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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变色龙的生育的法律性质
徐国栋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19 世纪的妇女运动导致了女性生殖权的出现 ，
要：生殖权首先以消极的方式出现在男性身上 ，
这两方面的生殖权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才合流，形成不分性别的生殖权概念。 在这一概念下，男女在流
摘

产问题上仍面临不同的对待。生殖的性质随着特定国家的人口形势而变 ，在有的国家是义务，此等义务
的轻重在各国又各不相同； 而在有的国家是权利。尽管如此，国家仍把剥夺生殖权作为打击罪犯和进行
社会防卫的手段。
关键词：生殖权； 生殖义务； 人口安全； 男性流产
中图分类号：D913．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3275（2012）01 － 0066 － 13

＊

每个人生而具有生殖器，此等器官赋予每个人复制自身的使命 ，因而每个人都享有生殖权是理所当
然的，在个人的生育行为不关乎人口的国家要素是否饱满的情况下 ，国家更不会干扰这种权利的行使。
但另一方面，人口既属于家庭，也属于国家，个人的生育行为经常在国家的操控下。 基于人口安全的需
要，国家鼓励生育，对于人口少的国家如此。同样基于人口安全的需要，国家限制生育，对于人口多的国
家如此。同时，国家也把剥夺生育机会当做打击罪人的武器或作为社会防卫手段 。 由于国家这样三方
面的对于生育的干预，生育的性质模糊起来，它有时是一种权利，有时是一种义务，有时集权利义务于一
身。在中者的情形，生殖本身就是公民对国家的义务 。无妨说，生殖是权利还是义务取决于环境 。在一
定的时候，对于一定的人，它是权利。在一定的时候，对于一定的人，它却是义务。 或者在同一个时候，
它对于一定的人是权利，对于一定的人是义务。判断生殖是否成为义务的标准是是否对不生育者实施
惩罚。判断其义务性强度的标准是国家对不生殖者的惩罚力度 。所以，从整体上看，生育是一种介乎权
利与义务之间的东西。
一、生殖的权利面相
（ 一） 生殖权的男性渊源
从历史来看，男性生殖权较早以消极的方式呈现 ，包括净身和宫刑两种。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自为
的，可以理解为对自己的生殖权的放弃 ； 后者是他为的，是对犯人生殖权的剥夺。 它们都不表现为生孩
子的权利，而是表现为不让生孩子的处遇，故都是消极的。
先说净身。就中国而言，公元前 12 世纪的周部落灭商后，承继了阉人的恶习，尔后这一做法延续
3000 年，直到清代的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于 1999 年死于北京广化寺。 就外国而言，公元前 6 世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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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人有了使用宦官的风俗，导致希腊人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孩阉割后卖给波斯人 。 罗马宫
218—222 年在位 ） 使用宦官做奴隶，故在他之后的亚
廷使用宦官，例如，荷拉迦巴尔皇帝（ Heliogabalus，

222—235 年在位） 减少使用宦官，在宫廷里只让他们伺候女
历山大·塞维鲁斯皇帝（ Alexander Severus，
［2］
［3］
人洗澡 。当然，有些阉割是自愿的，塞涅卡在其《道德书简 》第 108 封信中提到了“阉人祭司 ” 。 有
人相信，排出大量精子时会排掉精气和神气 ，因此，阿提斯和库伯勒的宗教鼓励人们自我阉割。 奥运会
［4］
运动员也进行这种手术 。在 17—18 世纪，由于妇女不能上舞台，意大利使用阉人歌手取代她们表演
女角。他们保持接近女声的同声，又有男人的肺活量，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 他们多是穷人的孩子，其
［5］
父母为了富裕的生活阉割他们。当时，意大利每年有 4000 例这样的阉割手术 。中国古代的宦官在隋
唐之前是非自愿的，宦官主要来自宫刑罪犯和战俘，后期大多来自自宫，即民间自愿阉割者，他们净身后
［6］
由宫廷挑选入宫服务 。清末的大太监李莲英就是这样的自愿阉割者 。 当然，自愿是相对而言的，净
身以少年为宜，否则极为危险。少年人净身的决定恐怕都是其父亲作出的 ，因此，这里的自愿，是他的自
愿而非当事人的自愿。成年人净身虽危险，但亦有成功者，例如李莲英，这里的自愿就是当事人的自愿
了。因为净身当太监可获得接近皇帝的机会 ，从而或富或贵或两者兼得，丧失生殖权以及作为其基础的
性行为权可获得充分报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性的语境下，牺牲生殖权可获得报偿，生殖权首先
表现为一种可用来交换的权利。
再说宫刑。这一制度中外皆有。就中国而言，汉族人跟苗族人学得了宫刑，夏商周沿用，直至秦汉。
［7］
对男性，是割去外生殖器。对女性，是击打女子的胸腹，造成子宫脱垂，因而永远无法为人道 。 宫刑
［8］
最初适用于性犯罪，即所谓的“不以义交”，也就是不依六礼而婚者 。 后来作为死刑的替代，凡判死刑
［9］

者不愿死者，可以宫刑替代

。这样，宫刑的适用范围就很广了，司马迁就是因言获罪受宫刑者。 统治

［10］
者十分明了宫刑剥夺生殖权的意义。《礼记·文王世子 》说： “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 “类 ”即生
殖。此语无非说，对于贵族，不适用宫刑，为的是让他们有后代。就外国而言，对于与女自由人同居的男

奴，优士丁尼规定其主人可以阉割他并拆散同居关系 ①。东罗马帝国 741 年的《法律选集 》（ Ecologa ton
nomon） 第 17 题以割去阴茎来惩治性犯罪。据说受到了波斯和伊斯兰之传统的影响 ②。 在奥斯曼帝国，
［11］
对于嗜烟如命的穆斯林，哈里发处以阉割之刑 。德国法西斯政权于 1933 年 11 月恢复了中世纪的去
［12］
势刑，不仅适用于性犯罪，而且作为附加刑适用于惯犯 。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曾对长枪党以外的党

派，尤其是共产党、社会党党员，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而且还使用阉割刑 （ 直到 1963 年才取消 ） ③。
在中国，汉文帝首次废包括宫刑在内的肉刑 ④，可以说他是中华大地保障人们生殖权的第一人 。 后来此
刑在中国又恢复，直到隋文帝再次将它废除⑤。 在西方，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君士坦丁皇帝规定了对阉
人为宦官者处死刑。优士丁尼在第 142 号新律中继续禁止实施阉人手术 ，违者没收财产并放逐小岛，并
对或许因为某种疾病被阉的奴隶赋予自由 ，赋予被蓄养的阉人自由权⑥。 这样，废除了自愿阉割。 列奥
六世皇帝有类似规定⑦。阉人歌手由于基督教会的反对 （ 把实施手术的医生开除出教 ） ，妇女获得上舞
台的权利等原因，在 19 世纪消亡。这些措施保障了人们的生殖权，尽管立法者都没有这样说，但客观上
具有这样的效果，显然，基督教对于这些措施的出台有重要贡献 。
①

