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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余

［摘

涌

要］ 由于对 “义务 ” 存在不同的理解， 对道德义务能否做一种 “完全义务 ” 与

“不完全义务” 的区分在伦理学家之间存有分歧 。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虽不
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那样明确 ，但其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正确认识这种差别，
避免两者之间的混淆，把握道德义务的层次性，对于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道德义务

完全义务

不完全义务

［中图分类号］ B82

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划分就其原初的意义而言 ，是要在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做一种区别。
义务通常大致被归为两类，即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这两种义务，因其在规范性上的强弱，亦即在保障
履行的制裁力的性质和强弱上的不同 ，而存在显著的差别。法律义务是以统治者或国家法律提供的明确
而有力的制裁力为后盾的，也就是说，法律义务的履行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制约束 ； 而道德义务的规范性
或约束力则是诉诸于社会舆论、个人良心以及风俗习惯等。 正因为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之间的这种不
同，前者往往被冠以 “完全义务 ”， 或 “完全强制性义务 ”； 后者则被称作 “不完全义务 ”， 或 “不完
全强制性义务”。那么，在道德义务的范围内，能否对道德义务也做一种类似的区分呢 ？ 这是一个时常
引起关注的问题。在道德上划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是否可能 、 是否具有合理性， 以及是否有意义，
无疑值得认真讨论。

一
道德诉诸于社会舆论、个人良心和风俗习惯等，以其特有的方式把握与规范人的个体与社会生活，
而道德义务则是道德把握人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支点 。因道德义务涉及人的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 同时，
也因为存在不同的文化或道德共同体所导致的人们的道德生活存在着可能的差别 ，要对道德义务作出完
全的描述几无可能。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道德义务做某种形式的归类或罗列 ，如把道德
义务分成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等等。罗斯在
《正当与善》 中曾对他所称的道德上的 “显见义务” 作了罗列，大致包括基于个人先前诺言的忠诚的义
务和基于个人先前某种错误行为的赔偿的义务 、 基于他人先前的行为 （ 如对我们提供的帮助 ） 表示感
激的义务、正义的义务、仁慈的义务、自我提高的义务、不伤害他人的义务等。罗斯也意识到他对道德
义务的这些罗列并不完满或具有终极性 。但即便在这种不完全的罗列中，我们看到，如果说这些都可归
为道德义务，那么它们在道德规范的序列中并不是等值的 ，在不同的道德义务之间，其规范性和约束力
显然存在差别，因而在重要性上也有区别，就像罗斯所说的， “不伤害” 的义务 “显见地 ” 比 “仁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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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义务更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 显然，在不伤害与仁慈之间，在正义与自我提高之间， 前者因其具有
更强的约束力而比后者在道德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它们之间不能等量齐观。
或许，正是由于道德义务之间存在这种约束力和重要性上显著的差别 ，像罗斯所罗列的这些显见的
“道德义务” 是否真正具有义务的性质，在一些著作家那里还是存疑的。 富勒在 《法律的道德性 》 中，
出于厘清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对道德作了 “义务的道德” 和 “愿望的道德” 的区分。 在富勒看来，
我们在思考道德问题时，应该设定某种尺度，以标明从满足人的社会生活的最低要求到达到人的愿望所
能企及的最高境界的不同标准， 在这一标尺上显然存在一个节点，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 “义务的道德 ”
与 “愿望的道德” 的分界线之所在。“义务的道德” 旨在确认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 “它确立了使
［2］
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 ” ； 而 “愿望的道德 ” 的目标

则指向人类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 “它是善的生活的道德、 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
［3］
德” 。比如，自我提高或自我实现就不属于义务的道德 ，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未能充分发挥潜能实现

自我而苛责其未尽到道德义务， 它是愿望的道德； 而不伤害就属于义务的道德， 它是一种道德上的义
务，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的伤害行为而谴责他不遵守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未能履行其道德义务。富勒并
未对这两种道德的德目作很多罗列 ，但他确信在道德领域把握义务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哈特在与富勒
相似的意义上提出了 “道德义务” 与 “道德理想 ” 的区分。 他认为， 在特定社会的道德范围内存在着
命令性的道德义务及其相对明晰的规则 ，与之并行的还存在某种道德理想 。道德义务被视为一个人理所
应当去履行的，社会是可以向他提出要求的，不履行义务会被认为是在道德上的错误而受到谴责 。道德
理想则与此不同，它体现在英雄和圣人的品质中，也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
［4］

