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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学界非常关注紧急状态中公民权利克减现象的研究ꎬ但对同样存在于紧急状态中的与之相反的

现象———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权利扩展的问题及其价值未曾关注ꎮ 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ꎬ是公权主体无以包
办应急活动的前提下ꎬ社会主体能动地参与应急活动的必然要求ꎮ 如果在纯粹抽象意义上把紧急状态三分为公
权主体的外力救济、私权主体的自力救济和公权、私权主体的混合救济的话ꎬ那么ꎬ后两种救济ꎬ都需要权利扩
展ꎮ 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基本场域是公权失灵( 无政府) 、不当( 不利益) 或无力( 没条件) ꎻ权利扩展的基本内
容是紧急自救权、紧急避难权、紧急救助权和紧急抗辩权ꎻ权利扩展的基本方式则是依法扩展、推定扩展和责任
扩展ꎮ 三者分别来自于法律授权、法律默许和道义迫使ꎮ
〔 关键词〕 紧急状态ꎻ权利扩展ꎻ紧急救助ꎻ扩展场域ꎻ扩展内容ꎻ扩展方式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２. ０５. ００８

紧急限权( 利) 或者“ 权利克减” ꎬ是紧急状

减的结果ꎬ就是在紧急状态中公民和其他主体的

态中人们思考公民或其他社会主体权利变动的

束手待毙ꎻ再一方面ꎬ如前所述ꎬ权利克减的目的

一个基本思路ꎬ也是应对紧急状态中政府扩权的

不是权力对社会的控制ꎬ而是权力对社会主体及

理由之一ꎮ 因之ꎬ它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领

其权利的服务ꎮ 如果权利克减不但无以导向这

域探究较多的话题之一ꎮ

〔１〕

然而ꎬ不得不检讨的

一目的ꎬ反而有损这一目的ꎬ则通过权利扩展以

是ꎬ由于一方面ꎬ紧急状态类型是多样的ꎬ并不是

保障紧急状态中的权利ꎬ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ꎮ

在所有类型的紧急状态中ꎬ都适宜于对社会主体

那么ꎬ何谓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一 言 以 蔽

的权利克减ꎮ 在有些类型的紧急状态中ꎬ权利克

之ꎬ它是指在紧急状态中ꎬ当公权力应急无力、不

减的结果ꎬ不但不能确保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应

当或未及时应对时ꎬ社会主体为了进行自救、他

受保障的权利ꎬ反而还会极大地损害这些权利ꎻ

救或相互救助而自主扩展的应然权利、事实权利

另一方面ꎬ权利克减要以权力应急到位ꎬ甚至为

和习惯权利ꎮ 藉此ꎬ本文将从紧急状态之类型出

此合理扩展为前提ꎬ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公民和其

发ꎬ分别探究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场域、内容

他社会主体必须受到保障的权利ꎬ否则ꎬ权利克

和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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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急状态之类型与权利之克减和扩展

相应地ꎬ面对这种紧急状态ꎬ不具专业知识、
没有应对资源、无力独自应对ꎬ也缺乏组织管理

紧急状态ꎬ是日常状态之例外ꎮ 一旦紧急状

能力的个人或组织ꎬ只能眼看病毒肆虐ꎬ却对之

态发生ꎬ即意味着日常状态下的有些法律失去其

束手无策、无可奈何ꎮ 甚至对绝大多数人而言ꎬ

效用ꎬ需要异于日常状态的紧急状态法来取代ꎮ

在疫情之初ꎬ并不具备必须佩戴口罩、保持社交

因之ꎬ社会主体的权利ꎬ自然亦不同于日常状态

距离、进行必要隔离、大规模核酸检测、强化疫苗

下的权利ꎮ 对社会主体而言ꎬ为了更好地保障其

注射等防疫或抗疫知识ꎮ 这些只有在相关专家

在紧急状态中最迫切的权利ꎬ根据紧急状态法或

和技术人员根据科学知识提出建议后ꎬ由拥有决

应急事实的要求ꎬ或予以权利克减ꎬ或予以权利

策权的行政主体来组织落实和行动ꎮ 显然ꎬ在这

扩展ꎮ 顾名思义ꎬ前者是对社会主体的法定或推

种情形下ꎬ对紧急状态危机的基本救济力量ꎬ不

定权利予以限制ꎻ后者是在法定权利或应急事实

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自我ꎬ而是来自

基础上ꎬ推定其为应急所采取的法外措施ꎬ是正
当权利ꎮ 权利克减或扩展的基本事实根据ꎬ是应
急的不同类型ꎮ
紧急状态的分类ꎬ或可采行不同的标准ꎮ 本

文拟以 紧 急 状 态 中 主 体 的 权 利 救 济 ( 应 急) 模

“ 外部” 力量ꎬ来自他人根据法定的或授权的公
权力出面所展开的帮助和救济ꎮ 这里的他人ꎬ既
可能是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的、接受了法律或公权
主体授权的ꎬ从而行使一定公权力的个人或社会
组织ꎬ〔２〕 也可能是不仅拥有专业信息ꎬ而且拥有

式ꎬ把其三分为外力救济的紧急状态、自力救济

公共管理职能和组织能力的组织ꎬ特别是国家公

的紧急状态和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ꎮ 当然ꎬ这三

权组织ꎮ 当然ꎬ这并不意味着在公民和其他社会

种类型的划分ꎬ只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抽象ꎬ实践

主体能够组织自救的紧急状态中ꎬ就不存在社会

中殊难存在ꎮ

或国家组织出面的救济ꎮ 但这在逻辑上已然是紧

( 一) 外力救济的紧急状态及权利克减

所谓外力救济的紧急状态ꎬ是指当一种紧急

急状态的另一种救济样式———混合救济了ꎬ对此ꎬ
笔者将在后文专门论述ꎮ

状态发生后ꎬ其救济实施者ꎬ只能是经过专业训

外力救济特别是政府出面应急的紧急状态ꎬ

练、拥有专门资源、秉有法律授权ꎬ且有能力影响

在本质上是扩张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的扩张ꎬ必

和组织在紧急状态中的权利受损者接受其管理ꎬ
听从其指挥ꎬ并予以救助的主体( 尤其是国家机

须是依法扩张ꎬ因为权力不能推定) 〔３〕 、克减其他
社会主体权利的过程ꎬ若不如此ꎬ就难以发挥公

关) ꎮ 如此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紧急状态ꎬ显

共组织或权力主体的整合功能ꎮ 在某些国家ꎬ种

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ꎬ以为

“ 社交距离令” “ 租客保障令” “ 封城令” “ 紧急状

然ꎬ仅靠任何个人自助的救济无济于事———即使

种克减公民权利的命令ꎬ如“ 口罩令” “ 居家令”

“ 救济” ꎬ但最终结果仍是“ 躲得了初一ꎬ躲不过

(事) 态令” 等层出不穷ꎬ不一而足ꎬ但其控制效

十五” ꎮ 因此ꎬ这一类的紧急状态ꎬ显然需要具有

果还是不尽如人意ꎬ其原因之一ꎬ或许在于面对

专业知识ꎬ拥有相关独特资源ꎬ能运用特殊的救

这种紧急状态ꎬ权力仍不够强大ꎮ 但在另一些国

济方式ꎬ且有组织能力和水平的主体出面应急ꎬ

家ꎬ平时权力主体就主导着社会运作ꎬ弥散于社

以救助更广泛、更迫切的主体权利ꎮ 尽管在这其

会运作的各个层面、方面和细节中ꎬ从而具有极

中ꎬ被救助的其他主体并非完全被动的ꎬ但其有

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ꎮ 一旦紧急状态出现ꎬ需要

限的主动ꎬ也主要是配合相关管理主体的管理要

权力更有作为时ꎬ权力扩张便顺理成章ꎬ公民和

求ꎬ而不是自己直接主动出击ꎬ以克服紧急状态

其他社会主体也容易接受此种权力扩张ꎬ从而紧

所带来的风险和危险ꎮ

急状态似乎也容易得到有效控制ꎮ 但必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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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ꎬ无论在什么国家ꎬ政府的外力救济及其权

体实施自力救济时ꎬ无论是有组织、有谋划的自

力扩张和权利克减ꎬ从应然性上ꎬ都需遵循一个

力救济ꎬ还是临时起意、随机应变的自力救济ꎬ都

国家紧急状态法的一般规定ꎬ因之ꎬ它是法治范

意味着对其行为的权利化肯定ꎮ 尽管在法律中ꎬ

围内的权力扩张和权利克减ꎬ而非相反ꎮ

这些行为或许并不是权利的范畴ꎬ甚至还是义务

( 二) 自力救济的紧急状态及权利扩展

的范畴ꎬ例如停车收费ꎬ一杆一车ꎬ在平时理所当

认真说来ꎬ任何一种紧急状态ꎬ都需要外力

然是车主等被管理方的义务ꎬ但在遇到洪水正往

救济ꎬ因为毕竟紧急状态本身就是对个体、群体ꎬ

车库下涌ꎬ可能严重危害车库里排队等待过杆的

甚至全人类所秉有的天赋力量的超越ꎮ 所以ꎬ面

车主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时ꎬ车主冲撞栏杆ꎬ让出

对紧急状态ꎬ而抛弃外力———无论这外力是被法
律授权ꎬ行使一定公权的他人、社会组织还是专
门的公权组织———政府的救济ꎬ既不现实ꎬ更无

通道ꎬ避免更大危险和实际危害ꎬ就理应被推定
为其权利ꎮ 或以为ꎬ此种情形ꎬ已经通过法定的
紧急避险原则予以解决ꎮ 但众所周知ꎬ紧急避险

必要ꎮ 但是ꎬ在外力救济无力、不当或不及时ꎬ每

在我国法律上ꎬ 目前还主要是一个刑法上的概

个主体或主体之间ꎬ自己或通过协商救济危机ꎬ

念ꎬ表明在现实的危急情形下ꎬ人们以牺牲他人

克服或减轻紧急状态已经或可能带来的巨大风

较小的利益而保障集体、公众、他人或自己更大

险ꎬ就是作为主体或消极规避风险ꎬ或积极抗击

的利益ꎬ这种行为可以免受刑事追究ꎬ从而使公

风险ꎬ最终减损止损的本能选择和应有姿态ꎮ 在
法理学上ꎬ 一个人为假设的个案经常被人们提
及ꎬ论者论及之也能常论常新ꎬ这就是被誉为“ 史
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 的“ 洞穴奇案”

〔４〕

ꎮ 尽

管这个案件所言的内容和背景ꎬ说不上是一般意
义上的紧急状态ꎬ但对困于洞穴之中ꎬ没有外援ꎬ

民或 其 他 社 会 主 体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 紧 急 避 险
权” ꎮ 在民事法律上ꎬ虽然我国« 民法典» 第 ２４５

