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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科技异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既使传统法律受到挑战，也给传统法律变革带来机遇。 在应
对科技异化的挑战中，科技立法不断发展，其突出表现是确立了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科技无
摘

害于人的立法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标。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推进而
发展，但与科技异化治理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立法，要求在立法原则上突出以人为
本和生态安全，在立法内容上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在立法结果上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
技法律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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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步入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与科技异化日益严重的时期 ，科技创新的法律保障和科技异化
的法律治理是这个时期的两个重要课题 ，它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人的生存
发展所必需。科技立法作为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 、认可和变更调整因科技所产生的各种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活动，在科技异化法律治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改革
开放以来法制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然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认识和经济社会发展亟须强有力
科技支撑的现实，导致我国的科技立法在价值取向和内容安排上偏重促进科技进步 、对科技异化治理重
视不够。这样的科技立法不足以应对科技异化的挑战 。完善科技立法既是应对科技异化挑战、推进现
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
一
科技不是自生自发的，也不是上帝启示的。科技是人基于自己的需要而对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
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它是人的生存意志的体现，是人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表征，具
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承载着服务人、造福人的价值功能。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科技必定对人的生存和
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正如爱因斯坦所类比的： “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
［1］

它也能用来杀人。” 从近代开始，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科技异化现象
也不断滋生和蔓延。在现代社会，科技异化问题更加凸显，在表层上，“环境的污染、人口的膨胀、物种
的灭绝、能源的危机、核恐怖毫不掩饰地呈现在人类面前 ”； 在深层上，“道德的滑坡、文化的堕落、物性
［2］
的凸显和人性的沦丧也无法遮蔽在令人眩目的科技光环之下 ” 。 科技异化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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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的活动、影响人的安全、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危及人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不会放任科技异化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它能够不受物的客
观尺度的限制，而在于它能够自觉地、全面地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 ，并运用物的尺度，从而为自己
［3］
的利益服务” 。事实上，自近代以来，无数有识之士致思于科技异化问题 ，探寻科技异化治理之道，提
出了道德约束、政策调整、法律规制等方法和路径。这些方法和路径在科技异化治理中居于不同地位、
发挥不同作用： 道德约束主要以科技主体的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等发挥作用 ，政策调整主要通过
科技主体的认同以及政治纪律的约束等保障实施 ，它们具有原则性强而具体性不足 、变动性强而稳定性
不足、指导性强而强制性不足等特征，因而只能对科技异化治理发挥有限功能 。法律治理是通过国家权
力的运行将科技社会关系法律化 、制度化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障这些法律和制度得到科技研发者 、
科技应用者、科技管理者的一体遵循，它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明确性、国家强制性等特征，因而能够弥补
道德约束和政策调整的不足，成为科技异化治理的根本保障。美国法学家罗尔斯说： “在一个发达社会
［4］
中法就是社会控制的最终有效的工具 。” 同样地，在一个发达社会里，法律治理是科技异化治理的最
终有效的手段。
科技异化法律治理以有法可依为前提 ，然而传统法律并不关注科技异化的治理 。众所周知，当法治
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人类的实践时 ，科技展现的主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炫人光彩 ，科技异化的不良后果
也没有充分展现出来。那时候，尽管有卢梭等一些思想家敏锐地观察到了科技异化现象 ，认为“我们的
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与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 ……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地平线上
［5］
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 ，但科技异化的危害性没有为全社会所认识，科技异化治理没有成为立法的

主题。由于人们普遍“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 …… 同时将政府侵害公民的机
［6］
会降至最小程度’” ，所以，立法的重心被定位于宪法、民法、商法的制定和完善。 这样的立法既能有
效地防治权力之恶，也能有力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性，但却不能为科技异化治理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一
方面，科技异化带来诸多新问题，如科技滥用于生产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 、利用网络侵犯他
人权利。这些问题是传统法律难以解决的，需要新的法律予以解决。 另一方面，科技异化现象纷繁复
杂，科技异化治理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性 ，因而单靠传统法律规定不足以对科技行为进行有效调控 。总
之，规范科技行为、遏制科技成果的滥用、防范科技的不利后果，需要一系列新的法律规范。
科技异化治理使传统法律受到挑战 ，也给传统法律变革带来机遇，这一变革和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下
方面实现的。第一，将重要的科技规范纳入法律规定中 ，赋予其法律效力，使之从单纯的技术规范转化
为具有法律性的社会规范，并获得国家强制性特征。 第二，“从各种层出不穷、无以暇接的社会技术的
危害现象中，离析出与特定的价值准则冲突较大的部分 ，并把它们及时纳入法律的控制范围内，给予有
［7］
效的防范与矫治” 。第三，对于其应用有可能危害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后果的科技研发，以相应
的立法预先作出应有范围与性质的规定 ，即： “预先以法律规范防范新技术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危害
［8］

或提出有关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的解决办法 ，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预先采取措施 。” 第四，在宪法、
民法、刑法、商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中增加科技异化治理的内容 ，同时针对科技异化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
法律规范，由此形成新的法律部门。正如英国学者罗杰 · 科特威尔所指出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法
的变化的一个直接因素： 内燃机、汽车和空中运输的出现引起了法的原则的更新和新的部门法的诞生 ，
［9］
以此适应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新因素和它们带来的危险 。”
二
人类的科技立法始于 1474 年威尼斯城市国家对专利法的制定①，但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科技立
①