中，诸如勇敢、慈善、仁爱、行善、忍让、贞节等。 道德理想不是一个人应尽的道德义务， 它已超越
了义务的要求。
密尔 （ 又译穆勒） 则在更清晰的意义上表明了道德义务的义务性质。他认为，“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义
务，义务这一概念总是包含着，我们可以正当地强迫一个人去履行它。义务这种东西是可以强行索要的，
［5］
”
就像债务可以强行索要一样。任何事情，除非我们认为可以强制他履行，否则就不能称为他的义务。
也

就是说，正义所要求的就是人们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也希望人们去做，
如果他们做了，我们也会喜欢或者称赞他们，如果他们不做，我们也许不喜欢或者瞧不起他们。但我们还
［6］
是会承认，这些事情不是他们非做不可的，它们不属于道德义务” 。像慷慨或仁慈就是这样一些事情，

它们不属于道德义务。在密尔看来，之所以正义是道德义务，慷慨或仁慈不是道德义务，从根本上说就在于，
正义的义务是与某种道德权利相对应的，而慷慨或仁慈则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权利，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我们
在道德上慷慨或仁慈。也就是说，包括道德义务在内的任何义务形式可以强行索要或强迫一个人去履行，具
有一种强制力量，就在于存在某种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义务的存在是以某种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在这
种意义上，密尔看起来并不赞同一些伦理学家把道德义务区分为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在这些伦理学家看
来，慷慨或仁慈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具有义务性质，但它是一种不完全义务，其履行的对象和时机是可以由
［7］
人们自主确定的。密尔称这种对道德义务作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分类是 “选择不当的表达方式” 。

的确，有伦理学家对道德义务选择了在密尔看来是不当的 “表达方式 ”， 即对道德义务作完全的与
不完全的区分。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 》 中曾对 “正义” 和 “仁慈” 两类美德作过比较。 在他看来， 正
义所要求的是一种 “完全而十足的义务”，是应当被强迫履行的， 而像友谊、 慷慨和博爱这些仁慈之德
则与正义不同，它们要求人们所履行的义务是不能被强迫的， 是可以由个人自由选择的。 斯密的 “仁
慈” 抑或可称为 “不完全义务”。或许是意识到义务与权利之间存在的联系 ， 并力图摆脱像密尔那样以
义务 － 权利模式来理解道德义务，以使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成为可能 ，有著作家认为存在某些并非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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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道德义务。格林就认为，义务的整个领域有三部分构成，一是与法律权利相对应的法律义务 ，一
［8］

是与道德权利相对应的道德义务 ，还有一部分则是不与任何权利相对应的道德义务 。 在这里， 道德义
务显然包含了与道德权利相对应的道德义务和不与任何权利相对应的道德义务两部分 。不与任何权利相
对应的道德义务也可被称作非权义务 。德国学者维尔特就探讨了非权义务的问题 ，他提出，道德上的非
权义务，其根据并不在于义务受益者具有相应的道德权利 ，而根植于履行义务者自身的团结或关爱的意
［9］

识，根植于人性的存在。 弗兰克纳在 《伦理学》 中也谈到了这种非权义务的问题。 他认为， 虽然一般
说来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假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某种权利， 那么这另一个人就对他负有某种义
务； 但是反过来说却不一定正确，假设说一个人应当博爱、仁慈，却很难说有什么人有权利要求他如此
［10］

行为。 也就是说，某些道德义务的存在是不以某种道德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的 ， 在一定意义上， 道德上
的不完全义务就表现为这种非权义务的形式 。