Véase Antonio de Puente y Franco y Jose Francisco Diaz，Historia de Leys，Plebiscitos y Senadoconsultas mas notables，Desde la Funda-

cion de la Roma hasta Justiniano，Imprenta de D． Vicente de Lalama，Madrid，
1840，pag． 192s．
徐国栋译： 《〈巴西尔法律全书〉的特色和在拜占廷法和欧洲法律传统中的地位》，载徐国栋主
② 参见［意］阿尔多·贝特鲁奇著，
编：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 1 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参见百度百科“佛朗哥”条。
④

但也有学者认为汉文帝废除的肉刑中不包括宫刑。参见张开阳、孙潇： 《汉文帝除肉刑述评》，载《法制与经济》2008 年第 7 期，

第 59 页及以次。
⑤

胡留元、冯卓慧两教授认为此刑由北齐后主于天统五年废除。参见胡留元、冯卓慧： 《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第 386 页。
The Institutes of Gaius，The Rules of Ulpian，The Opinions of Paulus，The Enactments of
⑥ See The Civil Law including The Twelve Tables，
Justinian，and The Constitution of Leo，Trans． and edited by S． P． Scott，Cincinnati，The General Trust Company，
1932，Vol． XVII，p． 162．
⑦

See The Civil Law including The Twelve Tables，The Institutes of Gaius，The Rules of Ulpian，The Opinions of Paulus，The Enactments of

Justinian，and The Constitution of Leo，Trans． and edited by S． P． Scott，Cincinnati，The General Trust Company，
1932，Vol． XVII，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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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生殖权最初基本上关涉男性的权利 ，只在宫刑的场合才涉及女性。从自愿净身者的角度
看，它是人们行使身体权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这样毁伤父母给予的身体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不孝行为 。
无论古今中外，这种身体权的行使都有获得报偿的机会 。从宫刑设计者的角度看，他们开创了一种以剥
夺生殖权为效果的刑罚制度，其潜命题是不为统治者所喜的人不应留有后代 ，从而开创了生殖权国家干
预的刑罚路径。
（ 二） 生殖权的女性渊源
19 世纪的妇女运动导致了女性生殖权的呈现 ，首先以消极的方式表现为不生育的权利 。 生殖权概
1879—1966 年 ） ，
1879 年 9 月 14 日生于美国
念的开创者是美国妇女玛格丽特·桑格 （ Margaret Sanger，
7 次终结于流产。 桑格把其母亲的过早去世归因
纽约，她排行老六，其母亲 50 岁去世，终生怀孕 18 次，
于过度怀孕。1902 年，她与建筑师威廉·桑格结婚，生有 3 个孩子。 为了养家，她在纽约穷人区从事助
产士工作。她看到很多妇女一点节育和避孕的观念都没有 ，因而受频繁的分娩、流产和堕胎之苦。她们
经常求诸非法的 5 美元流产手术或自行引产，经常导致孕妇和孩子死亡。 由于这些观察以及她自己的
母亲早逝的刺激，桑格有了妇女应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以及生殖的观点 。 她认为，妇女的身体属于她自
己，既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地球表面的政府 。她相信，节育以便控制家庭规模是帮助
劳动妇女免受意外怀孕的经济和生理负担的基本工具 。她的名言是“一个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
犯人妇女不能自称为自由人，一个不能有意识地选择是否当母亲的妇女也不能自称为自由人 ”。 人们
认为，桑格是计划生育（ family planning） 一词的创立者，同时也是这一名词代表的运动的创立者 。 当然，
她还被认为是生殖权概念的创立者 ①。
那么，桑格的生殖权含义为何？ 从她的经历我们可看出： 第一，这一权利首先是自由权，是妇女控制
［13］