条也规定了“ 紧急避险” 的内容ꎬ但其所规定的
事实上是公权主体的“ 权力扩张” ꎬ〔６〕 而不是私
权主体的“ 权利扩展” ꎮ 可见ꎬ在类似“ 紧急状态

法” 之类的应急法中ꎬ明确规定在公权救济无力、

没有食物和水ꎬ 几乎到了坐以待毙的探险者而

不当、不及时ꎬ私权主体展开的自力救济ꎬ哪怕其

言ꎬ他们的处境ꎬ形同紧急状态ꎬ乃至甚于紧急状

行为违反日常或紧急状态法律ꎬ违反公权主体制

态ꎮ 这提示我们ꎬ当人们困于紧急状态ꎬ而无法获

定的紧急状态举措ꎬ但只要被救助的法益大于所

得外力救济时ꎬ主体的自力救济ꎬ不但在事实上是

占用或损耗的法益ꎬ就应当将其扩展为权利ꎮ

唯一选择ꎬ而且在价值上具有正当性ꎮ
自力救济的条件和场域是什么? 这在本文

( 三) 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及权力权利平衡

顾名思义ꎬ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ꎬ乃是他力

第二部分笔者将会作较为系统的探讨ꎮ 这里只

救济和自力救济结合以应急的紧急状态ꎮ 如前

想简略地论及ꎬ紧急状态中ꎬ一方面ꎬ在外力救济

所述ꎬ他力救济的紧急状态和自力救济的紧急状

不能时ꎬ自力救济就是必要和必须的ꎬ即便如传

态之分类ꎬ仅是本文为了分析权利扩展这一话题

染病这种往往只能通过外力救济才更加靠谱的
紧急状态ꎬ当没有可资救济的“ 外力” 时ꎬ人们总
得去想方设法ꎬ寻求自力救济ꎬ总得寻求通过自我

的方便而故意所作的“ 类型拟制” ꎮ 在紧急状态
的现实世界ꎬ这种分类恐怕并不存在———尽管可
以肯定地说ꎬ在紧急状态发生之初ꎬ由于政府预

的努力而解决所面临的困境ꎬ哪怕这一过程一定

知、预见能力所限ꎬ对可能发生的危害或没有准

会面临诸多挫折ꎬ甚至面临无数生命的罹难和无

备ꎬ或准备不充分ꎬ因此ꎬ仓促之间应对不及、手

常ꎻ另一方面ꎬ在外力救济不当或不及时ꎬ自力救

忙脚乱、左支右绌ꎬ反倒使社会陷于某种有政府

〔５〕

济在生命健康和财产保全上更为必要和重要ꎮ

不难发现ꎬ在紧急状态中ꎬ当公民等社会主

的失序状态ꎮ 而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中ꎬ政府往往
自顾不暇ꎬ更遑论对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保护
— 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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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救济了ꎮ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ꎬ既然公权主体

这又涉及一个重要的法理学问题ꎮ 常以为ꎬ在权

的救济无望ꎬ 就只能留待公民等社会主体自救

利的总资源是一个衡量的前提下ꎬ权力和权利两

了ꎮ 对此ꎬ人们不难发现在当今国际或国内战乱

者是一种反比例关系ꎮ〔７〕 就一般情形而言ꎬ这一

中不断发生的难民事件以及难民自救的相关报

说法并非没有道理ꎬ但在事实上ꎬ权力和权利之

道ꎮ 又尽管可以肯定地说ꎬ有些紧急状态ꎬ特别

间的消长ꎬ并非总是此种反比关系ꎮ 大体说来ꎬ

是那些普通民众根本不知道如何救济ꎬ从而需要

在紧急状态中ꎬ 它们之间存在如下诸种组合关

专业知识出面救济的紧急状态ꎬ基本可以排除公

系:其一是互助关系ꎬ即权力在宏观层面展开对

民和其他主体的自力救济ꎮ 但即使如此ꎬ在上述

紧急状态的他力救济ꎬ而权利则在微观层面展开

两种情形下ꎬ也不排除政府或其他接受授权的社

对紧急状态的自力或社会救济ꎮ 它意味着权力

会主体之他力救济与公民或其他社会主体自力

和权利之间在量上不但不构成反比ꎬ反而是正比

救济兼而有之的努力和可能ꎮ 在此意义上ꎬ紧急

例的ꎮ〔８〕 在不少情形下ꎬ权力本来是为增进和促

状态中的混合救济是普遍的ꎮ

动权利而生产的ꎮ 权力不能促进权利ꎬ则其存在

但笔者在此要讲的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ꎬ更

的合法性就颇值质疑ꎮ 其二是分离关系ꎬ即权力

倾向于一种紧急状态发生后ꎬ他力救济和自力救

的他力救济和权利的自力救济各行其是ꎬ只要不

济相对而言处于均衡状态的那种ꎮ 此种紧急状

相互排斥、减损对方的救济即可ꎮ 两种救济之间

态ꎬ无论对公主体还是私主体而言ꎬ都有条件、有

不存在直接的关联ꎬ也不存在互助的效果ꎮ 权力

能力、也有可能出面予以救济ꎮ 因此他力救济并

的存在并不能明显地增进并保障权利ꎬ同样ꎬ权

不能否定自力救济ꎬ自力救济也不能排斥他力救

利的实施也没有明显地影响或消耗权力ꎮ 其三

济ꎮ 特别在地震、水患、泥石流、风沙这类紧急状

是反对关系ꎮ 这就是前述所谓的反 比 例 关 系ꎮ

态两种主体都可能出面ꎬ在不同环境、条件或场

在资源恒定的前提下ꎬ权力之扩展ꎬ必然意味着

合予以施救的紧急状态中ꎬ混合救济的特点尤为

权利之限缩ꎻ反之亦然ꎮ 紧急状态从总体上看ꎬ

明显ꎮ 之所以在此拟制性地专门列出混合救济

是人类资源的集约性消耗ꎬ因此ꎬ它一般不像人

的紧急状态ꎬ是在面对紧急状态时ꎬ为了能尽最

们交往的新型领域那样ꎬ能够生长出有利于人类

大可能发挥公主体救济和私主体救济这两个积

的新资源ꎬ反之ꎬ紧急状态令资源在整体上被明

极性ꎮ 毕竟纯粹靠公主体的他力救济ꎬ在智慧、

显限缩ꎮ 从而在此种情形下ꎬ强化他力救济的后

财政、及时性、适地性等方面都会受到掣肘ꎮ 而

果ꎬ必然是对自力救济的限缩ꎮ〔９〕

纯粹依靠私主体的自力救济ꎬ则无论在智慧、经

可见ꎬ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ꎬ需要根据权力

费、经验、统筹等方面也会存在明显局限ꎮ 因此ꎬ

和权利实际着附的客观社会事实予以调节ꎮ 其

如何在可能展开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中ꎬ协调和

中最佳的方式ꎬ当然是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平衡ꎮ

统筹两个积极性———公主体的他力救济和私主

哪怕权力扩张、权利限缩ꎬ其客观目的不是权力

体的自力救济ꎬ就是应对紧急状态不可或缺的一

单向度的永恒管制ꎬ而是经由权力的统筹、安排ꎬ

体两面ꎮ 事实上ꎬ这种情形在救济紧急状态的策

最终退一步、 进两步地创造人们自力救济的空

略中人们常常可见ꎮ 其中政府或社会团体( 特别

间ꎮ 所以ꎬ在权利克减、权力扩张的任务完成后ꎬ

是专业救援队) 的救助和受灾地区公民紧急展开
的“ 群众抗灾自救” ꎬ就是典型ꎮ

需进而论述的是ꎬ在此种混合救济的紧急状

态中ꎬ如何看待公主体权力和私主体权利之间的
关系? 两类主体的权力和权利能否 同 时 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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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权于民” ꎬ是“ 后紧急状态” 的必要和必须之

举ꎮ 这些问题ꎬ 因 非 本 文 之 主 旨ꎬ 故 不 再 展 开ꎮ
下文笔者将集中围绕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三
个较为具体的问题———场域、内容和方式而展开
论述ꎮ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二、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场域

现ꎬ导致政府全盘瘫痪ꎬ无人接盘ꎮ 所有应急事
务ꎬ也就无从展开ꎮ 因此ꎬ它需要重新建立政府ꎬ

紧急状态中针对权利的一般情形是权利克

组织政府机构和人员ꎮ 但这一过程ꎬ又不是一蹴

减ꎬ因之ꎬ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ꎬ乃是紧急状态

而就的ꎬ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期ꎮ 对于紧

中有关权利的一种例外性安排ꎮ 如果说紧急状

急状态的应对而言ꎬ过渡期无论长短ꎬ都是令所

态是日常状态之例外ꎬ那么ꎬ紧急状态中的权利

有置身其中的人深感焦灼的事ꎮ 因为无政府状

扩展则是紧急状态之例外ꎮ 这看似是很绕口的

态ꎬ也必然意味着无秩序ꎮ 对于人们的日常交往

一种说法ꎬ但不如此表达ꎬ就很难说清楚紧急状
态中权利扩展的“ 身份” 和定位ꎮ 之所以如此ꎬ是

和生活而言ꎬ毫无疑问ꎬ“ 有秩序胜于不自由” ꎮ
因为没有秩序ꎬ意味着任何自由都是奢侈ꎬ无从

因为权利扩展在紧急状态中ꎬ有其独特的适用场

谈起ꎮ〔１０〕 但是ꎬ即便处于无政府状态ꎬ人作为能

域ꎮ 这些适用场域ꎬ笔者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动的主体ꎬ面对极度困厄和威胁ꎬ不但不能坐以

(一)因紧急状态中的政府失灵———救济不能

待毙ꎬ而且必须奋力自救ꎮ

紧急状态ꎬ常常会带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ꎬ

上述两点意味着当紧急状态导致政府失灵ꎬ

但揆诸事实ꎬ并非每每如此ꎮ 特别在紧急状态初

人们无法依赖政府出面救济时ꎬ必须自己出面迎

期ꎬ无论普通民众ꎬ还是政府机构对此预料不足ꎻ

战威胁ꎬ克服困厄ꎬ走出困境ꎮ 在法律上ꎬ当公民

特别是当预案也不明朗时ꎬ它的乍然来临ꎬ不但

和其他社会主体面临困顿ꎬ政府又因处于无政府

会令普通民众惊慌失措ꎬ也会令政府左右失据、

状态而难以施救时ꎬ赋予人们政府不能、失灵时

无所适从ꎬ甚至处于政府失灵———无政府状态ꎮ

的社会自救权ꎬ不但必要ꎬ而且必须ꎮ 即便现行

是指“ 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 ꎬ是政府在应对紧

为“ 推定权利” 的法律效力ꎮ 所谓“ 推定权利” ꎬ

其又表现为两种具体类型:

