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遭受或体验到痛苦 、灾难，而对不幸福生活的拒斥，是人们可以达成的共识。 功利

主义辩护者斯马特在《功利主义： 赞成与反对 》一书中提出类似观点，“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
免除同胞们的苦难，使他们得到最大的幸福。况且，在什么是人们愿意看到的被增进的善的问题上，他
［10］

们往往达不成一致的意见。与此相反，在何种苦难应当避免的问题上，他们却情投意合……” 由此看
来，“消极功利主义”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有力地突出传统功利主义中减少痛苦、缓和不幸的方面，对于
解决社会上存有的诸多现实问题更具指导价值 。
然而，底线原则不仅拥有“消极功利主义”的可取之处，而且还能弥补“消极功利主义 ”的不足。 事
实上，波普尔的“消极功利主义”以及“最小化痛苦 ”原则，与传统功利主义正面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并
无区别，两者都是一种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①，并没有降低对于行为者选择何种具体行为的要
求。所以，传统功利主义遭到的批判，同样可以针对“消极功利主义 ”理论。 简言之，波普尔的理论可称
为“减少痛苦”，边沁、穆勒的理论称为“增进幸福 ”，而功利主义的底线原则是“避免伤害 ”。 在实践过
程中，“增进幸福”与“减少痛苦”都是需要通过一定的行动才能实现 ，对行为者有严苛的要求，更关注行
为结果； 而“避免伤害”这一要求，行为者较易实现，同时，它关注行为者的动机以及其手段是否正当。
以“诺布效应”的伤害条件为例，根据底线原则，董事长在项目实施之前，若明知这一项目有带来破坏环
境的可能性，就应以“避免伤害”为准则，做出公司不实施这一项目的决定，而不必积极致力于“减少痛
苦”的行为。日常生活中亦如此，并非处处需要人们去“减少痛苦”，诚然，能够做到“减少痛苦”极好，但
对普通人而言，就像是要求把所有的多余财产捐献给贫困者 ，属于过高的道德要求。在达到这一道德标
准之前，人们应该先做到“避免伤害”，在坚守这一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再尝试去践行更高的道德标准。

四、底线原则的可能质疑及回应
有人可能会反驳，人们并非完全认可底线原则。人们做了未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一定是错的
么？ 假设一个情境，一个路人为了拯救落水儿童，奋不顾身跳入水中进行抢救。 结果很不幸，不仅儿童
没有获救，更糟糕的是路人还牺牲了。这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显然是没有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可事实上，人们一般不会批评这一行为，反而仍会给予路人较高的道德评价。 并且，人们愿意称赞舍己
救人的行为，而这似乎与功利主义的底线原则———“避免伤害”相矛盾。
事实并非如此。前文指出，道德原则具备评价作用与规范作用。 在评价作用层面，路人舍己救人，
结果是自我牺牲同时救人不成功 ，这明显是未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理想结
果是救人成功，且没有自我牺牲。而评价路人的行为是错的，这是相对于理想结果而言，伤害自己也是
一种伤害，或者是不值得的。除去情感成分，不偏不倚地评价现实结果与理想结果，“救人成功，且没有
自我牺牲”显然是人们更愿意接受的。功利主义并非否认自我牺牲的行为 ，它只是不承认“牺牲本身就
［8］17

是善事”

。自我牺牲的行为，如果没有增进或不能增进幸福的总量，那么就是一种浪费。 功利主义

赞成的自我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做出的牺牲。其中，他人可以是全体人类，也可以是为人类集体
利益所指定的个人。另外，在现实中，如果出现了类似上述“自我牺牲 ”事故，人们愿意给予路人较高的
道德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情感上的同情 ，或者希望能对路人的亲属提供精神上的弥补，并非与功利
主义的底线原则相矛盾。
同时，功利主义理论虽然未能给予假设情境中的路人行为较高的道德评价 ，但不会影响人们在规范
层面的具体实践，人们仍旧愿意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多数功利主义者的着眼点在于行为的预期价
［1］210

值，而不是实际的结果。”
①

因为功利原则若要指导具体的行为，“应当是根据以往经验对后果的预

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追求正面利益最大，波普尔的“消极功利主义”则追求负面利益最小，而负面利益最小其最终的结果还是总体
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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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而不应是事后的结果，否则功利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空谈 ，根本不能用来指导行为。” 路人动身去
抢救落水儿童，其预想结果是救出儿童，自己也不牺牲，而这是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如果他不去抢
救，那么落水儿童失去生命，相对于抢救出儿童的行为，肯定是没有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因此，
路人奋不顾身地前去抢救，是符合功利主义底线原则的。

五、结语
关于功利主义的批判有很多，有将其等同于享乐主义，有指责其“不偏不倚的立场 ”过于严苛，有批
评其忽略公平正义，但这些批判只是看到功利主义的一个方面 ，并未真正理解功利主义。回到边沁对于
“功利”的定义： 能够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 防止遭受损害、痛苦、祸患
［12］
或不幸” ； 以及穆勒对于“功利原则”的理解： 行为的对错与其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相一致，幸
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则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总体利益
最大化，不容忽视的是，它还有重要的底线原则———“避免伤害 ”，强调应全面考虑问题以及关注行为手
段的正当性。功利主义的这一底线原则符合人们日常道德判断的思维过程 ，并且，这一底线要求易于被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接受，具有较强的可践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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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Bottom Lin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
PEI Shi-jun
（ Dep．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Apart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overall benefits，utilitarianism also contains a
bottom line principle： the “harm avoidance”，which can be verifi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called
“Knobe effect”．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the behavioral methodology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legitimacy
and conforms to human's thinking process of their day-to-day moral judgment． Meanwhile，the bottom line
principle，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of Popper's “negative utilitarianism”，is different from it and of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utilitarianism； bottom line principle； harm avoidance； Knobe effect； negative utilitari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