自己身体的自由权，所以有人以生殖自由的概念表达生殖权的意思

。 自由从积极的意义来讲，是可

以不受限制地做某种事情。从消极的角度来讲，是免受不法干预的可能。在前一种意义上，享有生殖权
的妇女可为了实现这一权利的目的结婚 。如果不愿结婚又希望实现自己的生殖权，她可以通过非婚姻
的方式怀孕达到这一目的。在桑格的时代，由于社会还比较保守，生殖权内蕴的这一意义还不到实现的
时候，但生殖权消极意义在桑格的时代正是她谋求实现的 。此等权利要排除的干预首先来自丈夫 ，在这
时，这一权利意味着妻子可以拒绝不安全的性交要求 。当然，为了减少这样的夫妻冲突的机会，避孕器
具的提供是必要的。其次来自国家，利维坦利用《科摩斯托克法》（ Comostock Laws） ②这样的机制鼓励人
们多生孩子，使用避孕设施就触犯了国家的利益 。第二，这一权利是妇女健康权的实现途径之一，如同
桑格母亲的经历所显示的，如果她没有 18 次怀孕，她的身体可能好得多，不至于在 50 岁就去世。 再次，
这一权利是人生计划权的实现途径 。没有控制的反复怀孕使妇女陷身家中 ，不能外出求学求职，使她们
的潜在才能无法发挥，人生计划无法实现。最后，这一权利是妇女的免于贫困权的实现途径之一，在桑
格看来，多生致贫，控制生育可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由此可见，在生殖权概念的产生之初，它就是一项与多种权利交织的权利，在很多情形下表现为一
种手段性的权利。但它仅仅是育龄妇女的权利，因而具有女权主义的色彩，育龄男性尽管是生殖行为的
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但只是作为配角存在，甚至作为消极力量存在。
（ 三） 男女生殖权的合流
有意思的是，男女生殖权的合流首先是在一些国际法文件中完成的 ，它们提供了反映这种合流的生
殖权定义。
第一是 1968 年 5 月 13 日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 》，其第 16 段规定： 父
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 。
参见维基百科“Margaret Sanger”条。
该法于 1873 年由道德主义者安东尼·康斯托克（ 1844—1915 年） 提议制定，其内容是修正既有的《邮局法》，增加限制通过邮寄
方式传播淫秽物品的规定。它对淫秽物品的列举包括了“避孕用具或引起非法堕胎的用具”。一旦定罪，犯人要在悔罪所监禁强制劳动
①
②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或处以 100 美元以上，
2000 美元以下的罚金。所以，《科摩斯托克法》既有反淫秽物品，也有反计划生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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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 1969 年 12 月 11 日由联合国大会第 2542 号决议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其第 4 条
规定： 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
第三是 1974 年 8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其第
14（ F） 段规定： 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作出这种决定
所需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 夫妻和个人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应考虑到他们本人及他们未来的孩
子的生活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 。
第四是 1979 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其第 16 条 （ 1） 、（ E） 条规定： 缔约国应保障妇
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有相同的权利和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 ，并有机会获得行使这种
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
第五是 1984 年 8 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人口大会通过的《有关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第 25
项建议》，它规定： 各国政府应该作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普遍地向夫妻和个人提供信息、教育和方法以帮
助他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生育子女的个数 。计划生育信息、教育和方法应该包括所有医学核准的 、恰当的
计划生育方法，包括自然的计划生育方法，以确保夫妻和个人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个人和文化价值自愿
［14］
和自由地作出决定 。
第六是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4 年于开罗举行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生殖权定义 ： 生殖权的基
础是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自由并负责地决定妻子女的数目 、他们的出生间隔和出生时间并享有这样做
的信息和手段，它还包括获得高标准的性生活与生殖健康之权 。它们也包括一切人在免受歧视、强制和
暴力的情况下作出生殖决定的权利 ①。
头两个定义内容完全一致。其要点如下： （ 1） 把生殖权看做男 （ 父 ） 女 （ 妻 ） 共同行使的权利，打破
了桑格的生殖权概念的女权主义色彩 ； （ 2） 既把生殖权看做一种自由，又看做一种责任，从而强调了生
殖的社会性，隐含不负责任的生殖将危害社会的命题，为计划生育政策留下了空间； （ 3） 确定了生殖权
的内容： 子女数目和生育间隔决定权，显然，这种确定以现代先进的生殖控制技术为基础 ，同时隐含着子
女数目不能太多，他们的出生应保持一定的间隔的观念； （ 4） 把生殖权界定为人权，从而赋予了它超越
民族国家立法的位格。
第三和第四个定义基本一致，在前两个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的责任 ： 为生育权的行使提供必要
的信息、教育和方法。这是有道理的，既然生育权的行使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就不能置身于这种
权利的行使过程之外，而应为之提供充分的保障，由此成为生育权概念的关系当事人 。
第五个定义严格说来不是生育权的定义 ，而是对此等权利的关系人———国家的责任的进一步明确
和展开。它告诉我们，离开了国家的帮助，个人难以很好地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
第六个定义对于先前的定义作了许多的扩展 。首先增加了个人的生殖权，这意味着它不认为结婚
是行使生殖权的必由之路。其次，它提出了性生活与生殖健康权的新概念，这当然意味着国家的责任。
再次，它反对以歧视、强制和暴力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殖决定 。歧视可能跟种族有关，例如在我国，汉族
受计划生育约束，一些少数民族不受约束，这构成对汉族的歧视，当然我们认为这是保护性歧视。 定义
中的“强制”和“暴力”的用语可能意在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方式 ，算得上是一个反华条款。 正
因为这样，我们国内研究生育权的文献对这一定义视而不见 。
在民族国家的立法也有关于生育权的规定 。 意大利 1978 年的《终止妊娠法 》第 1 条第 1 款规定：
［15］
“国家保证一切具有母爱和责任感的生育权 。”
该条未完成生育权的男女合流，仅把它看做母性的权
利，但也强调了这一权利的责任方面 。应该看到，意大利的这一规定是民族国家关于生育权的确立上最
早的。我国 2001 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
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这一条文完成了生育权的男女合流 ，明确了其义
务方面，是很前沿的立法。

①

See Sharma S，Reproductive Right of Nepalese Wome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In Kathmandu University Medical Journal，

2004，No． 1，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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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剥夺男性罪犯的生殖权作为社会防卫手段
生殖权既然是一种权利，就可以剥夺。我在前面从生殖权起源的角度讲到了剥夺生殖权。 到了现
代，人们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惩治罪犯 。刑法学家李斯特（ 1851—1919 年） 提出了社会防卫和保安处分的
观念，认为为了防卫社会，应对有犯罪倾向的人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单纯地在他们犯罪后惩罚他们 。此
［16］

等措施包括医疗措施

。阉割当属于这样的医疗措施之一 。故在现代许多国家，对于性犯罪者实行化

学阉割。“化学阉割”始于美国，它并非真正的“阉割 ”，而是一种药物控制法，通过注射或服用荷尔蒙，
使男性性犯罪者降低睾丸激素分泌 ，抑制性冲动，但并不会使人丧失性能力。美国的加州、俄勒冈州、路
易斯安那州和亚利桑那州都已通过对性犯罪者强制实施化学阉割的法律 。丹麦、德国、英国、瑞士、瑞典
也都已通过法律，允许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对性犯罪者进行化学阉割 ，而南非、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曾
经或正在考虑对性犯罪者实行强制性化学阉割 。在亚洲，韩国于 2010 年 7 月通过了《化学阉割法 》，对
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这无疑是现代宫刑，它体现了现代国家依然对其人民的生殖权握有掌控权力 ，
是某种意义上的优生学处置。
（ 五） 剥夺弱智者生殖权作为社会防卫手段
剥夺弱智者的生殖权是从弱智女性开始的 。她们不能认识性行为的意义，在此等行为导致生殖的
情况下，没有能力扶养生下的孩子，并有可能把自己弱智的因子遗传给孩子，由此造成自己的父母和其
他家人以及社会的负担，并危害可能出生的孩子的福利，有鉴于此，英国、加拿大、美国的部分州 （ 印第
安纳、北卡罗来纳等 23 个州） 、德国均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准许弱智女性实施绝育手术 ，以此作为社会
防卫手段。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掀起了绝育法律改革运动，改变了自己过去的做法，改为为弱智
［17］
女性保留生殖方面的私生活权，让她们通过节育等手段控制子女出生 。 学者 Joe Zumpano-Canto 认
为，应把弱智女性放在正常的环境中作为疗救的手段 ，过去的孤立她们的方法过时了。让她们享有性活
动就是把她们放在正常环境中。而且，弱智由遗传造成的不到 5% ，大部分弱智儿童是不弱智的父母生
下来的，这样，过去给弱智女子绝育的理由少了许多 ①。于是，北卡罗来纳州于 2003 年 4 月废除了过去
的绝育法。有些州对过去被强制绝育的人进行赔偿 。Joe Zumpano-Canto 的学说与 1971 年联合国大会
［18］
通过的《世界智力障碍者权利宣言》有关，该宣言主张让智障者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中 。但未见其他国
家有废除自己过去的绝育法规范的报道 。
就弱智者的生育问题，我国中央立法中的《婚姻法 》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
病的患者，禁止结婚。《婚姻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 对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的患者 ，不予登记
结婚。《母婴保健法》第八条第一款把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和有关精神病列为不宜结婚的疾
病。显然，这些规定相较于西方的对应立法 ，有如下特点。第一，把弱智者的绝育问题转换成了禁婚问
题，由于结婚是生育的正当途径，这样的安排有些道理，但未考虑到弱智者的非结婚性关系造成生殖引
起的社会防卫漏位问题，而这种性关系恐怕恰恰是弱智者性关系的常态 ，她们由于弱智易受诱惑，又由
于弱智无人愿意与她们结婚。第二，对弱智者的绝育安排不限于女性，而是扩展到了男性。 第三，通过
禁婚达成的绝育不限于针对弱智者 ，而是也针对遗传病和传染病患者 。第四，就禁育传染病的范围保持
了不确定性或开放性，为地方立法留足了做文章的空间 。
在地方立法的层次上，首先有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于 1988 年颁布的《关于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
定》（ 2002 年被废止，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地方优生法规 ） ，该法首先对痴呆傻人下了定义： 智商在 49 以
下，语言、记忆、定向、思维等存在行为障碍，这些由家族遗传、近亲结婚或父母受外界因素影响等原因先
天形成（ 第二条） 。禁止他们生育，但不禁止他们结婚，结婚的条件是实施绝育手术 （ 第三条 ） 。 对于已
怀孕的痴呆傻妇女，应人工终止妊娠并实施绝育手术 （ 第五条 ） ②。 其次有辽宁省于 1990 年颁布的《辽
宁省防止劣生条例》，规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偏执性精神病、癫痫性精神障碍 （ 以下简称重