第四部分中对“ 推定扩展” 的论述) 的法律后果ꎮ

此种状态ꎬ并非指不存在管理者ꎬ不存在政府ꎬ而

法律上未规定相关权利ꎬ也应当承认这种权利作

急状态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应急能力的状态ꎮ

就是“ 权利推定” ( 有关“ 权利推定” ꎬ请详见本文

第一ꎬ主观因素的无政府现象ꎮ 它是指由于

所以ꎬ认识权利推定ꎬ可以进一步领会当紧

政府应急能力欠缺导致的无政府状态ꎮ 这是在习

急状态遭遇无政府情形时ꎬ 所有其他社会中主

惯了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下ꎬ面对突然的紧急事
务时ꎬ政府很容易犯的错误ꎮ 只要天下承平日久ꎬ

体———无论是以自然人身份存在的社会主体ꎬ还
是以经济与社会组织身份存在的社会主体ꎬ既有

管理者就容易出现麻痹大意心理ꎬ以为日常状态

单独地、也有合作地予以行动ꎬ走出困厄、克服时

代表了管理工作的全部ꎬ对紧急状态既没有心理

艰的权利ꎮ 这种权利推定ꎬ不一定等到起诉至法

准备ꎬ更没有工作盘算ꎬ因此ꎬ就不存在所谓应急

院ꎬ经过法官严谨地在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之间

能力ꎬ或者面对紧急事件就手忙脚乱、自乱阵脚ꎮ

严丝合缝、合乎逻辑地裁决出具体的推定权利ꎬ

这显然是管理者缺乏对紧急状态就是管理的典

才能认定ꎮ 即便不经过这样的逻辑推定ꎬ仅仅靠

型状态的认知ꎮ 此种情形ꎬ在此次国内外应对突

人们日常交往和生活的常识ꎬ就可以对此作出权

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屡有发生ꎮ

利的考量ꎬ从而对人们的相关行为予以权利之定

第二ꎬ客观因素的无政府现象ꎮ 它是指遭遇

性和包容ꎮ 可见ꎬ 在紧急状态遭遇无 政 府 情 形

紧急事项的毁灭性打击ꎬ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ꎮ

时ꎬ主体起而自救ꎬ 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权利ꎮ

例如ꎬ一场洪水淹没了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机构

即便法律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ꎬ在实践中必须以

以及相关设施ꎻ再如一场战争ꎬ直接摧毁了政府

权利对待之ꎮ 这也预示着ꎬ相关权利既具有应有

的应急指挥系统等ꎮ 显然ꎬ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出

权利、自然权利的特征ꎬ也具有现实权利、习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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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５学术前沿
利的意味ꎮ
当然ꎬ这些权利ꎬ针对既有的法定权利ꎬ它毫
无疑问是法定权利的扩展ꎬ从而也说明ꎬ紧急状

紧急状态遭遇权力决策失误、失当时ꎬ不但无以
救济因紧急状态导致的主体权益受损ꎬ而且因之
进而放大秩序混乱ꎬ扩大权利受损ꎮ

态一旦遭遇无政府情形ꎬ事实上便为权利扩展创

那么ꎬ面对权力在紧急状态中的决策失当ꎬ

造了场域ꎻ无政府状态中的主体自救ꎬ也必然为

其他主体是逆来顺受呢ꎬ还是有权对权力决策的

主体行使现实的自救权提供场域ꎮ 这些权利一

失当说不? 换言之ꎬ以扩展的权利来对抗失当的

旦进入实在法考量的视域ꎬ 特别是进入司法视

权力ꎬ从而规避来自决策的风险呢? 还是甘愿承

域ꎬ理应经由权利推定ꎬ转化为推定权利ꎮ

受决策失当带来的更大损失? 自然ꎬ在此种情形

(二)因紧急状态中的权力失当———救济不当

下ꎬ公民和其他主体对权力决策拥有不合作和不

毫无疑问ꎬ一旦紧急状态出现ꎬ不论是什么

服从的权利ꎮ〔１１〕 在一定意义上ꎬ这也是一种对决

原因引起的ꎬ政府都肩负着带领人民共克时艰的

策失当的避险权ꎮ 面对公权力应急决策之失当ꎬ

重大责任ꎮ 这是因为政府拥有其他任何主体都

公民和其他主体选择对之抗辩、对抗、不服从、不

不具备的集约性权力ꎮ 即便一个国家基于市场

接受ꎬ应被良心和道德确认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

决定的原则在制度设置上倾向于“ 小政府、大社

扩展ꎮ 这也表明ꎬ当紧急状态遭遇权力应对紧急

会” 的原则ꎬ但力量聚集性的政府与任何力量分

状态的决策失当时ꎬ 其实提供了其他主体不服

散的社会主体相较ꎬ其在面对紧急状态时ꎬ都有

从ꎬ甚至抗辩、反对决策ꎬ扩展权利ꎬ以克服困难

无可比拟的优势ꎮ 它能够借助权力的集约力量

的必要场域ꎮ

和权威效力ꎬ动员、组织各分散的社会主体ꎬ为克
服紧急状态ꎬ减少相关损失ꎬ保障社会秩序ꎬ维护

(三)因紧急状态中的权力不及———救助无力

尽管在紧急状态中ꎬ公权主体出面对全社会

公民生命财产的健康和安全而发挥其他任何社

负责ꎬ进行公力救济ꎬ既是其使命所在ꎬ也是其能

会主体都无权替代、也无法替代的功能ꎮ 但如同

力所及ꎬ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所有的紧急状态ꎬ

智者千虑ꎬ必有一失一样ꎬ政府作为由人所控制

公权主体都能够做到毫无死角地救济ꎮ 事实上ꎬ

的主体ꎬ既不可能完全克服人所固有的认知能力

面对或者突发的ꎬ或者影响巨大的紧急状态ꎬ有

和认知条件———即使制度规定在逻辑上毫无纰

时公权主体积极作为ꎬ但智者千虑ꎬ必有一失ꎬ既

漏ꎬ也无法避免决策者顾此失彼的决策错误ꎬ也

有预案不可能不存在疏漏ꎻ有时虽有预案ꎬ但预

不能保证决策者没有主观偏好和偏见ꎮ

案难以覆盖紧急状态造成的全方位影响ꎬ对有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一个国家的权力ꎬ在横

紧急状态ꎬ甚至实在难以做出预案ꎮ 在种种情形

向上是分工的ꎬ在纵向上是分层的ꎮ 面对此种分

下ꎬ都会出现紧急状态中公权力的救助不力现

工和分层ꎬ虽然人们基于某种理想ꎬ强调要分工

象ꎮ〔１２〕 即使各地的公权力主体为防治疫情ꎬ殚精

( 层) 协作一盘棋ꎮ 但在现实中ꎬ一方面ꎬ不论分
层主体ꎬ还是分工主体ꎬ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分

竭虑ꎬ预案充分ꎬ也仍会百密一疏ꎬ顾此失彼ꎬ从
而导致种种令人遗憾的悲剧ꎬ甚至灾难发生ꎮ

层或分工范围内的本位意识ꎬ因此ꎬ对溢出其范

面对此种情形下ꎬ社会主体是不是只能死守

围的事物关注不够或无暇关注ꎬ这使得本应是上

预案的规定ꎬ不能越雷池一步? 对此ꎬ可以预设

下( 分层) 左右( 分工) 有机关联、有效合作的权

两个不同的选项:假设被纳入疫情防控工作统一

力关系ꎬ会变成权力主体间各扫门前雪ꎬ互不相

管理的私立医院ꎬ或者严守预案规定ꎬ否则必须

扰ꎬ或者权力主体间过度作为ꎬ相互越权的关系ꎮ

受罚ꎻ或者按照基本医道ꎬ对到医院寻求救治的

无论哪种情形ꎬ都是权力行使的混乱ꎬ都导致决

其他危重病人ꎬ循例接收ꎬ不受疫情防控工作所

策的失误———权力本来为社会有序而设置ꎬ但在
— ８８ —

限ꎮ 显然ꎬ前者的选择尽管符合一些地方公权力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的预案ꎬ从而和日常医院应肩负的使命和应拥有

戊荒灾” 中ꎬ尽管不乏人情冷漠ꎬ社会关系中的

的权利相比较ꎬ是紧急状态及其预案的大局ꎬ也

男 / 女、长 / 幼、 生 / 熟、 富 / 穷、 官 / 民 和 人 / 物 之 间

限缩或克减了医院公道地、无差别地救死扶伤、

关系畸变之情形ꎬ〔１４〕 但也存在除了官赈之外的

治病救人的责任及相关权利ꎮ 但按照后种选择ꎬ

商赈、教赈现象ꎮ〔１５〕 很多乡绅、富人、教职人员和

则医院冲破了紧急状态及其预案的藩篱ꎬ抛开预

教会ꎬ纷纷伸出援手ꎬ予以接济ꎬ颇为感人ꎮ 这表

案ꎬ自我扩展权利ꎬ同时也履行了社会责任ꎬ体现

明ꎬ古代社会在面对紧急状态时ꎬ也明显存在与

出在面对更加现实的危难( 紧急中的紧急) 时ꎬ

社会主体自救需要相适应的权利扩展ꎮ

通过权利扩展ꎬ实现医疗救助ꎮ

至于在当代紧急状态的社会救助中ꎬ社会主

我们知道ꎬ在日常状态下ꎬ为了保障社会秩

体( 个体志愿者、集体的社会公益组织和其他组

序ꎬ助力人权实现ꎬ公权力不像紧急状态中那么

织等) 的积极参与、实际扩权就更为常见ꎮ 以我

无所不在地发挥其威力ꎬ总会留给社会足够的自
治空间ꎬ从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ꎬ主要是靠社

国为例ꎬ在 ２００８ 年的汶川大地震中ꎬ志愿者、〔１６〕

社会组织( 特别是社会公益组织) 冲破重重阻力

会自主、自治和互助的力量维系的ꎮ 没有这种维

予以救济的情形ꎬ〔１７〕 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ꎮ 在武

系力量ꎬ则即便公权力再强大ꎬ也不可能事无巨

汉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ꎬ一位无家可归的大连

细地管好、管住人们的日常交往ꎮ 但在紧急状态

青年ꎬ主动参与医院救灾的情形ꎬ也感人至深ꎮ〔１８〕

中ꎬ如果公权力所拥有的强制力及其背后的财力

以上事实皆说明ꎬ当紧急状态中公权力救济

不予直接救助ꎬ社会往往会因此成为一盘散沙ꎬ人

不及时ꎬ通过权利扩展ꎬ激励私力救济ꎬ是补救权

们的权利也因此而更受伤害ꎮ 所以ꎬ紧急事态必

力救济不及时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方式ꎮ 从权

须紧急处理ꎬ紧急状态是公权治理的典型状态ꎮ

利扩展的主体看ꎬ它可二分为公民个人( 特别是

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公权力力所不逮之处、疏
忽大意之处ꎬ就不能允许扩大私权利ꎬ由私权主