二
对道德义务能否作一种 “完全义务” 与 “不完全义务 ” 的区分在伦理学家之间无疑存在分歧， 可
以认为，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 “义务” 的不同理解。
“义务 （ duty） ” 一词，从词源上说源于拉丁文的 due，含有欠债应还之义， 它的本义既表明一个人
应对他人做某种事情，同时也意味着他人可以要求他做某种事情 。就像密尔所说的， “义务 ” 是可以强
索的，如同债务可以强索一样。因此，义务就其本义而言，它所体现的正是义务 － 权利模式所蕴含的义
务具有的基本属性，即义务意味着他人的权利要求。
但是，我们看到，也存在一种与对义务的这种严格的理解不同的理解方式 ，它不局限于从权利 － 义
务关系中他人的权利要求之于一个人履行义务的必要性来理解义务 ，而且还从源于某种更高权威要求人
们当如何行为的意义上来理解义务 。在道德上，当人们意识到存在某种非权义务时 ，他们自然所感受到
的是一种人性的权威、良心的召唤，抑或是维尔特所说的人的团结和关爱意识。 那些重视责任、 同情、
利他和关怀等的伦理学家都十分看重道德上的非权义务及其重要性 。罗斯看起来也是首肯非权义务的存
在的。他表示，我们负有公正待人的义务、履行诺言的义务，因为我们可以确认他人享有被公正对待的
权利，也享有别人兑现所许承诺的权利 ； 我们也有仁慈地对待他人的义务 ，但可以确认，他人却并无要
求被仁慈对待的权利，仁慈地对待他人显然意味着是从 “善良意志 ” 出发对他人做某些事情。 也就是
说，并非一个人负有的每种义务都包含着另一种权利 。因此，尽管罗斯意识到一项权利要求之于一项义
务的重要性，在定义义务时也曾考虑过 “权利要求 ”， 但出于两个原因他还是放弃了。 首先， 他认为，
“它是从一个错误的视角抓住了他要表达的意思 ———从另一个人的视角，从一个对我要求其权利的人的
视角，而不是从行动者的视角。其次，它并未表达如下事实： 我们对自己具有显见的义务，因为只有其
［11］
他人才能对我要求权利” 。显然，罗斯感觉到，如果只是从权利要求来看待义务 ，那这只是从他人的

角度而非行为者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义务 ，而这与他对义务的认识是相左的 。我们在康德那里也看到了与
罗斯相似的见解。康德对义务的其中一个分类就是把义务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 ， 并且认
［12］

为，若不存在对自己的义务，就会在任何地方都根本不存在义务 ，也根本不存在外在的义务。

确切地说，在道德上要真正和全面地把握义务的真谛和意义 ，就应当不只是从他人的视角、权利的
视角，而且更重要的还从自己的视角、自律的视角来看待道德上的义务 。如果说法律义务体现了义务与
权利的完全对应关系，那么，在道德领域弱化义务和权利的相关性 ，即认为一切权利都课以义务，但并
非所有义务都赋予权利，确认非权义务的存在，确认人们基于人性、良心和自律等所产生的一定形式的
对自己的义务要求，恰恰体现了道德义务有别于法律义务的道德特色 ，也是道德实现其引人向善的激励

74

《哲学动态》2017 年第 8 期

和引导功能的保证。
此外，我们看到，即使完全从权利 － 义务关系的视角来看待道德义务，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就能完全
确认某种道德义务并厘清其与相应的道德权利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富勒在讨论道德义务时指出，在
考虑各种道德问题时，我们可以 “设想出某种刻度或标尺，它的最低起点是社会生活的最明显要求，向上逐
渐延伸到人类愿望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在这一标尺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指针，它标志着一条分界线———在这
［13］
里，义务的压力消失，而追求卓越的挑战开始发挥作用” 。他还认为，关于如何确认这条分界线的准确位

置的争论 “主宰着道德论争的整个战场”。实际上，富勒正是以确认这条分界线为前提来区分他所说的 “义
务的道德” 和 “愿望的道德” 的，可这条分界线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富勒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虽然他看到了确认这条分界线对于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但却不得不承认，我们很难准确标出它的位置，或许
它是一条 “上下摆动的分界线”。倘若认为在道德上完全以权利界定义务，就能确认这条分界线，就能一劳
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看起来也似乎有些一厢情愿。即便是从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关系中来审视道德义务，
由于道德关系的多样性和道德境遇的复杂性有时也使我们很难把握在某种状态下特定行为要求的权利 － 义务
关系，甚至对一些义务要求究竟是源于某种道德权利，还是源于某种道德原则或人的良心也难以判断。
在这方面，感恩或者说感激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感恩即知恩图报，往往被视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
则和道德美德，亦是一项道德义务。而与此相对立的忘恩负义，则常常被看作一种恶，甚至像塞涅卡所
说它是所有恶当中最为邪恶的 “至恶”，或像休谟所认为的是人类可能犯下的 “最骇人、 最悖逆 ” 的罪
恶。霍布斯把感恩作为有助于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自然法的一条重要法则 ， 康德则视感恩为 “由道德
［14］
法则而来的直接强制，亦即是义务 ” 。 密尔也视感恩为一种义务， 他差不多是在与 “恶有恶报 ” 同