①

See Janet L． Dolgin and Lois L． Shepherd，Bioethics and the Law，Aspen Publishers，Austin，Chicago，New York，The Netherlands，
2009，

p． 34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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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ttp： / / www． law － lib． com / law / law_view． asp？ id = 312290，
2011 年 3 月 2 日访问。

徐国栋： 论作为变色龙的生育的法律性质

型精神病） 的，必须经临床治愈 2 年以上，方可结婚 （ 第七条 ） 。 双方有重型精神病史的配偶、双方为中
度痴呆傻或一方为重度痴呆傻的配偶 ； 一方患有软骨发育不全、成骨不全、马凡氏综合征、视网膜色素变
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面肩肱型）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配偶； 双方患有地方性克汀病的配偶婚后禁
止生育，患病的一方应实施绝育手术 （ 第八条 ） 。 一方为血友病人 的 配 偶 也 被 定 为 不 宜 生 育 （ 第 十
条）

1995 年失效。再次，
1990 年，呼和
②
浩特市颁布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 》 。1992 年，陕西省颁布了《陕西
省限制痴呆傻人生育试行办法》③。 后二者基本抄袭甘肃省的相应立法，所以，对甘肃省立法的评价也
①。该法的特点是把禁止生育的对象扩展到了弱智者以外 。它于

可适用于它们。
就是否应禁弱智者生育的问题，
学者意见不一。张学军认为我国既有法律已采取禁止态度，因此主张
［19］
对弱智者实施强制绝育 。王家昌则主张保障智力障碍者的生育权，但必须让他们谨慎地行使此等权
利，
在此前提下，
他们应可以结婚并生育，
应禁止对未成年的智障人实施绝育手术。其理由也是《世界智力
［20］
障碍者权利宣言》体现的原则 。张学军的观点较旧，
实施成本小，但人权性弱； 王家昌的观点较新，实施
成本大，
但人权性强。甘肃省、
辽宁省的优生立法后来都被废除，
可能是后种观点影响的结果。
二、生殖的义务面相
（ 一） 古希腊———生殖作为轻度义务
由于公民放弃履行生殖义务影响城邦的人口安全 ，故希腊的典型城邦把生殖定为义务 ，以惩罚和奖
励两手促成其履行。就惩罚而言，在雅典，不结婚的人要交纳罚金，数目依其财产量而异。 第一等级的
［21］
交 100 德拉克马，第二等级的 70，第三等级的 60，第四等级的 40。 如果拒缴，处 10 倍罚金 。 就奖励
［22］
而言，在德拉古立法中，就规定司令官和骑兵司令要在有 10 岁以上婚生合法儿子的人们中选出 。 斯
［23］

巴达的立法者曾规定： 凡有三子的父亲可免服兵役，要是生有四子，就完全免除城邦的一切负担
些制度基本全部被罗马人鼓励生育的立法吸收 。

。这

（ 二） 古罗马———生殖作为轻度义务
罗马法属于“同一个时候，生殖对于一定的人是权利，对于一定的人是义务 ”的类型，因为如前所
述，一方面，它通过禁止阉割人的方式保障人们的生育权 ，另一方面，它通过同时运用奖励和惩罚的手段
把生殖义务化。不难看出，无论是把生殖当权利处理还是当义务处理 ，效果同样： 尽量增殖罗马的人口。
这样的推论诱使我们相信罗马人不愿生育或宁愿少生 。 为何如此？ 原因在于罗马推恩性的继承
法，它倾向于瓦解大家族，其体制是在法定继承中由各子女平分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并禁止不分遗产的共
同体以避免能抗衡国家的经济势力之存在 。这样，子女越多，家族财产就越分散，而元老的潜在任职资
100 万、
120 万塞斯特
格是富人（ 格拉古兄弟时期元老的财产资格是 40 万塞斯特斯，后来增加到 80 万、
斯④） ，达不到财产资格要求被逐出元老院的事例有之 。面对这样的继承法，罗马人的反应是节制生育，
把子女限制在一定的规模内，避免家族整体势力的弱化。但这种家族主义的选择尽管维持了自身的势
力，但造成了国家的弱化。
避孕和节育技术通常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 ，但新近学者的研究证明，罗马人早就在希腊人的
影响下掌握了这一技术并运用之 。对此，以弗所的索拉努斯（ Soranus） 的《妇科学》可以为证。
索拉努斯是以弗所人，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执业，然后在图拉真与阿德里亚努斯之间的时期 （ 98—
138 年） 在罗马执业，留有《妇科学》等著作⑤。其中明确谈到了避孕方法如下：

①

On http： / / www． chinalawedu． com / news /1200 /22598 /22621 /22908 /2006 /4 / wu5760254657181460026975 － 0． htm，2011 年 3 月 2

日访问。
2011 年 3 月 2 日访问。
② On http： / / www． law － lib． com / law / law_view． asp？ id = 312290，
2011 年 3 月 2 日访问。
③ On http： / / www． yabtpop． gov． cn / Index / Catalog25 /1986． aspx，
④

See William Ramsay，A Manual of Roman Antiquities，Richard Griffin and Company，London and Glasgow，
1863，p． 215．