志愿者) 的权利扩展和集体 ( 公益组织、企事业
单位等) 的权利扩展ꎮ 无论哪种权利扩展ꎬ都表

体出面进行私力救济? 回答是否定的ꎬ因为这无

明ꎬ紧急状态中ꎬ不仅存在权利克减ꎬ而且存在权

论在事实上ꎬ还是价值上ꎬ都是难以成立的ꎮ 只

利扩展ꎮ 事实上ꎬ分布在我国山川中的形形色色

要公权力不能全方位地、无所遗漏地覆盖社会治

的村寨ꎬ在应对新冠危机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ꎬ

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种事项时ꎬ就必须允

不仅是执行公权力的指令ꎬ而且每每独创性地通

诺被紧急状态制约的私权利的扩展ꎮ 这无论在

过扩展权利的方式ꎬ护卫着各自的村寨ꎮ〔１９〕

古代还是现代ꎬ都可谓是不言自明之理ꎻ同时ꎬ无
论私权利以个人名义出面扩展ꎬ还是以社会组织
名义出面扩展ꎬ都应被纳入权利扩展的范畴ꎮ

三、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内容
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之内容ꎬ只有较为普遍

在我国古代的灾害救济中ꎬ一方面ꎬ官方有

地落实到具体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实际行动

时会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ꎬ让民众直接参与

及享有上时ꎬ 才真正配称权利ꎮ 即便 在 实 在 法

其中ꎬ以实现自救ꎮ 尽管这仍然是在官方预案中

上ꎬ它并未见诸明确规定ꎬ也成为事实权利和习

的民众参与ꎬ 但其主旨是调动民众自救的积极

惯权利ꎬ〔２０〕 也具有民间规范、社会道德和人类良

性ꎬ扩展民众自救的权利和通道ꎮ 例如范仲淹任

知的支持ꎮ 当然ꎬ这是另外的话题ꎮ 这里要论述

职江南时ꎬ面对江南严重旱情ꎬ推出著名的以工

的是ꎬ在紧急状态中ꎬ公民和社会权利扩展的几

代赈等举措ꎮ

〔１３〕

另一方面ꎬ社会主体ꎬ特别是那

些乡绅商贾ꎬ或响应官府号召ꎬ或自觉自愿、想方
设法予以救济ꎮ 例如在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 丁

个主要方向或者几类主要权利ꎮ
( 一) 紧急自救权———积极自救与消极自救

所谓紧急自救权ꎬ是指社会主体在面对紧急
— 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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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时ꎬ在公权救济不能、不当、不力时ꎬ以其自
力方式ꎬ展开自我救助的扩展权利ꎬ例如乞讨权、
流浪权等ꎮ

〔２１〕

即积极的紧急自救权和消极的紧急自救权ꎮ
前者指行为人本来负有一项禁止性的不作

应首先强调的是ꎬ在紧急状态中ꎬ

为义务ꎬ但因为紧急状态的发生ꎬ其突破禁止性

无论公权主体应对的能力强弱ꎬ情形好坏ꎬ都离

义务的规定ꎬ把它扩展为积极作为的自救权利ꎮ

不开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ꎮ 在此意义上ꎬ

对此ꎬ不能因为行为人肩负有禁止性义务而施加

紧急状态的克服过程ꎬ也一定是社会主体的自救

法律制裁ꎮ 例如在疫情期间依法依规居家隔离

过程ꎮ 例如面对即将实施的封控管理措施ꎬ公民

的人ꎬ隔离期满前不得擅自离开其住宅ꎮ 但在其

事先准备好封控期间必要的食品和其他消费品ꎬ

身体突发严重不适ꎬ未得到任何其他救助时ꎬ居

法人事先准备好应对危机、克服时艰的具体措施

家隔离的公民走出隔离场所ꎬ到医院寻求紧急救

等ꎮ 所以ꎬ没有离开社会主体自救的纯粹权力救

治ꎬ即使未征得防疫指挥部门同意ꎬ也是情有可

助ꎮ 故自救权始终参与紧急状态的应对这一判

原的ꎬ应视为一次积极的权利扩展行为ꎮ 这类情

断ꎬ并不难理解ꎮ

有可原的情形ꎬ即积极的紧急自救权ꎮ

但本文所谓与权利扩展相关的紧急自救权ꎬ

后者则指行为人本来负有法定的或约定的

显然不是紧急状态中这种具有“ 日常状态” 的自

义务ꎬ但因为紧急状态的发生ꎬ其或未履行法定

救行为ꎬ而是按照日常交往行为的一般要求ꎬ人

义务ꎬ或爽约而未履行约定义务ꎬ从而以消极的

们对必须遵守的义务ꎬ在紧急状态中放弃遵守ꎬ

不作为方式ꎬ对待本应积极的作为义务ꎬ并把其

或者对理应履行的义务ꎬ 在紧急状态中放弃履

扩展为消极的自救权利ꎮ 例如教师有给学生授

行ꎬ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ꎮ 例如ꎬ某人有遵

课的义务ꎬ但因紧急状态ꎬ学校存在足以影响教

守保护他人财物的义务ꎬ但当紧急状态发生ꎬ物

师生命和健康的风险时ꎬ即使教师有能力讲课ꎬ

质极度匮乏ꎬ因之威胁其生命权和健康权时ꎬ设

而学校没明令学生停课ꎬ 教师也可以选择不授

法取得他人的财物以自救ꎬ不但应当被法律所宽

课ꎮ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行为ꎬ应被视为是教师在

容ꎬ而且应当认可其是一种权利扩展ꎮ 再如按照

行使消极的自救权ꎮ

合同约定ꎬ某人对他人负有一项义务ꎮ 但紧急状

紧急自救权的享有和行使者ꎬ不仅有公民ꎬ

态发生后ꎬ即使该义务人有能力、有条件履行这

也有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ꎬ即当法人等社会组织

一义务ꎬ但履行它又可能ꎬ甚至必然面对极大的

因为紧急状态可能严重影响其经营和利益时ꎬ采

风险时ꎬ义务人可以通过暂不履行来自救自保ꎮ

取违背禁止性规定的积极行为或违反必为性法

如上预设的例证首先说明:紧急自救权所应
对的ꎬ不是或主要不是社会主体对公共权力及其

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消极行为ꎬ以避免其经营和
利益遭受更大损失ꎮ

规定的抗拒ꎬ而是在紧急状态对社会主体的基本

显然ꎬ紧急自救权是在公权力对紧急状态没

生存和健康造成明显的、必然的威胁时ꎬ社会主

有预案、预案不力、无力救济等情形下ꎬ社会主体

体对法定的私人权利神圣性的一时打破ꎮ 面对

参与应对紧急状态的基本保障机制ꎮ 尽管按照

此种行为ꎬ权利受损的主体ꎬ应当予以包容ꎬ公权

日常的法律ꎬ甚至按照紧急状态法ꎬ紧急自救行

主体也不应断定其是非法ꎮ 等危机过去ꎬ行为人

为都具有违法性ꎮ 但当人们面对“ 紧急的紧急”

有赔偿或补偿条件时ꎬ再对受损人作一定补偿ꎮ
但无论如何ꎬ在性质上ꎬ其不应被界定为非法行
为ꎬ而是紧急状态中社会主体应当拥有的紧急自
救的权利扩展行为ꎮ
其次ꎬ在类型上ꎬ紧急自救权可以一分为二ꎬ

— ９０ —

“ 例外的例外” 这种情形时ꎬ这是社会主体得以
自保的基本机制和方式ꎬ也是在紧急状态中ꎬ最
常见的权利扩展内容ꎮ

( 二) 紧急避难权———个体避难与集体避难

所谓紧急避难权ꎬ是指当紧急状态发生后ꎬ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公权主体不能救济或救济不当、不力ꎬ而社会主

可为是一项权利ꎮ 例如为防止严重传染病的蔓

体面对严重的财产、人身ꎬ甚至生命危险时ꎬ在尽

延ꎬ即使一地发生了疫情紧急状态ꎬ也不能认可

量征得他人同意ꎬ或虽无条件征得他人同意ꎬ但

人们积极主动的避难行为ꎮ 因此ꎬ封国令、封城

在尽量保障他人财产安全ꎬ且事后能尽量给予补

令ꎬ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ꎬ就成为合理的、必

救的前提下ꎬ社会主体以自力方式ꎬ寻求通过运

须被人们接受并遵守的应急举措和边界ꎮ 因之ꎬ

用他人的财产( 包括住宅、场地、食物、防护设施

明知要封国、封城ꎬ或封控、管控ꎬ却借机逃离封

等) ꎬ避免或减轻灾难实际发生的事实和习惯权

锁区域的行为ꎬ就必然是应受制裁的行为ꎮ〔２４〕

利ꎮ 尽管这种权利在法律上也是无据可循的ꎬ但

在主体视角ꎬ紧急避难权可二分为个体避难

在实践中却是情有可原ꎬ应被人们同情理解和包

和集体避难ꎮ 个体避难纯粹是公民个人的私人

容的ꎮ 因为在紧急状态中ꎬ 当公权主 体 救 济 不

行为ꎬ集体避难则既可能是被拟制为个体的企事

能、不当或不力时ꎬ任何人都可能面对此种危及财

业单位所组织的避难ꎬ也可能是众多的个人被组

产、健康乃至生命的风险ꎬ因之ꎬ任何人都可能存

织起来所进行的避难ꎮ 有时候ꎬ在国际难民署对

在行使避难的内在需求ꎮ

难民的合法救济不足时ꎬ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就

值得一提的是ꎬ紧急避难现象在现代风险社
会中越来越常见ꎬ 特别在战争类紧急状态发生
时ꎬ更是时有所闻、不绝于耳ꎮ 如最近发生的俄

难民避难的权益保护问题行动或发声ꎬ特别是国
际红十字会组织 〔２５〕 ———这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
集体避难行为ꎮ 无论个体避难还是集体避难ꎬ只