样的原则上来讨论 “善有善报” 和感恩问题的， 这就是 “给每个人他所应得 ” 的正义原则。 因此， 在
密尔看来，报恩与还债一样是正义的要求，“善有善报” 是人的一种 “最自然最合理的” 期望，而 “一
［15］
个人如果接受了恩惠，在必要时却拒绝回报，那就会辜负他人的上述期望， 使人遭到真正的伤害 ” 。

由此看来，感恩之所以是一种义务，其根据就在于它满足了他人的期望， 并且避免了对他人造成伤害。
密尔是在 “义务是对他人权利作出应答 ” 的意义上来定义义务的， 在这里， 他人的期望似乎可以合理
地被解释为他人的某种权利。但是，如若视感恩为一种义务争议不大的话 ，那么，若说施惠人享有一种
要求受惠人报答的权利则有比较大的争议 。斯密亦觉得，感恩是人的一种义务，如果一个人在有恩于他
的人需要得到其力所能及的帮助时 ，却不予回报，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忘恩负义之徒 。但是，人的这种
道德义务是 “自由的”，是不能 “被强迫的 ”， 即使是恩人自己也不能强迫。 而且， 如若没有对他人造
成直接实际的伤害，没有履行这种义务也只是使他人的期望落空而已 ，在斯密看来，人的这种期望并不
能构成强迫的理由。换言之，施惠人在道德上并没有要求受惠人报恩的权利 。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论
及履行感恩义务时，人们也大多会把受惠人的选择 “自由 ” 和施惠人的 “无权强迫 ” 看作这一义务的
重要特征之一。显然，感恩在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时，其是否与权利存在对应关系是有争议的 。

三
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或许不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那样明确 ，但其间的差
别还是显而易见的。道德上的完全义务，是那些对人类社会的存续至关重要 、对人具有道德上的强约束
力和与一定的道德权利直接相关的道德义务 ； 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则是那些有助于提高人类社会生活
质量、对人具有道德上的弱约束力和与道德权利并无直接关系的道德义务 。
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首先表现在两者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富勒的
“义务的道德” 与 “愿望的道德 ” 的区分， 哈特的 “道德义务 ” 与 “道德理想 ” 的区分， 显然是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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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道德要求之于维护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上着眼的 ， 前者是使有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基本道德要
求。这类要求如哈特所说的，在人类所有的道德法典中都能看到， 诸如 “关于对人或物使用暴力的禁
令” “关于诚实、公平交易、尊重承诺” 等，它们被看作人类社会生活存续的基本条件 ， 其重要性不容
［16］

置疑。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大体可以把它们视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 密尔特别强调要在被归于
“正义” 名下的道德准则与除其以外的其他道德准则之间作出区分 。在密尔那里，以 “正义 ” 之名归类
的主要是包括那些禁止人类相互伤害的道德准则 ，诸如不得剥夺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或任何依法属于他
的东西，不得剥夺任何人对之具有道德权利的东西，不得违背承诺，不得偏袒等。在密尔看来， “从整
体上看，这些道德要求在社会功利的范围内比其他任何道德要求的地位都高 ，因此也比其他道德要求具
［17］
有更加重大的义务性” 。密尔甚至认为， 这些道德要求因其与人类福利的密切关系而具有 “绝对的

义务性”。其他那些道德准则，诸如行善、仁慈等，只不过是指出了 “如何处理某种人类事务的最好方
［18］
式” ，其重要性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斯密在对 “正义” 和 “仁慈” 两类美德进行比较时，也直截了

当地指出了两者之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的差别： “对社会生存而言，正义比仁慈更根本。社会少了仁慈虽
说让人心情不舒畅，但它照样可以存在下去。然而，要是一个社会不公行为横行，那它注定要走向毁
［19］
”
灭。
斯密把社会比作一座大厦，认为 “正义” 是支撑整个大厦的 “顶梁柱”，而 “仁慈” 只不过是

“装饰物”。无论是斯密还是密尔，抑或是其他道德学家，判断道德准则之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无疑是判断
这些准则的义务性强弱的一个基本标志，道德上义务的完全性与不完全性，或者说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的区分，正是源于其之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的质的差别。
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还表现在对行为者规范要求的强弱上。如果说完全义务对行为
者的要求是绝对的，不可自由选择的，具有一种强约束力，那么，不完全义务对行为者的要求则是相对
的，可自由选择的，具有一种弱约束力。道德上的完全义务给行为者提供了必须履行的绝对理由，这种理
由不依赖于行为者个人的主观愿望、偏好或兴趣，具有压倒其他行为理由的道德正当性。或者说，完全义
务给行为者带来的是一种绝对强制。就如密尔所说的， “正义的行为哪怕再细小，也要强制执行，非正义
［20］
的行为哪怕再微不足道，也要受到压制” 。对于正义是否应当被遵守，斯密的回答是，它不听任于我们