⑤

参见维基百科“以弗所的索拉努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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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比堕胎更有利，因而，人们必须知道在我们所说的适于受孕的时期交合。 在性行为过程中，在
男子即将射精的关键时刻，女方必须屏住呼吸抽身一会，这样，精液就不会过深地射入子宫。 并且她要
立即起身并下蹲，应引导自己打喷嚏并仔细地擦拭阴道的角角落落 。她甚至可以喝一点冷的东西。
事前在子宫颈四周涂上陈橄榄油或蜂蜜或松脂或香脂树脂也有助于避孕 ，可以单独用它们，也可连
同白铅，或在行房前用湿矾，或用白松香配葡萄酒涂抹子宫颈 ，或干脆用细木塞住子宫颈； 或在行房前使
用阴道栓剂，它有力量紧缩子宫颈并使其分泌物浓稠 。因为诸如收敛、堵塞、冷却的东西可引起子宫颈
在行房前关闭，从而不让精子通过其宫体①。
据说，这些避孕方法现代仍有人使用并有效 。索拉努斯在图拉真时期来到罗马，我们知道，这个皇
帝推行以增殖意大利的人口为目的的贫儿扶养基金计划 ②，想必索拉努斯是悄悄地推广其避孕术的 ，不
然，他在罗马呆不到阿德里亚努斯时期就会被赶走 ，因为他的技术有碍罗马帝国的人口安全 。而驱逐希
腊专家的事罗马人早就做过。
当然，避孕只是罗马人控制子女数目的方法之一 ，其他方法有杀婴、遗弃婴儿。 受遗弃者通常被放
在市场附近，不见得一定死亡，经常被人抱去养大当奴隶③。
为了敦促罗马人履行生育义务，国家首先采取奖励的方略。奖励表现为授予三子权，从公法的角度
来讲，它是一种行政权利能力的升等。在公职人员的选举中，如果候选人票数相等，子女多者优先于子
女少者； 元老候选人品格、能力不相上下的，子女多者优先于子女少者； 在确定元老院管辖的行省的总督
时，依据同样的原则确定人选。各公职转任之间的休职期，例如，根据苏拉的宪法，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在
现职卸任后要过 10 年才能重任，这样的 10 年的休职期有一个孩子就会减少一年 。因此，孩子越多的父
［24］
亲就能越快地转任各项国家要职 。 从私法的角度看，对于三子权的享有者的奖励是维持其遗嘱能
力，因为《关于正式结婚的优利亚法》规定对达到一定年龄仍然独身者科处剥夺遗嘱能力的处分 。 可以
说，获得三子权奖励的条件并不高，因为每对夫妇必须生两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现有水平 ，不至于发
生负增长，法律只要求夫妇们在复制自身之外多生一个孩子 。
以上是对生育的父亲方的奖励，立法者也未忽视母亲方对于增殖国家人口作出的贡献，故规定，女
［25］
生来自由人生了 3 个子女的，女解放自由人生了 4 个子女的，免受宗亲的监护，并取得遗嘱能力 。
为了敦促罗马人履行生育义务，国家其次采取惩罚的方略，从而把生育完全义务化。惩罚体现为剥

夺遗嘱能力。颁布于公元 9 年的《关于婚姻的帕皮亚和波帕亚法》（ Lex Papia Poppaea Nuptialis ） 与公元
前 18 年的《关于正式结婚的优利亚法》（ 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一起对婚姻制度实行改革，特
别鼓励罗马市民结婚并且多生子女 ，对独身者采取某些限制其权能的措施 ，被用来指在被指定为继承人
时必须具备的一个要件，不具备的人不能根据遗嘱以任何方式取得遗产。 这些人有： （ 1） 独身者，男性
的年龄在 25 到 60 之间，女性的年龄在 20 到 50 之间，妇女因此完全失去继承能力。独身者被给予 100
天的时间结婚，结婚后对他们的继承能力剥夺解除 。（ 2） 无子女的夫妇，丧失一半的继承能力。（ 3） 单
亲家庭中的父亲。即有前婚中所生的子女后来未再婚的父亲 ，其被剥夺继承能力的程度不详④。
这种人口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 应该说不是很好。奥古斯都取得政权后，把罗马军队维持在 28 个
［26］
军团共 16． 8 万人的规模内 ，同时有同样数量的辅助部队，后者通常由外邦人担任，但前者不断有野
蛮人加入，最后军团成为他们的天下。罗马帝国的人口危机恐怕是重要原因 。
（ 三） 苏联与俄罗斯———生殖作为轻度义务
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东西最远距离达 10000 多公里，南北约 5000 公里。 面积 2240． 22 万平方公
①

See Keith Hopkins，Contraception in the Roman Empire，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 8，No． 1（ 1965） ，p． 134．

②

关于图拉真的贫儿扶养基金计划，
参见徐国栋： 《普通法中的国家亲权制度及其罗马法根源》，
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Voir Jaques Ramin and Paul Veyne，Droit et société： les hommes libres qui passent pour esclaves et l’esclavage volontaire，In Zeitschrift

③

für Alte Geschichte，Vol． 30，No． 4（ 1981） ，p． 483．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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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Pasquale Voci，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Giuffrè，Milano，
1994，pp． 57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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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1 /6。相对于如此辽阔的国土，人口则是太少了。1939 年初，苏联有人口 1． 7
亿。二战前夕，通过 1939 年 9 月开始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把国界向西推进了 300 到 400 公里，增加了
2000 多万人口，所以，
1940 年，苏联有 1． 94 亿人口。 但这样不多的人口还因惨烈的卫国战争损失了大
约 2700 万人，造成苏联严重的人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像罗马人一样把生育设定为公民的
义务，以奖励和惩罚的两手强制其公民履行这一义务 。
就奖励而言，在 1944 年 7 月 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设立母亲光荣勋章 ，分为一、二、
8、
7 个孩子的母亲。 同年 8 月 1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
三级，分别用来奖励生育并教养了 9、
命令设立英雄母亲 （ Мать － героиня ） 勋章，授予生育并抚养了 10 个以上的孩子，其中 3 个走上了卫国
战争战场的母亲。英雄母亲有资格佩戴奖章，并有权在退休金，支付公用事业费方面享有一些特权，并
享有食品和其他商品的特殊供应 。
苏联解体后，这项授予在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被撤销 。俄罗斯联邦于 1991 年停止授予。塔吉克
斯坦在 1996 年撤销这项奖励，以阻止家庭过于庞大。乌克兰于独立后取消，但在 2004 年恢复。 在哈萨
克斯坦，自 1995 年以来 10 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被授予 Altyn Alka（ Алтын алка，“金色吊坠”） 并且 8 个或
9 个孩子的母亲被授予 Kumis Alka（ Кумiс алка，“银色吊坠”） 。
2007 年 10 月 20 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 普京将 11 位普通妇女请到克里姆林宫，授予她们
“祖国服务”勋章，以表彰她们“养育儿女，继承发扬家庭传统 ”。2009 年，俄罗斯恢复了“英雄母亲 ”称
号。由于出生率低、人口少，俄罗斯于是年开始向多子女家庭颁发光荣父母勋章 。供养 4 名子女者就可
［27］
提出申请，每个得奖家庭的奖金是 5 万卢布 。
普京 2006 年 5 月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把人口出生率低列为俄面临的“最尖锐问题 ”之一。 数据显