乌战事ꎬ已经产生数百万难民ꎬ他们纷纷逃离家

要是社会主体所进行或从事的ꎬ目的是消除紧急

园ꎬ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寻求避难ꎮ 而持续十多年

状态对人们财产、健康和生命的现实威胁ꎬ且这

的伊拉克战事和叙利亚战事ꎬ更是因为难民寻求

种避难行为的法律根据不充分ꎬ那么ꎬ其都可以

避难ꎬ在 欧 洲 形 成 了 影 响 十 分 深 远 的 “ 难 民 危

被推定为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一种内容———

续ꎬ一国公民是不能跨越其他国家国界的ꎬ但在

紧急避难权的内容ꎬ只能是人身健康、生命

战事吃紧ꎬ财产、健康和生命在其国内根本无法

安全吗? 它能否涉及财产的紧急避难? 笔者的

保障时ꎬ选择突破国、边界的日常限制而在国外

回答是肯定的ꎮ 故在内容上ꎬ紧急避难权又可二

寻求避难ꎬ不但可以理解ꎬ而且应是社会主体在

分为人身避难和财产避难ꎮ 前者更多地体现为

机” 事件ꎮ

〔２２〕

我们知道ꎬ一般情形下ꎬ没有合法手

紧急避难权ꎮ

紧急状态中———无论战争紧急状态、事故紧急状

公民个人的避难行为ꎬ对公民个人而言ꎬ最重要

海啸、水患、旱灾)———可以扩展的一类权利ꎮ

对与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公民

当然ꎬ紧急避难不仅是指紧急状态发生后ꎬ

财产安全ꎬ自然可在避难权之列ꎮ 后者则更多地

人们通过跨越国、边界ꎬ在他国寻求避难这种情

体现为集体避难的行为ꎬ特别对法人而言ꎬ其在

态(如核事故)ꎬ还是自然灾害紧急状态( 如地震、
〔２３〕

形ꎮ 即使在同一国家ꎬ当其一个地方发生紧急状
态ꎬ而在本地没有更好的救济手段时ꎬ人们寻求

的ꎬ莫过于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ꎮ 但与此同时ꎬ

本质上是一个财产共同体( 所谓“ 财团法人” ) ꎬ
当紧急状态威胁到其财产安全时ꎬ事实上就是对

逃离家园ꎬ 在其他地方进行避难ꎬ 都十分常见ꎮ

其“ 生命” 的威胁ꎮ 因此ꎬ在没有征得其他主体

甚至在邻居之间ꎬ一家因为紧急状态而发生诸多

的同意下ꎬ企业借用其空闲场地转移财产、储存

灾难ꎬ也可以寻求到受灾较轻或没有受灾的邻家

设备等ꎬ都属于紧急避难权的范畴ꎮ 当然ꎬ这不

和其他地方避难ꎬ即使其避难行为没经过邻家或

是说集体避难就不涉及人身健康、生命安全ꎮ 前

其他场地主人的同意ꎮ 当然ꎬ对于有些紧急状态

述组织化的集体避难就是ꎮ 即使是企业的避难ꎬ

而言ꎬ这种积极的、流动性的紧急避难ꎬ不应被认

在财产避难之外ꎬ总是不可或缺地存在着人身避
— ９１ —

２０２２. ５学术前沿
难———毕竟劳动者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要素ꎮ 就

共权力之不足ꎬ或出自制约公共权力可能的恶ꎬ

此而言ꎬ紧急避难权在内容上一定是以人身避难

预设了公共权力之外的社会空间ꎬ这就是社会自

为主ꎬ财产避难为辅的ꎮ

治空间ꎮ 在这个空间范围内ꎬ社会主体特别是那

( 三) 紧急救助权———紧急助他与紧急互助

些社会公益组织ꎬ可以自主地选择和践履其所认

前文已经述及ꎬ在紧急状态中ꎬ最有资格和

可的价值观ꎮ 特别在紧急状态发生时ꎬ遵循应急

能力对社会进行救助的是公权主体ꎬ这除了是其

的需要ꎬ实施紧急救助ꎬ是其重要的可扩展的紧

职责所在之外ꎬ还因为其是社会信息的最大、最

急权利ꎮ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ꎬ紧急救助权在很大

权威的拥有者ꎬ 也是集约性财产和能力的拥有

程度上ꎬ是一种社会救助ꎬ尽管其不否定私人救

者ꎬ更有法律赋予的权力之加持ꎮ 可以说ꎬ只要

助ꎮ 如一些企业家、慈善家所实施的救助ꎬ但即

存在政府ꎬ那么ꎬ任何时候ꎬ公权主体的作用理应

便是这样的救助ꎬ在现代社会ꎬ也每每是企业家、

是最强大的ꎬ 任何私权在紧急救助能力上都不

慈善家以其企业的名义作出的ꎮ 这应当是紧急

能、也难以和公权相比肩ꎮ

救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ꎮ

但公权主体不是ꎬ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无所

在类型上ꎬ紧急救助权可二分为紧急助他和

不能、无所不在的“ 利维坦” ꎬ即使皇权控制空前

紧急互助ꎮ 顾名思义ꎬ所谓紧急助他ꎬ就是在紧

强大的古代中国ꎬ也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ꎬ即除

急状态中ꎬ当权力救济不能、救济不当或救济不

了“ 皇权不下县” 这种事实上的基层—社会空间

力时ꎬ有能力的社会主体对财产、健康和生命面

外ꎬ

〔２６〕

还有行会组织、村社组织、宗族组织、宗教

组织等ꎮ 这些组织虽然在其内部规则规范下ꎬ在
社会日 常 生 活 和 交 往 中 就 已 经 发 挥 着 重 大 作
用ꎬ

〔２７〕

但如前所述ꎬ在遇到紧急状态时ꎬ其所发

挥的作用更大ꎮ

〔２８〕

临危险的 他 人 所 施 加 的 救 助 行 为ꎮ〔２９〕 孟 子 云:
“ 恻隐之心ꎬ人皆有之” ꎮ〔３０〕 人类各种的教化和规
范ꎬ不论是宗教性的ꎬ还是世俗性的ꎬ都毫无例外
地教人向善ꎮ 其中向善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他
人面临危难时ꎬ能否伸出援手ꎮ 尤其在紧急状态

因此ꎬ在紧急状态中ꎬ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

中ꎬ当某人面临财产、健康和生命的严重威胁时ꎬ

救助组织ꎬ其他组织以及公民个人ꎬ并不能、也不

出手予以帮助和救济ꎬ更能彰显一个人、一个组

是全然被动的ꎮ 在公权主体敷衍塞责、疏忽大意

织的恻隐之心ꎮ 对此ꎬ即便在法律以及紧急状态

或力所不逮时ꎬ社会主体或者公民个人的救助ꎬ

的一些公共政策上不受支持ꎬ也不能拒绝、更不

就是应急行为的重要力量ꎮ 进而ꎬ这理应是人们

能否定ꎮ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紧急状态中ꎬ对来

的法定权利ꎮ 然而ꎬ并不是所有国家、任何时候

自社 会 组 织 的 慈 善 之 行ꎬ 助 他 之 举ꎬ 尤 应 重

的法律ꎬ都会赋予公民和社会主体这样的权利ꎻ
反之ꎬ在不少国家、不少时期ꎬ法律还抑制或至少
不鼓励公民以及社会组织对这种事实权利的拥

视———因为这种社会力量的作用ꎬ既利于紧急救
助ꎬ又利于公共团结ꎬ还利于激励社会主体的普
遍人文—人权关怀ꎮ

有与发挥ꎮ 不过即使如此ꎬ这也不能阻止在紧急

而所谓互助ꎬ则指在紧急状态中ꎬ当权力救

状态发生时ꎬ公民和社会组织实际上所展开的自

济不能、救济不当或救济不力时ꎬ社会主体相互

主的紧急救助ꎮ 对这种紧急救助行 为ꎬ 于 情 于

之间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取长补短的救助行为ꎮ

理ꎬ只能视为有助于紧急法益的积极行为ꎬ而不

我们知道ꎬ闻道有先后ꎬ术业有专攻ꎬ这是分工社

能相反———视为有悖于紧急法益的消极行为ꎮ

会的基本特征ꎮ 在平时ꎬ人们用以克服分工缺陷

总之ꎬ鉴于公共权力不可能、也不应当全过

的手段是商品交易ꎬ但在紧急状态中ꎬ交易原则

程、全方位、无死角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往往并不适合于应急行为ꎬ反之ꎬ把交易行为转

面ꎬ因此ꎬ现代社会更是在制度上或出自补救公

换为相互无偿的互助行为ꎬ于克服紧急状态ꎬ着

— ９２ —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眼当下救急更为有利ꎮ 因为它能避免交易中高

来比紧急状态本身更大的威胁时ꎬ社会主体所采

昂的时间费用和谈判成本ꎬ直入事情本身ꎬ解决

取的以行动抗拒不当的行为ꎮ 广义说来ꎬ前述紧

燃眉之急ꎮ 这正是在紧急救助权中除了应肯定

急请求也属于抗拒的范畴ꎬ 因为言辞本身是行

利他原则的紧急助他之外ꎬ还应肯定互利原则的
紧急互助之缘由所在ꎮ

动ꎬ是“ 由言取效” ꎬ〔３１〕 也是“ 以言行事” ꎬ从而说
话和做事难以二分ꎮ〔３２〕 这对于克服公权力在应

无论紧急助他ꎬ还是紧急互助ꎬ都是在紧急

急举措中所存在的盲目颟顸现象ꎬ自是一种有烈

状态中社会主体在公权力救助不能、不当或不力

度、有担当的救济方式ꎬ是社会主体监督权力运

时ꎬ社会主体扩展其社会救助的权利方式ꎮ 它不

行的必要举措ꎬ因此ꎬ即使在紧急状态中ꎬ也应被

但是公权力救助的拾遗补阙ꎬ更具有在社会良知

允许ꎬ应被作为扩展权利而对待ꎮ

基础上人们交往信任、扶危济困、相互扶助的道
德理由ꎮ

( 四) 紧急抗辩权———紧急请求与紧急拒绝

四、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方式
在紧急状态中ꎬ如何实现权利扩展ꎬ使一种

前文已经提到抵抗权理论ꎮ 在紧急状态中ꎬ

在日常法律甚至在紧急状态法律看来都有悖之

面对公权应急行为的不当ꎬ私权主体对应急举措

的行为ꎬ成为人们可以理解并接受的扩展的权

提出异议以抗辩ꎬ或者直接以实际行动来抵抗ꎬ

利、事实的权利、习惯的权利? 这涉及紧急状态

都属于紧急抗辩权的范畴ꎮ 我们知道ꎬ在紧急状

中权利扩展的方式ꎮ 所谓权利扩展的方式ꎬ就是

态中ꎬ服从公权力的合理安排ꎬ是公民的紧急义

提供权利扩展的理由说明ꎬ或者阐明权利扩展的

务ꎮ 但并不是公权力的所有举措都是合理的ꎬ从
而都是社会主体应无条件服从的ꎮ 对此ꎬ社会主
体究竟应采取宽容态度ꎬ勉强接受ꎬ还是采取抗
辩态度ꎬ紧急请求ꎬ甚至抗拒? 笔者更赞同后者ꎮ
因为这是社会主体在紧急状态中应当承担的社

“ 合法性” ———它不仅指向合法律性的理由ꎬ 更
指向价值合法性的理由ꎮ 这些理由或权利扩展
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