的意志自由，可以被强制。我们看到，那些如密尔所说的禁止人类相互伤害的道德准则，其完全义务的特
征是显而易见的。与完全义务所具有的绝对强制性不同，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其强制性是相对的。倘若
说完全义务是基于某种客观的道德关系和相应的道德准则，要求行为者 “必须” 如此，那么不完全义务则
是出于某种道德准则，倡导行为者 “应该” 或 “可以” 如此，它为行为者根据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进行判
断而作出主观的选择留有余地。就像斯密在论及 “仁慈” 美德时所反复强调的，人们在履行这类美德义务
时是 “自由的”、“不能被强迫的”。斯密这里所说的自由可以合理地被解释为是一种行为选择的自由，对
于不完全义务，行为者既有选择行为或不行为的自由，也有选择如何行为的自由。比如，对于 “行善”，
我们既可以自由选择行善或不行善，也可以在选择行善时，自由选择行善的时间、对象、方式以及数量的
多寡，等等。康德在论及行善时曾表示，“行善，即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身处困境的其他人得到他们的幸福，
［21］
对此并不希冀某种东西，这是每个人的义务” 。但康德同时表示，这种义务只是一种 “广义的义务”，
［22］
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对它的履行有回旋的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个人自己决定。

显然，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无论就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而言 ，还是就对行为者个人的
强制性而言，两者都存在重大的差别。而从根本上看，这种差别则是源于两者与权利的关系之不同。可
以认为，完全义务之所以对维系人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对个人的行为具有绝对的强制性，根源就在于这
种义务是与某种明确的权利要求相对应的，密尔和斯密所称的 “正义”，以及富勒和哈特所称的 “义务的
道德” 和 “道德义务”，都具有完全义务的这种特征。而不完全义务则以非权义务为表现形式，就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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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的，对其义务性的确认是诉诸某种非权利性的要求。虽然有些美德或道德准则，其义务性是否源于
权利要求，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权利存在联系，或许还存在争议，但是，即使是这类道德准则，其义务性
如果说与权利相关的话，那也只是一种间接的、不确定的和偶然的关系，它不像完全义务那样与权利有着
直接的、确定的和必然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感恩、行善和救助他人都具有不完全义务的特征。
正是由于道德上的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在与权利要求的相关性上存在着差别 ，其导致的直接结果
就是，完全义务的要求是严格的、明确的，而不完全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严格和明确 。斯密对此曾作过
比较充分的讨论。在他看来，正义准则的要求是极为严格和明确的 ，如果一个人欠某人十英镑，那正义
的要求就在于，在他们约定的时间内分文不差地还某人十英镑 。在这里，一个人应当履行什么义务，履
行多少义务，何时何地履行义务，都是严格而明确的。与正义不同，像感恩、博爱、慷慨、友谊这些美
德，其准则要求则不可能那么严格、明确。即便是相对简明的感恩，即要求人们应尽快对自己所得到的
帮助给予同等价值或更高价值的报答 ，其准则要求也很难量化人们应履行多少义务 ，或明确规定履行义
务的时间、地点或方式。斯密把正义比作语法规则，它是 “严格、 准确、 不可缺的 ”， 而仁慈一类美德
［23］

则是使辞章臻于华丽的修辞规则 ，是 “松散、含糊、不确定的”。

基于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上述种种不同 ，在道德舆论上对于履行或未履行完全义务与不
完全义务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对于完全义务，履行并不值得特别褒奖，而不履行则应受到
严厉谴责； 对于不完全义务，履行就应受到褒奖，而不履行亦无可指责。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
道德舆论对于完全义务更多发挥的是监督和谴责的功能 ，而对于不完全义务更主要发挥的则是一种鼓励
和褒奖的功能。