1991 年苏联解体时俄人口约为 1． 48 亿，截至 2007 年 9 月 1 日，俄常住人口降为 1． 42 亿左右，减少
示，
了 600 万人。到 2031 年，将降为 1． 27 亿人以下，少于 19 世纪末沙皇时期俄国的人口。 到 2050 年，将
［28］
降为 1． 16 亿人 。苏联解体后，由于俄欧洲地区特别是莫斯科地区生活条件较好 ，居住在远东和西伯
利亚的俄罗斯人开始向西流动。据统计，在最近 10 年里，北极地区人口下降了 40% 以上，西伯利亚地
区已有 1． 1 万个村庄和 290 座城市消失。出生率下降也导致俄军兵源不足。 为解决人口下降问题，俄
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制定措施，鼓励育龄夫妇生育更多子女。 有的州政府甚至设立“受孕节 ”。 例如乌
9 月 12 日是一个正式节日———“家庭交往节 ”，民间则戏称之为“受孕节 ”，这天除了
里扬诺夫斯克州，
参加义务劳动，居民们还要回家“造孩子”，努力提高当地的人口出生率。
1941 年，苏联开始对无子女
就惩罚而言，在卫国战争时期，为鼓励生育、保证战争时期的人口需要，
，
20
50
20
45
家庭征税 所有
至
岁的已婚男性公民和
至
岁的已婚女性公民若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未生育
［29］
子女的，需交纳相当于其月工资 6% 的无子女税 。苏联解体后，此税取消。2011 年，俄罗斯拟恢复此
［30］
税刺激人口增长 。俄议长弗拉基米尔 · 日里诺夫斯基甚至建议允许包二奶缓解人口问题，也就是

说，如果夫妻不育，丈夫外遇导致小三怀孕的，应允许两人结婚，避免孩子成为私生子。梅德韦杰夫总统
［31］
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但由于它违反道德，泄露后遭到众多有关团体的反对 。
［32］

此外，苏联还对年龄在 20 岁以上 50 岁以下独身男子征收独身税，独身女人不是本税的纳税人
由于苏联只是以课税督促生殖义务的履行 ，手段较轻，所以，生殖在那里只是轻度义务。

。

（ 四） 罗马尼亚———生殖作为重度义务
1957 年，罗马尼亚追随苏联和其他中东欧国家把堕胎合法化，导致堕胎率提高。 齐奥塞斯库于
1966 年上台后，恢复了堕胎限制以“提高人口数量 ”和“增强国力 ”，当时的罗马尼亚有 1914 万人口，与
苏联处于对立状态，国家战略像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是把敌人“放进来打 ”，这要求有多多的人口垫
底。齐奥塞斯库要求在 1990 年达到 2400 万—2500 万人口，在 2000 年达到约 3000 万人口①。 为了完
成这样的人口增殖计划，当时的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 · 齐奥塞斯库实施了限制堕胎、节育的政策，只

①

See B． Bereson，Romania’s 1966 Anti － Abortion Decree： The Demographic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Decade，In Population Studies，Vol．

33，No． 2（ 1979）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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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怀孕对母亲有生命危险、胎儿可能畸形、强奸受胎、母亲年过 45 岁时才可堕胎①。 法律虽不禁止避
孕药具，但要凭医嘱使用并受妇科医生的监督②。 齐奥塞斯库要求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 4 个孩
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违规堕胎者将受到判刑的处罚。 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
问。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
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而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
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以监禁。 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 在
齐奥塞斯库被处死的 1989 年，罗马尼亚人口达到峰值，有 2315 万，以后持续下降，2008 年，只有 2151
万 ③。
显然，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 ，生殖并非权利，而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种义务以刑
罚强制履行，因而是重度义务。
（ 五） 美国———女性生殖作为权利—义务的分时共存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生殖曾被作为女权的美国，生殖有时也作为义务，但经过美国妇女与国家的
斗争，生殖终于成为权利—义务的分时段共用场地。
美国曾有允许堕胎的时期。殖民地时期采用英国的习惯法，以胎动 （ 怀孕第 18 周———这被认为是
灵魂进入胎儿身体的时间） 为标准，允许胎动前的堕胎，胎动后的堕胎则为犯罪。19 世纪前期，堕胎仅
［33］

仅是道德上的不良行为，绝大多数州允许为保护孕妇身心健康以及胎动前的堕胎

。1803 年，英国颁

布了《埃伦伯勒法》（ The Ellenborough Act） ，该法以保护英王臣民的生命为主旨，跟 1624 年颁布的适用
于英格兰的《阻止摧毁和遗弃私生儿童法 》（ Act to Prevent the Destroying and Wuthering of Bastard Children） 和稍后（ 安妮女王在位后第 16 年） 颁布、适用于爱尔兰的同名法律配套，维护英国的人口安全。它
把胎动作为界线，此后的堕胎导致责任者死刑； 此前的堕胎导致责任者处海外流放 14 年以下的刑罚④。
1837 年，《埃伦伯勒法》修订，取消了胎动的的界线，以同样的手段打击实施于不同怀孕时段的堕胎 ⑤。
受《埃伦伯勒法》影响，美国到 1849 年有 20 个州制定了限制堕胎法 （ 其余 8 个州沿用习惯法 ） ，禁
止堕胎。胎动前后的堕胎分别定为轻罪和二级谋杀罪 。只允许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 。医学界
1859 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
反对堕胎，妇科医生霍雷·肖斯托勒率先呼吁把堕胎定为犯罪 ，
［34］

各州限制堕胎，所以，到 1910 年，除肯塔基州外，美国各州都制定了限制堕胎的法律

。 与限制堕胎法

配套的是限制避孕法。前面讲到的 1873 年的《科摩斯托克法 》就承担这样的使命，当然，它是通过间接
的方式这样做的。两者的共同目的是增殖美国的人口。 美国国土辽阔，有 936 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偏
少，现在也只有 3 亿 500 万多人。 我们知道，美国通过实行出生地主义并吸收大量移民来缓解这一问
题，但人口偏少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1963 年，蒋经国担任台湾的“国防部长 ”，他在访美期间，多次
敦促美国突袭中国大陆的核武器。1965 年 9 月 20 日，宋美龄在国务卿腊斯克为她举行的晚宴上 ，建议
美国用常规武器摧毁大陆的核武器 。 腊斯克回答： 如果美国这样做，中国必倾全国之力报复，美国 1． 9
［35］