( 一) 依法扩展———法律授权

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总是和日常状态ꎬ乃

会责任ꎬ 也是其可以扩展的权利范 畴ꎮ 这 样 界

至紧急状态中一般法律规定有所冲突的情形ꎬ但

定ꎬ既可以保障社会主体在公权举措不当时予以

这并不意味着其都是现行法律的反叛者ꎬ有时ꎬ

自救ꎬ也可以及时纠正或阻止公权主体行为的不

权利扩展也能在日常、乃至紧急状态的法律中找

当ꎬ更好地改进和改善公权主体的应急救助行

到根据ꎮ 其中最典型的是法律对紧急避险、正当

为ꎮ

防卫以及不可抗力的豁免性规定ꎬ它们都为权利
毫无疑问ꎬ按照公权主体( 有时甚至是一些

扩展提供了实在法上的合法性基础ꎮ

具体单位和组织) 有关应对紧急状态的一般规定

紧急状态中权利的依法扩展ꎬ首先是基于法

与措施ꎬ上述行为是不被允许的ꎬ但尽管如此ꎬ当

律的明确授权ꎮ 这些授权本身是法律针对常态

其举措严重不当ꎬ既不能发挥公权主体的救助ꎬ也

事实的一种例外规定ꎮ 在本质上ꎬ法律主张对这

妨碍社会主体的自救时ꎬ私权主体自然可以冲破

种“ 违法行为” 作合法化处理ꎻ在权利上ꎬ它赋予

这些规定和措施ꎬ并实施、享有、扩展相关权利ꎮ

了私权主体在特殊情形下ꎬ或者行使一部分公权

紧急抗辩权照例可以两分为请求和抗拒两
种情形ꎮ 紧急请求是一种温柔的抗拒ꎬ是社会主
体认为公权主体的应急举措不当时ꎬ以言词拒绝
的方式对抗公权举措ꎮ 紧急拒绝ꎬ则是当公权主
体的应急行为严重不当ꎬ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

行为( 如对正在犯罪的行为实施正当防卫) ꎬ或
者把理应肩负的义务确认为权利( 包括把消极的
不作为义务转换为积极的作为权利———紧急避
险ꎻ把积极的作为义务转换为消极的不作为权
利———不可抗力下的义务免除) ꎻ在价值上ꎬ它肯
—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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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在特殊情形下人们自救的社会正当性、价值

急状态中的实际情况ꎬ往往是集体避难比个体避

合法性与道义合理性ꎮ 如果不对其以权利扩展ꎬ

难更常见ꎮ 这是因为集体避难更有胜算ꎬ更容易

则意味着把行为人置于进退维谷的危机之地ꎬ反

实现人多力量大、抱团取暖的集约效果ꎮ 但无论

倒或者助长并肯定了非法ꎬ甚至犯罪行为ꎬ或者

哪种避难ꎬ都以牺牲小法益而保全大法益这种紧

以物的价值埋没了人的价值ꎬ或者强人所难ꎬ让

急避险的基本原理为根据ꎬ并且都是在法律上有

人做难以作为之事ꎮ 显然ꎬ凡此种种ꎬ都是对法

明确授权和根据的行为ꎬ从而属于依法扩展权利ꎮ

律调整目的的背反ꎬ是对人类价值的漠视ꎮ

权利的依法扩展ꎬ理应是一种合法状态ꎮ 但

法律的这种事实考量和价值规定ꎬ是在紧急

一方面ꎬ紧急状态中公权主体所采取的强控措

状态中人们扩展权利的基本根据ꎬ是借助法律明

施ꎬ每每把这种合法的权利扩展视为克减的内

确授权的权利扩展ꎮ 在此意义上ꎬ前述紧急状态

容ꎬ强行阻止社会主体的自我救护以及紧急避难

中的紧急自救权ꎬ特别是其中消极自救权ꎬ在一

行为ꎬ这种情形ꎬ凸显了在此强调依法扩展权利

定程度上都是有法律根据的ꎬ这就是一般法律规

的意义ꎮ 另一方面ꎬ依法扩展权利时ꎬ特别是在

定对不可抗力背景下的义务免除ꎮ 既然是义务

前述紧急避难时ꎬ虽然是以牺牲较小法益来保全

免除ꎬ就意味着在不可抗力来临时ꎬ法定的或者

较大法益ꎬ但毕竟因此牺牲了较小法益ꎮ 对此ꎬ

约定的义务ꎬ就转换为选择不履行的消极权利ꎮ

要不要事后对行为人追究责任? 要不要紧急避

紧急状态ꎬ无论是人为的战争、事故ꎬ还是自然的

难的受益人对受损人在事后进行民事赔偿? 这

天灾、疫灾等ꎬ对受其严重影响的主体而言ꎬ毫无

都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纠纷ꎮ 强调其作为权利扩

疑问都属于不可抗力ꎮ 面对这种不可抗力ꎬ法律

展ꎬ显然为相关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考量依据ꎮ 这

上采取义务免除ꎬ更有利于解除紧急状态对人们

也凸显了在此论述依法扩展权利的意义ꎮ

的可能危害ꎬ也更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免

( 二) 推定扩展———法律默许

依法进行的权利扩展ꎬ毕竟从根本上讲ꎬ仍

受灾难侵害ꎮ

而前述紧急避难权———无论个体避难还是

是一种法定权利ꎬ故相对而言ꎬ容易理解ꎮ 但前

集体避难ꎬ更属于法律上紧急避险的范畴ꎬ只是

述紧急状态中的有些权利扩展内容ꎬ却并非法定

紧急避难的范围更大ꎮ 众所周知ꎬ很多时候它是

权利ꎮ 例如紧急状态中的乞讨权、流浪权ꎬ以及

个涉及跨国界的概念ꎬ因此ꎬ不仅有国内法调整

紧急自助、他助和互助权等ꎮ 对此ꎬ法律上往往

〔３３〕

并没有明确规定ꎬ那么ꎬ又如何在实践中观察和

但无论国内法的调整ꎬ还是国际法的调整ꎬ在相

看待其是权利的扩展呢? 这里有必要引入权利推

关行为的使用上ꎬ都符合紧急避险的法律规定和

定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决定的权利的推定扩展ꎮ

之ꎬ还有国际法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和调整ꎮ

一般法理ꎬ即以牺牲一个属于他人的小法益ꎬ来

我们知道ꎬ凡法律未禁止者ꎬ皆可推定为权

维护、保全一个自我的大法益ꎮ 在国际法上ꎬ紧

利ꎬ这既是民治社会人们推崇权利的一种观念表

急避难是以牺牲部分国、边境的管理法益ꎬ来保

达ꎬ也是法律无力明列、也不需要事无巨细地明

障正在遭受危难的难民之生命和其他重要权利ꎮ

列人们交往行为中所有权利时的一种理论上的、

这是一种基本人道的要求ꎬ因此ꎬ和部分国、边境

理想型的应对措施ꎮ 日常生活中ꎬ在法律未加禁

的管理法益相较ꎬ 是更大的法益ꎮ 而 在 国 内 法

止的权利和义务的“灰色地带”ꎬ尽管可能在道德

上ꎬ有关紧急状态中的所有避难行为ꎬ事实上就

上有高标准的禁止性要求ꎬ但在日常行为中ꎬ人们

是紧急避险行为ꎮ 只是紧急避险每每是个体化

还是努力使其呈现为一种权利ꎬ并作权利推定ꎮ

的ꎬ而紧急避难作为紧急避险在紧急状态中的一

但究竟什么是权利推定? 我们知道ꎬ一旦法

种表现ꎬ既有个体的避难ꎬ也有集体的避难ꎮ 紧

律根据不足时ꎬ人们总需要一种理性推论的方式

— ９４ —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予以补足ꎮ 事实上ꎬ“ 法律事实” 从来都不是简

种行为ꎬ当被视为权利扩展ꎬ且无法律依据时ꎬ其

单的事实ꎬ如果坚持吉尔兹将法律视为“ 想象真

理论的重要根据之一ꎬ就是权利推定ꎬ并由此路

实的独特方式” 所塑造的事实ꎬ

〔３４〕

那么任何符合

径ꎬ产生了紧急状态中权利的推定扩展ꎮ 推定扩

社会正当性、价值合法性与道义合理性的“ 法律

展ꎬ首先表现为权利的社会推定ꎬ它表明ꎬ即使在

语言” 都会创造自己的“ 法律现实” ꎬ这种“ 法律
现实” ꎬ自然包含推定的权利ꎻ这种“ 包含” ꎬ在法
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也具有普遍性ꎬ即所谓“ 有
法者以法行ꎬ无法者以类举” ꎮ

〔３５〕

法律上未规定相关权利ꎬ但因其权利扩展行为被
社会主体所普遍接受和理解ꎬ并且所有的人遇到
紧急状态时ꎬ都会或者可能会 ( 即有资格) 作出

相关的权利扩展行为ꎬ因此ꎬ具有普遍示范意义ꎮ

然而ꎬ对于何谓权利推定ꎬ在我国学术界和

紧急状态中的这种扩展权利ꎬ就是经由社会推定

法律实务界ꎬ都是言者虽众ꎬ但论者不多ꎮ 揆诸

的习惯权利和事实权利ꎮ 同时ꎬ由于面对此情此

我国法学界ꎬ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其相关论著

境ꎬ人们相关的行为选择具有普遍性ꎬ所以也明显

中对此作过较为深入的阐述ꎮ

〔３６〕

当然ꎬ在国外ꎬ

也有论者论及权利推定ꎬ如将自我防卫推定为道
德权利ꎬ

〔３７〕

或将权利推定视为“ 关于法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 的推论” 而非“ 法律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
推理” ꎬ进而遭受“ 过于包容” 的批评ꎮ

〔３８〕

地是主体的应然权利———尽管法律上并未明列ꎮ

权利的推定扩展ꎬ和前述权利的依法扩展一

样ꎬ无疑可能会妨害既有的公权管理秩序ꎬ也可能
会影响其他社会主体权利的正当行使ꎬ因而产生
相关的冲突就难以避免ꎬ问题是如何对待或解决

笔者在思考权利推定问题时ꎬ曾得出过权利

这种冲突ꎮ 对此ꎬ可能的走向是:有时候当事人

推定的如下概念:“ 所谓权利推定ꎬ是国家或社会

间会选择协商解决ꎬ有时候也会选择诉讼解决ꎮ

对于国家法定权利之外的权利事实( 非正式制度

无论哪种选择ꎬ在处理中应秉持的基本理念是以

事实) ꎬ通过法定的正当程序或一般的社会经验、

权利推定的原理ꎬ对紧急状态中寻求自助、他助

常理予以确认的活动ꎮ 据此ꎬ权利推定可分为两

和互助的行为ꎬ 视为权利扩展ꎬ 进行权利推定ꎮ

个方面ꎬ其一是权利的社会推定ꎻ其二是权利的

其中由司法机关或其他公权主体出面的权利推

国家推定ꎮ 权利的社会推定一般生成习惯权利ꎬ

定ꎬ就是国家推定ꎬ具有正式法上的效力ꎮ 而社

但也会生成新型权利ꎻ权利的国家推定则生成新

会主体间相互认可ꎬ或者相互默认的权利推定ꎬ

型权利乃至法定权利ꎮ 两种权利推定在本质上

则是社会推定ꎬ具有社会实践的事实效力ꎮ 在功

都是新型权利生成过程中人们对权利的习惯救

能上ꎬ无论哪种权利的推定扩展ꎬ都经由权利推

济方式ꎮ”