四
正确认识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别 ，把握道德义务的层次性，对于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
和引导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混淆这种区分，无论是弱化完全义务的强制性，还是强化不完全义务的规范
性，都有碍于道德功能的发挥，其中，把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更为常见 ，也极为有害。
把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 ，在某种情形下形成一定的舆论胁迫甚至是制度强制 ，在行为
者非自愿的情况下对其行为形成道德上的压力 ， 这无异于是以 “道德 ” 之名对行为者的一种 “道德绑
架”。不完全义务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 ，行为者对于这种义务的履行是 “自由的 ”， 可以自主选择的，
而一旦行为者遭受道德上某种形式的胁迫 ，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行为者至关重要的道德主体的地位
和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不完全义务也与某种权利相对应的话 ，那它不是存在于他人身上的要求
权，而是行为者对自身行为的选择权 。
不仅如此，这种 “道德绑架” 必定会造成行为者正当利益的或多或少的损害。 无论是完全义务还
是不完全义务，对行为者而言都意味着对行为的一定的要求或限制 ， 以及行为者一定利益的付出或牺
牲。如果说一个人不履行完全义务，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他人正当利益的损害 ，侵犯他人的权利或社会的
公共利益，那么，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强制一个人履行不完全义务，则势必对行为者自身的正当利益带
来威胁，侵犯其权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强制一个人履行不完全义务与一个人不履行完全义务，
其结果殊途同归，都是对人的正当利益或权利的侵犯 ，都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过错。
实际上，与未履行不完全义务尚不足以构成道德上的恶相比，强制履行不完全义务则无疑是一种道德
上的恶行。根据密尔的分析，道德上的错误，亦即他所说的非正义，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有 “一个错误的
［24］
行为”，二是有 “某个可确定的被错待的人”。 由此判断，未履行不完全义务并不含有道德错误所具有的

这两个要件，它既没有一种主动的伤害行为，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被伤害的对象。就如斯密所强调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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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由于缺乏 “仁慈” 之德，这并不意味着他实际作恶，他也未对任何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其充其量只
不过是使人们期待他做好事的希望落空而已。而对 “仁慈” 的强索则与此不同，就像罗斯所指出的，“在
［25］
对仁慈进行索取的行为中，似乎有某种粗野无礼的东西存在” 。我们看到，强制履行不完全义务，无论

这种强制是来自个人和团体，抑或是舆论和政策，它都对当事人的道德自由形成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损
害其利益或侵犯其权利。换言之，它既含有一个错误的行为，也存在一个确定的被错待的对象。
把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还会导致道德评价的错乱 。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因其各自
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针对履行或未履行这些义务的道德评价显然也是不同的 。一般而论，一个人若履
行完全义务，其并不值得特别赞美； 若未履行，则是一种道德上的过错，应受到严厉的谴责。而一个人
若未履行不完全义务，充其量只是道德上无价值而已，不应受到苛责； 若履行， 则应受到赞扬。 因此，
如果把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 ， 就意味着对人而言履行不完全义务是理所应当的 ， 并不值得特别赞
美，这有悖于我们的道德观感。一个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之所以会受到赞美，正在于这并非他必须履
行的完全义务； 他在自己的行为选择中关心他人 ，自愿牺牲个人利益，这体现出了道德上的价值。从这
一意义上说，把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不是抬高而是贬低了这种善行的道德价值 。
把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也就是把在道德上可自主选择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强制行为 ，
把一些道德上可允许的、不应受谴责的行为当作了应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 ，这实质上增加了人的道德负
担，并会引发人们对道德的抵触。 斯密在谈到 “仁慈 ” 之德时告诉我们， 像感恩、 行善和慷慨这些仁
慈之德，虽然对社会的和平幸福、繁荣昌盛很有益处，但是，社会却没有必要使人们因为害怕受到惩罚
［26］
而去践行这些美德，对于仁慈之德，“规劝即可，而决无必要强加于人 ” 。 倘若像富勒所说的一些道

德学家那样，不是 “邀请” 而是 “棒喝” 人们去相信有义务接受他们认为与人性相称的生活方式， 那
［27］
么，在富勒看来，这样的强加于人 “可能会导致受害人终生厌恶整个道德义务概念 ” 。 实际上， 当

一种道德教育或道德舆论试图这样强加于人时 ，它所希冀的是把道德上本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变成
必须为之的强制行为，把个人可以偶尔或一时为之的行为变成一种日常行为 ，把少数人可以或愿意为之
的行为变成所有人的行为。这看似提高了道德的门槛，实际上是对道德的伤害，其结果势必会导致人们
要么因为觉得道德高不可攀而远离道德 ，要么言行不一而道德虚伪，这都与道德教育的初衷相去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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