亿的人口无法对付中国的 6 亿人口

。这个数字本身就可解释为何美国一度要把生殖作为义务 。

但如同玛格丽特·桑格所认为的，把生殖定性为女性的义务会牺牲她们的权利 ，所以，Roe v． Wade
（ 1973 年） 一案的终审判决确定： 在孕期的前 6 个月，是否堕胎属于妇女个人的私生活权。 它与避孕、
性、婚姻、生殖、分娩等一样，是宪法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任何州不得剥夺。判决书写道： “个人自由和
限制州的行动的概念 ”所包含的“私生活权 …… 足以宽到包含一个妇女作出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 ”。

①

See B． Bereson，Romania’s 1966 Anti － Abortion Decree： The Demographic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Decade，In Population Studies，Vol．

33，No． 2（ 1979） ，p． 209．
②

See B． Bereson，Romania’s 1966 Anti － Abortion Decree： The Demographic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Decade，In Population Studies，Vol．

33，No． 2（ 1979） ，p． 210．
新华网布加勒斯特 2004 年 11 月 7 日电，载 http： / / news． xin③ 参见周荣子： 《三大原因令罗马尼亚的人口 10 年间减少了 110 万》，
huanet． com / world /2004 － 11 /08 / content_2189626． htm，
2010 年 11 月 2 日访问。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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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he Lord Ellenborough’s Act 1803，On http： / / en． wikisource． org / wiki / Lord_Ellenborough’s_Act_1803，
2010 年 11 月 5 日访问。
See The History of Abortion Law in UK，http： / / www． abortionrights． org． uk / content / view /18 /117 / ，
2010 年 11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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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v． Wade 一案使堕胎在美国完全合法化，它告诉我们，生殖对于女性在美国成了权利—义务的分时
共存体。在怀孕的前 6 个月，她以消极方式表现的生殖权 （ 采用了私生活权的表达，这一表达更接近身
体权的概念） 可以完全自由地或相对自由地行使； 在怀孕的最后 3 个月，她的生殖行为表现为义务，这
一义务首先是为了维护胎儿的生命权而存在的 ，其次是为了丈夫的生殖权而存在的 ，再次是为了尊重国
家亲权而存在的。
但在植物人为孕妇的情形，生殖仍然是义务。 在大学健康服务中心诉皮亚齐 （ 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s v． Piazzi） 一案中，堂娜·皮亚齐（ Donna Piazzi） 是一个植物人孕妇，她没有起草生预嘱就在此等
情形是否维持对她的治疗作出指示，胎儿的生父 （ 并非堂娜的丈夫 ） 主张继续治疗她以拯救胎儿的生
命，医院也是如此主张，堂娜的丈夫和家人反对。佐治亚州的一家法院作出了同意医院在胎儿出生前维
持已脑死亡的孕妇的生命直到其胎儿出生的请求的裁决 。法院确定： 即使堂娜签署了生预嘱，根据《乔
［36］
治亚州自然死亡法》，在她怀孕期间也无权终止生命维持治疗 。
1989 年的《统一绝症病人权利法》（ URTIA） 也规定： “只要持续使用生命维持治疗胎儿就可发育到
［37］
活着出生的程度，主治医生必不得根据个人的声明撤销或解除生命维持治疗 。”
（ 六） 男性流产———未婚父亲生殖权的消极行使
上小节的讨论只涉及生殖对于美国女性的法律意义 ，那么，男性的生殖应如何定性呢？ 南卡罗来纳
州律师 Melanie McCulley 于 1998 年打造了男性流产（ male abortion） 的概念（ 也有人翻译为“男性选择生
育权”） 。它基于性别平等的观念打造，作者认为，在未婚男子与未婚女子发生性关系导致怀孕的情形 ，
女方有 3 个选择： 其一，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养； 其二，把孩子生下来让别人收养； 第三，终止妊娠。但男性
的选择非常有限。如果他不愿当父亲，他不能决定终止妊娠，因为 Roe v． Wade 一案单独把人流权交给
女方及其医生。女方可以斟酌自己的经济能力等因素作出选择 ，但男方别无选择，他的责任起自受孕，
只能在女方决定终止妊娠后终结 。他不能根据自己是否已准备好当父亲来决定是否继续妊娠 。而一旦
孩子生下来，男方的父亲身份得到确定，法院就会要求他支付孩子的扶养费直到孩子成年 。如果他不履
行此等义务，法院会强制执行，这是不公平的。既然妇女有流产的选择权，那么，男子在其伙伴怀孕的早
期阶段应有权放弃将来的亲权以及财政责任 ①。
但这样的放弃不应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首先要有正当的理由。如下理由为正当的：
1. 未婚父亲在受孕前告知了潜在的母亲他不愿承担为父的责任 ；
2. 接到女友的怀孕通知后，他就支付了人流的费用；
3. 他向怀孕的女友表示自己同意把生下来的孩子出养 ；
4. 他受女友欺诈或误述左右与之发生了导致怀孕的性关系 ；
5. 他是受强奸的施孕者；
6. 他与女友达成了有约束力的合同终结他对孩子利益承担的责任 ，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②。
在上述 6 项条件中，第五项值得特别说明。该条件把强奸当做一个中性的概念，既可适用于男性，
也可适用于女性。在许多西方国家，女性已被承认为强奸罪的主体，与我国只承认女性可以当强奸罪的
帮凶不同。女性通常利用男性入睡、酒醉或毒醉的状态用手或嘴让男性阴茎勃起从而完成性行为 。 而
且还存在所谓的法定强奸（ statutory rape） ，也就是成年女性与未成年的男性发生性交的 ，虽然从自然现
实看是两相情愿，在法律上视为强奸。在这一框架下，女性强奸更容易构成。 在英国，已发生了作为法
定强奸受害人的男孩被法院判决向其强奸者生下来的孩子支付扶养费的案例 ③。
另外，放弃应遵守如下正当的程序： 在孩子出生后的 5 个月内得到母亲的通知后，他应在 15 天内提

①

See Melanie G． McCulley，The Male Abortion： the Putative Father’s Right to Terminate his Interests in and Obligations to the Unborn

Child，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Vol． VII （ 1998） ，No． 1．
②

See Melanie G． McCulley，The Male Abortion： the Putative Father’s Right to Terminate his Interests in and Obligations to the Unborn

Child，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Vol． VII （ 1998） ，No． 1，p． 42．
③

See May Beth Lane，Boy’s Parents Sue to Get his Baby from Mom，On http： / / www． dispatch． com / live / content / local_news / stories /