〔３９〕

定而实现ꎬ故权利推定既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

权利推定中的社会推定和国家推定之二分ꎬ

展提供着技术性的合法性保障ꎬ也为其提供着价

既指向权利推定的主体ꎬ 又指向权利推定的根

值性的合理性保障ꎮ 换言之ꎬ权利推定既是紧急

据ꎮ 其中在涉及权利推定的根据时ꎬ实在法的规

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形式要求ꎬ也是其理念保障ꎮ

定也往往是其根据之一ꎮ 这种根据的权利推定ꎬ

还须论及的是ꎬ如果说依法扩展意味着在法

不论是社会推定ꎬ还是国家推定ꎬ在适用于紧急

律上有授权的话ꎬ那么ꎬ推定扩展则意味着法律

状态中的权利扩展时ꎬ与前述依法扩展没什么两

对相关行为的一种默许ꎮ 它意味着法律虽然没

样ꎬ因为其推论的大前提都是国家 实 在 法ꎮ 所

有就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明确授权ꎬ但也未对

以ꎬ这里所讲的权利推定ꎬ无论是社会推定ꎬ还是

其明确反对ꎬ从而保持了一种两可的、宽容的和

国家推定ꎬ其根据都在法律之外ꎮ

默许的态度ꎮ

如上对权利推定的稍加展开ꎬ目的是为进一
步说明在紧急状态中ꎬ对人们不得已而采取的种

( 三) 责任扩展———道义迫使

无论上述依法扩展还是推定扩展ꎬ都不能说
—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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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紧急状态中紧急抗辩权的行使ꎮ 依前文所

急状态中社会主体对权力行使的紧急抗辩权ꎬ其

述ꎬ紧急抗辩权总是针对公权主体( 包括被授权ꎬ

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体负有监督国家权力ꎬ维护

行使公权的社会主体) 的管理行为ꎮ 无论按照社

并实现自己和社会其他主体正当权利要求的伦

会契约论还是君权神授论ꎬ服从公权力的安排和

理责任ꎮ 所以ꎬ相关的权利扩展可以命名为责任

管理ꎬ总是人们应尽的义务ꎮ 然而ꎬ这并不意味

扩展ꎮ 可见ꎬ所谓权利的责任扩展ꎬ就是在紧急

着社会主体对公权力的服从ꎬ是纯然接受意义上

状态中ꎬ公民或其他社会主体根据肩负的监督权

的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它更是参与意义上的ꎮ

力运行的公共责任和政治道义ꎬ对权力应急行为

我们知道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看来ꎬ

进行抗辩和抗拒的权利扩展方式ꎮ

公共权力乃是人民权利让渡的结果ꎬ因此ꎬ权力

这样ꎬ也就不难明白ꎬ责任扩展既是紧急状

的行使本身应受监督ꎮ 除了国家机关内部以权

态下社会主体扩展权利的根据和方式ꎬ也是其所

力制约权力外ꎬ作为管理对象的社会主体对权力

肩负的政治道义责任ꎮ 这一责任虽然不具有强

的监督并非多此一举ꎬ反而是社会契约论的题中

制性ꎬ但它具有良心和道德压制性ꎮ 它表明ꎬ当

应有之义ꎮ 一部 « 社会契约论» ꎬ其主旨就是阐

公权力在紧急状态中行使不当和无益的举措时ꎬ

述公民和政府、权利和权力在契约内的相互制约

人们对之听之任之、逆来顺受ꎬ是要遭受道德和

关系ꎮ 因之ꎬ权力合法地、适当地、有益地行使ꎬ

良心谴责的ꎮ

乃是公民服从权力的前提ꎮ 反之ꎬ权力非法地、

从法律上讲ꎬ由于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责

不当地ꎬ或者不益地行使ꎬ社会主体自然有权监

任根据ꎬ每每抗辩或者对抗的是公权力及其行

督之、反对之———这是社会契约理论所确立的社

为ꎬ有时甚至对抗的还是法律的规定ꎬ因此ꎬ法律

会主体的一种道义责任ꎬ它也是紧急状态下权利

对这种行为的态度也是抗拒的ꎮ 但之所以人们

扩展的理论来源ꎮ

还要站在责任立场上ꎬ或者通过责任扩展权利ꎬ

即使在君权神授或其他形形色色的专权体

缘由就在于这种行为是道义默许的ꎮ

制下ꎬ权力的行使也并非不受制约ꎮ 以我国古代

如上笔者的论述说明ꎬ在紧急状态中ꎬ不仅

为例ꎬ除了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内部的一套制约机

存在权利克减问题ꎬ还存在权利扩展问题ꎮ 关注

制ꎬ如上天惩罚论、祖宗之法论、朝堂议事制、宰

紧急状态中对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权利克减ꎬ

相制约制、御史监督制、史官忠记制之类的事实

固然不错且非常必要ꎬ因为这是古今中外紧急状

上的制约理论和方式之外ꎬ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

态中所呈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ꎬ〔４２〕 但仅仅

“ 君者ꎬ舟也ꎻ庶人者ꎬ水也ꎮ 水则载舟ꎬ水则覆
舟” 的著名论述ꎮ〔４０〕 这足以表明君主对支撑权力
的社会力量之重视ꎮ 在另一些记载中ꎬ君王们甚
至有求谏若渴ꎬ并被后世尊为政典型的故事ꎮ〔４１〕
这说明ꎬ民间或社会对权力行使的监督ꎬ并非社
会契约论下民治体制的独有特征ꎮ

关注权利克减ꎬ而不关注照例存在于紧急状态中
的权利扩展ꎬ则是远远不够的ꎬ因为它忽略、甚至
无视古今中外紧急状态中所呈现的另一种重要
的社会事实ꎮ
注释:

而在现代社会契约论下ꎬ则更是如此ꎮ 它意

〔１〕 在国外ꎬ从福柯、本雅明、施密特、罗斯托到阿甘本ꎬ都对

味着监督权力的行使ꎬ是公民及其他社会主体应

紧急状态中权力扩张的典型性和权利的克减问题予以研究ꎮ 参

有的社会责任和政治道德义务ꎮ 即便权力的行

见叶仁杰:« 例外状态的神学起源———从福柯到阿甘本的主权—

使从实在法上看在合法范围内ꎬ也应对其在实际

治理问题辨析» 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在我国ꎬ

运行中是否恰当、合理ꎬ是否有利于特定事实的

«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 克减研究» ꎬ 北 京: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ꎬ２００７

处置和特殊权利的保障及安排等进行监督ꎮ 紧
— ９６ —

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ꎬ也对权利克减多有涉略ꎮ 参见李卫 海:
年ꎻ刘小兵:« 国家紧急权力制度研究» 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年ꎻ滕宏庆:« 危机中的国家紧急权与人权:紧急状态法制研究» ꎬ
北京:群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ꎻ 王祯军: « 国家紧急权的理论与实
践» 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ꎻ陈璇:« 紧急权:体系建构与基
本原理» 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等ꎮ

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２８２３３８２２５４８００６１９５＆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ꎮ

〔１３〕 “ 皇 祐二年ꎬ吴中大 饥ꎬ 殍殣枕路ꎮ 是 时 范 文 正 领 浙

西ꎬ发粟及募民存饷ꎬ为术甚备ꎮ 吴人喜竞渡ꎬ好为佛事ꎮ 希文

〔２〕 未被公权主体授权的个人或社会组织所做的救助ꎬ不是

乃纵民竞渡ꎬ太守日出宴于湖上ꎬ自春至夏ꎬ居民空巷出游ꎮ 又

这里讲的“ 外部救济” ꎬ但它属于后文将论及的“ 助他” 和“ 互助”

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 饥歳工价至贱ꎬ可以大兴土木之役ꎮ’ 于

范畴ꎬ不过在这里ꎬ已经导生出权利可能扩展的因素和事实ꎮ

是诸寺工作鼎兴ꎮ 又新敖仓吏舍ꎬ日役千夫ꎮ 监司奏劾杭州不

〔３〕 参见谢晖:« 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

恤荒政ꎬ嬉游不节ꎬ及公私兴造ꎬ伤耗民力ꎮ 文正乃自条叙所以

思» 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３９ 页以下ꎮ

宴游及兴造ꎬ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ꎮ 贸易、饮食、工技、服

〔４〕 “ 洞穴奇案” 并非一例真实的案例ꎬ而是由美国法学家

力之人ꎬ仰食于公私者ꎬ日无虑数万人ꎬ荒政之施ꎬ莫此为大ꎮ 是

富勒所设想出来的疑难案件ꎮ 参见〔 美〕 彼得萨伯:« 洞穴奇

岁ꎬ两浙唯杭州晏然ꎬ民不流徙ꎬ皆公之惠也ꎮ 岁饥ꎬ 发司农之

案» ꎬ陈福勇等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９ 年ꎮ

粟ꎬ募民兴利ꎬ近岁遂著为令ꎮ 既已恤饥ꎬ因之以成就民利ꎬ此先

但毫无疑问ꎬ它可作为人们面对紧急状态时自救的“ 个案” ———

王之美泽也ꎮ” 〔 北宋〕 沈括:« 梦溪笔谈官政一» ꎬ张富祥译注ꎬ

尽管以牺牲个别生命来保全更多生命的救济方式绝非笔者所能

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３８ － １３９ 页ꎮ

接受ꎮ 这里引证之ꎬ仅为说明紧急且无其他救济时ꎬ人们自力救
济的必要和可能ꎮ
〔５〕 « 郑州“７２０” 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公布:对 ８ 名涉

案人员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严肃问责 ８９ 名公职人员» 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１６３９６０３９ꎮ

〔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２４５ 条规定:因抢险救灾、

疫情防控等紧急需要ꎬ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组

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ꎮ 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ꎬ
应当返还被征用人ꎮ 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
征用后毁损、灭失的ꎬ应当给予补偿ꎮ
期ꎮ

〔１４〕 参见郭俊红:«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 丁戊奇荒” ———以

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ꎬ« 民俗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１５〕 参见谢忠强等:« “ 丁戊奇荒” 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ꎬ

«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ꎻ这场灾难波
及大半个中国ꎬ对山西一带祸害尤烈ꎬ相关研究参见郝平:« 丁戊
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 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 页以下ꎮ

〔１６〕 张雪梅等:« 志愿者团队在行动:在汶川地震灾区的公

益服务案例» 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１７〕 参见任大林:« 和众泽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对社会组

〔７〕 参见徐显明:« 论人权的界限» ꎬ« 文史哲»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织发展的促进作用———以 ５ １２ 汶川地震及 ２００８ 年以来重大

〔８〕 例如网络社会的出现ꎬ在产生了无数网民、网络公共主

ｈｔｍｌꎮ

体的权利的同时ꎬ也产生了网络管理的公共权力ꎮ 这是权利和
权力成长中一种典型的正比例关系ꎮ
〔９〕 实践中并不尽然是这种反比情形ꎮ 例如ꎬ在疫情紧急状
态中ꎬ由于公权救济及其需要ꎬ催生抗疫知识和物资的研究与生
产ꎬ并在相关主体间形成权利和权力的正比关系ꎮ

自然灾害为例»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ｋｅｆｏｔｏ. ｃｎ / ｖｉｅｗｎｅｗｓ － １４９２４２９.