2008 /08 /16 / janecrane． ART_ART_08 － 16 － 08_B1_T0B1RSR． html． 2010 年 11 月 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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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放弃申请，其中应说明放弃的理由。家庭法院在收到此等申请的 30 天内举行听证以为决定，在此过
程中，应为孩子指定诉讼监护人。当然，在审理期间，未婚父亲也可撤回放弃申请①。
男性流产只适用于未婚父亲，已婚父亲不享有这种权利。只适用于私生子，对婚生子不适用。
在实践方面，男性流产权的判例首先有 Dubay v． Wells（ 2006） 一案。 它被称为男人的 Roe v． Wade
案。案情如下： 密歇根州男子麦特·达培（ Matt Dubay） 与女友罗兰 · 威尔斯 （ Laurent Wells） 于 2004 年
开始约会，麦特表示他没有兴趣当父亲，罗兰则表示，她使用避孕措施，而且她的身体条件不可能怀孕。
在他们停止约会后，罗兰通知麦特她怀孕了。两人讨论过把孩子出养，但最终罗兰决定自己养孩子并向
麦特诉追扶养费。法院判决他要每月支付这样的费用 475 美元并承担新生小女孩一半的健康照料
［38］

费

。2006 年 3 月 9 日，全国男人中心代理麦特挑战 Saginaw 县巡回法院法官 Patrick McGraw 作出的

扶养支付令。 密歇根州检察长采取行动让案件被驳回。2007 年 7 月 17 日，地方法院法官 David M．
Lawson 驳回了达培的诉讼。2007 年 3 月 14 日，全国男子中心上诉于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 2007
年 9 月 10 日举行言辞辩论，同年 11 月确认了第一审法院的裁决。这个案例宣告了男性流产权的流产 ，
男性挑战女性生殖控制权的企图失败 ，至今还是女性独掌此权。我认为，法院的判决尽管牺牲了男子的
个人权利，但保障了人口增殖的国家利益，并避免了男女在生殖责任上承担的不均衡造成的女性贫困。
另外维护了女性的自由，因为赋予男性要求女性继续妊娠或终止妊娠的权利 ，等于赋予他对她的支配
权。
男性流产权的判例其次有 Richard O． Phillips v． Sharon Irons 一案。1999 年，芝加哥女医生艾农斯
（ Sharon Irons） 跟男医生菲利普斯（ Richard O． Phillips） 恋爱，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 4 个月，其间，艾农斯
与菲利普斯口交 3 次，未进行过阴道性交。艾农斯在口交时，“私吞 ”菲利普斯的精液，然后吐出为自己
做人工受孕，结果成功怀孕产子。两年后，艾农斯起诉菲利普斯追索孩子的扶养费，菲利普斯这时才知
道自己有了一个孩子，经 DNA 鉴定，自己就是这个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法院遂判决菲利普斯每月支付近
800 美元扶养孩子的费用。菲利普斯很受打击，认为自己跟艾农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性关系 ，只口交过
3 次，认定是艾农斯在口交时盗窃了他的精液 。2003 年，菲利普斯将前女友告上法庭，控告她盗窃自己
的精液和诈骗扶养费，令他精神受创，寝食难安，感到自己堕入了一个噩梦般的陷阱，遂要求就盗窃、诈
欺和故意引起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艾农斯辩称，她是按阴道性交的方式怀的孕。同年，库克县巡回法院
2005 年 2 月 24 日，伊利诺伊上诉法院驳回了菲利普
驳回了菲利普斯的诉讼。菲利普斯旋即提出上诉，
斯的盗窃、诈欺赔偿请求，但允许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并把这一请求发回初审法院审理 。法院指出，男
子在口交过程中射出的精液属于女方拥有 ，是一项送出的礼物，不能收回，因此女方用来人工怀孕产子，
不构成盗窃和诈骗罪名②。此案引起很大的关注，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提出了盗窃精液问题以及用盗来
的精液受孕是否导致父子关系问题 。但它与 Dubay v． Wells 案不同。在 Dubay v． Wells 案中，发生了阴
道性交，这是怀孕的自然途径，尽管女方作了已避孕且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可能怀孕的声明 ，怀孕的可能
还是存在的。在本案中，男女双方只发生过完全不可能导致怀孕的口交 ，一般人万万不会想到女方会把
接受的精液做人工受精处理，所以，男方受到的欺骗更大。所以，终审法院允许他诉求精神损害。 但这
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孩子扶养问题上，法院也牺牲男性的个人利益保障人口增殖的国家利益 。
三、简短的结论
生殖的人类行为是一条变色龙，它的性质随其所处的环境而变，可以是权利，可以是义务，可以是权
利义务兼备，影响其颜色的主要环境是特定国家的人口形势 。 在人口形势紧张的国家，它容易成为义

①

See Melanie G． McCulley，The Male Abortion： the Putative Father’s Right to Terminate his Interests in and Obligations to the Unborn

Child，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Vol． VII （ 1998） ，No． 1，pp． 43s
②

See Sherry F． Colb，When Oral Sex Results in a Pregnancy： Can Men Ever Escape Paternity Obligation？ On http： / / writ． news． findlaw．

com / colb /20050309． html，
2010 年 11 月 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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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在人口形势宽松的国家，它是一种权利。是国家的需要让生殖的属性发生变动的，这一事实说明
了生育并非完全是私事，而是涉及国家利益的事情。当然，国家对于生殖的操控不仅体现在根据自己的
需要为这种行为定性上，而且还体现在把剥夺生殖权作为一种打击犯罪的手段 ，并作为社会防卫手段
上。目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宽松，故生育还是一项权利，甚至是一项需要限制的权利。但若干年后，我国
的人口红利用完，人口数量下降，到了人口短缺的时候，谁能说生殖在我国不可能变成义务呢 ？
人们说冰炭不可同器，引申到法律领域，是说同一个行为，不可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或两者兼是，
但对生殖的如上分析告诉我们，冰炭在特定的领域可以同器。 有哪种行为有生殖这样的变化空间呢？
所以，生殖是一个富有研究价值的法哲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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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of Chameleon-like Law concerning the Reproductive Right
Xu Guodong
（ 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first appeared in a quite passive form on male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movement for women’s rights led to the conception of reproductive right of females． These two different reproductive rights in the later twentieth century finally merged into one genderless conception． While using the
same conception，as to the issue of abortion，different gender is still treated differently． The nature of reproduction changed along with the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in specified states． Some states regard reproduction as obligation while the degree thereof varies． Some states consider it as right． Notwithstanding such differences，states
deprive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as a means of fighting against criminals and defending society．
Key words： reproductive right； reproductive obligation； safety of population； the male ab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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