〔１８〕 «大连小伙重回武汉! 疫情期间滞留 ４４ 天当志愿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ｂｗｍｗ. ｇｏｖ. ｃｎ / ｗｍｙｗｔｊ / ２０２００９ / ｔ２０２００９１４ ＿ １６５６３７.
ｓｈｔｍｌꎮ

〔１９〕 如一群陕北农民、一位甘肃白银羊倌ꎬ以当地人们喜闻

乐见的说唱艺术ꎬ创作出了感人至深的« 新冠变异» 和« 定叫那

〔１０〕 对此ꎬ笔者赞同张恒山的如下观点:“ 在自由与秩

新冠毒消散如烟» 等抗疫曲艺或戏曲ꎮ « 甘肃“ 羊倌” 创编新秦

序两种基本价值中ꎬ法律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自由ꎬ而是秩序” ꎻ

腔ꎬ一部“ 抗疫” ＭＶ 火了朋友圈» 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秩序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首要价值ꎬ是因为这种生活状态满足
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ꎬ从而对社会成员有益” ꎮ 张恒山:« 义务

ｈａｏ＿１７２９９６０９ꎮ

〔２０〕 习惯权利与事实权利虽有紧密联系ꎬ形成种属关系ꎬ即

先定论» 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前者是后者的种ꎬ后者是前者的属ꎬ从而习惯权利是事实权利ꎬ

〔１１〕 所谓不合作、不服从的权利ꎬ按照罗尔斯的观点ꎬ是“ 一

但事实权利未必是习惯权利ꎮ 有关习惯权利的论述ꎬ参见韦志

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

明:« 习惯权利论» 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ꎻ谢晖:

行为ꎬ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ꎮ 通

« 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 ꎬ« 现代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过这种方式的行动ꎬ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ꎬ宣称按

〔２１〕 “ 乞讨权” 曾经在我国法学界有较多讨论ꎬ为 此ꎬ “ 知

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ꎬ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

网” 还专门编辑了相 关专辑而推出 ( 见 « 乞 讨 权» ꎬ 载 “ 知 网 空

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ꎮ 〔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ꎬ何怀

间”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 ｃｎｋｉ. ｃｏｍ. ｃｎ / ＨｏｔＷｏｒｄ / １１２７８０９. ｈｔｍ) ꎮ 对 于

宏等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３５３ 页ꎮ

〔１２〕 « 心梗患者因延误救治去世ꎬ西安涉事医院致歉» ꎬｈｔ￣

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２１８４４１８６２１４６２７０９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ꎻ« 东方医院回应网传有护士哮喘发作去世» ꎬｈｔ￣

“ 流浪权” ꎬ笔者曾作过较为系统的探讨ꎮ 参见谢晖:« 流浪权初
探———几类不同文明视角下的比较» 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ꎻ« 流浪权再探———一份学理上的检讨» ꎬ« 苏州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ꎻ« 流浪权三探———立足于流浪

— ９７ —

２０２２. ５学术前沿
权及其相关义务的探讨» ꎬ«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虽然上述有关乞讨权、流浪权的论述ꎬ不止针对
紧急状态ꎬ但在紧急状态中ꎬ这一类型的行为更常见ꎬ更应被推
定为扩展权利ꎮ
〔２２〕 〔 法〕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Ｖｉｄａｌ:« 难民危机对欧盟和成员国间关

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ｖｅｎｔｓ”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９９.

〔３２〕 参见〔 英〕 Ｊ. Ｌ. 奥斯汀:« 如何以言行事» ꎬ赵玉成等译ꎬ

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９０ 页以下ꎮ

〔３３〕 例如在联合国ꎬ自从 １９４６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国际

系的影 响 分 析 » ꎬ « 欧 洲 移 民 蓝 皮 书: 欧 洲 移 民 发 展 报 告

难民组织章程» 之后ꎬ１９５１ 年ꎬ通过了«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ꎬ

(２０１８) » 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４０ 页以下ꎻ王

１９６６ 年ꎬ又制定了«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ꎻ在非洲ꎬ１９６９ 年制

年第 ５ 期等ꎮ

１９８４ 年制定有«卡塔赫纳难民宣言»ꎻ在欧洲ꎬ２００４ 年制定有« 欧

千万人流离失所ꎬ这是历史记录”ꎬ对话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ꎬ

视ꎮ 参见刘国福:«国际难民法»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ｈｔｔｐｓ: / / ｍ２. ａｌ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ｍ / ａ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ｆ３３ｅ２５ｂｄ４７ｆａ２０００１６２ｂａ８８ꎮ

〔３４〕 Ｇｅｅｒｔｚ Ｃ. ꎬ“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

刚:« 欧洲难民危机的成因及影响» ꎬ«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１７

〔２３〕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全球已经有 ８０００ 万难民ꎮ «“ 全球近 ８

应说明的是ꎬ难民在国际法上有一套完整保护体系ꎬ从而形成国
际法的一个重要领域———“ 国际难民法” ꎮ 参见梁淑英:« 国际
难民法» ꎬ北京:知识产 权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ꎻ刘 国福: « 国际难民
法» 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等ꎮ 但这仍然不能完全保

护国际难民ꎬ因此ꎬ有学者提出对难民的“ 国际软法” 保护ꎮ 参见
何志鹏、申天娇:« 难民权利保护的国际软法之治» ꎬ« 浙江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定有«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ꎻ在拉丁美洲ꎬ
盟难民保护指令»等ꎮ 由此足见国际法对调整难民问题的高度重

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 Ｇｅｅｒｔｚ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１８４.

〔３５〕 〔４０〕 « 荀子王制» ꎬ王先谦:« 荀子集解» ( 上) ꎬ北京:

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１５１、１５２ － １５３ 页ꎮ

〔３６〕 参 见 郭 春 镇、 张 薇 薇: « 转 型 期 权 利 的 法 律 保 障 研

究———以未列举权利及其推定为例» 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 社ꎬ

〔２４〕 « 男子游泳离开防疫封控区被行拘 ５ 日» ꎬ光明网ꎬｈｔ￣

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８８ － ８９ 页ꎻ霍宏霞:« 权利推定概念的解析» ꎬ« 河北

〔２５〕 参见黄慧娟:« 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ꎬ

定———概念梳理与概念重塑» ꎬ«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５ / １３０２３６００８１. ｈｔｍｌꎮ

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ꎻ霍宏霞:« 权利推

« 亚太论坛»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ꎻ« 伊拉克战争中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６ＩＢ０Ｈ５Ｌ０５４３Ｂ０ＫＱ. ｈｔｍｌꎻ丁泽丽: « 抗战时期上海国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２４７ － ２５６.

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ꎻ« 非政府组织谴责黎虐待叙难民» ꎬｈｔｔｐ: /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Ｖｏｌ. ３３ꎬＮｏ. ６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７４７ － ７７２.

活动———以国际红 十字会为中心»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红十字会与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治理» ꎬ«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
ｗｗｗ. ａｑｚｙｚｘ. ｃｏｍ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３０ / ００６４３１１３９. ｓｈｔｍｌ 等ꎮ

〔２６〕 对所谓“皇权不下县”ꎬ也有学者通过对清代地方治理

的严谨研究ꎬ提出了质疑ꎮ 参见胡恒:« 皇权不下县? ———清代县
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３７〕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 Ｐ. ꎬ“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ꎬ Ｌａｗ ａｎｄ
〔３８〕 Ｓｈｅｃａｉｒａ Ｆ. Ｐ. ꎬ“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ꎬ Ｌａｗ ａｎｄ
〔３９〕 谢晖:« 民间法的视野» 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３０６ 页ꎮ

〔４１〕 最典型的记载是在邹忌的建议下ꎬ齐威王那则著名的

“ 求谏令” :“ 群臣吏民ꎬ能面刺寡人之过者ꎬ受上赏ꎻ上书谏寡人

〔２７〕 参见李学兰:« 中国商人团体习惯法研究» ꎬ北京:中国

者ꎬ受中赏ꎻ能谤议于市 朝ꎬ 闻 寡 人 之 耳 者ꎬ 受 下 赏ꎮ” 参 见 〔 西

社会 科 学 出 版 社ꎬ２０１０ 年ꎻ 谈 萧: « 中 国 商 会 治 理 规 则 变 迁 研

汉〕 刘向:« 战国策» ꎬ于元译评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

究» 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ꎻ陈云:« 中国古代社会

第 １０４ 页ꎮ

救助事业中的民间力量» ꎬ«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等ꎮ

〔４２〕 或许有读者会说ꎬ古代社会没有权利ꎬ何来权利克减或

者权利扩展? 笔者以为ꎬ说古代社会没有权利ꎬ不过是种人云亦

〔２８〕 参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１ 年ꎮ

云的陋见ꎮ 古代社会广泛地存在的契书现象ꎬ以及不少判词中

〔２９〕 应强调的是ꎬ紧急助他行为看上去属于前文有关“ 外

的财产分配裁判ꎬ足以表明古代权利存在的事实ꎬ即便这些权利

力救济” 的范畴ꎬ但如果以权力和权利为界划分 “ 外部” 和 “ 内

并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ꎬ但也是法律所隐含的或默认的ꎮ 而所

部” ꎬ显然ꎬ它属于权利主体内部“ 自力救济” 的形式ꎬ因此ꎬ不可

谓“ 定纷止争” 的前提ꎬ就是权利的内容和界限出现了纷争不明

混同ꎬ更不可同等对待ꎮ 除非这种救助的主体获得了法定的或

的情形ꎻ又所谓“ 分已定也” “ 分未定也” “ 各安其位” “ 各守其

者意定的( 权力主体) 公权性质的授权ꎮ

责” “ 各得其所” 等等ꎬ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关权利的学理或实

〔３０〕 « 孟子 告子章句上» ꎬ杨伯峻:« 孟子译注» 上册ꎬ北
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０ 年ꎬ第 ２５９ 页ꎮ

〔３１〕 Ｇｒüｎｂｅｒｇ Ａ. ꎬ“ Ｓａ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ｉｎｇ: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Ｓｐｅｅ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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