该专利法的内容如下： “任何在本城市制造了本城市前所未有的、新而精巧的机器装置者，一俟改进趋于完善以便能够使用和应

用，即应向市政机关登记。本城市的其他任何人在 10 年内没有得到发明人的许可，不得制造与该装置相同或者相近似的产品，如有任何
制造者，上述发明人可以在本城市任何机关告发，该机关可以命令侵权者赔偿 100 金币，并将该装置立即销毁。”

57

2013 年第 3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法不系统，大多散见于其他立法之中； 而且由于科技向人类展现的主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效应 、
科技异化问题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 ，科技立法以促进科技进步为宗旨而忽视了科技异化治理 。 人类进
入 20 世纪后，随着科技威力的逐渐加强，科技异化问题也日益严重。这种状况使人们感到困惑，一方面
“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 ”； 另一方面“害怕科学也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
［10］
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前面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 ” 。于是，人们重新审
视科技的本质和功能，辩证分析科技的社会效应。这种审视和分析导致科技立法的发展 ，确立了科技增

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科技无害于人的立法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 ，从而使得科技立法的内
容更加科学与文明。
( 一) 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
英国学者威廉·汤普逊曾经指出： “每一个政治规章和经济规章所应注意的立法目的应该是增进
［11］
社会的最大幸福，也就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政治规章和经济规章的立法目的如此，科技
立法的目的何尝不是这样！ 对于人的幸福而言，强调科技进步是必要的，毕竟科技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

力； 但是仅仅强调科技进步是不够的 ，因为科技存在着异化的风险，而科技异化将人们置于苦难的深渊 。
将科技增进人的幸福作为科技立法的宗旨 ，既能使促进科技进步获得坚实的法理基础 ，又能使治理科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科技立法大多遵循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
异化获得有力的法理支撑。从历史看，
立法宗旨，美国等少数国家在科技立法中对这一宗旨作出明确规定 ①，更多的国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具
体的科技法律规范中。科技立法宗旨的这一变化表明，推动科技进步造福人、防止科技异化危害人，已
经成为人类的普遍诉求和共同愿望 。正如 1999 年联合国世界科学大会通过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
言》序言所指出的： 考虑到“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可以产生巨大的收获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减轻贫困”（ 第 11 条） ，而“科学的某些应用可能危及个人和社会、环境和人的健康，
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第 20 条） ，特声明如下： “从事科学研究和利用从中所获的知识，目的应当
始终是为人类谋幸福，其中包括减少贫困，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保护全球环境”（ 第 39 条）
( 二) 科技无害于人的立法原则

［12］

。

“无害于人”是科技活动的基本要求，是科技活动的道德底线，“人类今天总结出科学探索的四条伦
［13］
理原则是： 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其基本核心就是造福而不是伤害人类 ” 。将科技无害于人作为
科技立法的基本原则，是科技道德法律化的重要表现，也是科技立法应对科技异化的基本要求 。从目前
各国科技法律规定看，科技无害于人的原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科技研发禁区的设置。科技研发
是崇尚自由的，现代国家的宪法大多对科技研发自由作出了规定 。但是，科技研发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
欲为、肆意行事，因而对有害于人的科技研发，法律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如，由于人体的生殖性克隆对人
类利益具有明显的危害，因而生物技术发达的国家大都通过立法禁止研究生殖性克隆 。 二是无过错责
任制度的确立。最初的侵权责任制度以过失责任制度为基础 ，这一制度在预防和救济科技异化损害方
面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为对于科技及其相关产业导致的损害 ，受害者对侵权行为的过错难以举证 。随
着科技突飞猛进而剧增的工业灾害 、汽车事故、产品责任，使得以无过失责任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安全保
障制度应运而生。如，美国核环境方面的法律规定，核立法局等相关机构要承担核事故方面的责任，在
归责原则上实行“无过失原则”，只要发生核事故，出现损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事实，无论核设施的经营
［14］

者有无过失，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受害者不承担举证责任
( 三) 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

。

GDP 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科技在 GDP 增长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两个因素使得科技
进步的法律保障具有充足的理由 。然而，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GDP 指标因“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
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
［15］
配，
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 ” 而受到批评，对科技效应的辩证认识以及对
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反思导致可持续发展观在国际社会逐步形成 。这一全新的发展观要求实现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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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立法的转型，正如《21 世纪议程》所强调的： “为了有效地将环境和发展纳入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实践
中，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可实施的、有效的，并且是建立在周全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理基础上
［16］
的法律和法规。” 目前，大多数国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立法目的，并以此为目的赋予科技立法
以下两个鲜明特征： 一是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 。如，美国在生物技术立法方面，一方面制
定了《联邦种子法》、《植物品种保护法》、《基因工程生物与制品引进管理条例 》等，以营造生物技术研
发的良好环境； 另一方面制定了《有毒物质控制法》、《联邦植物杀虫法》、《植物检疫法》、《濒危物种
法》、《联邦杀虫、杀真菌、杀啮齿动物法》等，以避免某些生物技术的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造成不
良后果。二是经济增长和生态安全并重。各国科技立法依然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其突出表现
是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和鼓励 。与此同时，各国科技立法重视生态安全，对绿色科技的研发和应用
予以鼓励，对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科技研发和应用加以控制 。
三
我国是一个后发型国家，科技不如西方国家发达，科技异化也没有西方国家严重。 然而，科技异化
现象已经滋生并且正在蔓延是不争的事实 ，科技异化治理是科技立法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之一。 事实
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不仅制定了大量的科技专门法律，而且在制定或修改宪法、民法、行政
法、刑法等法律时将大量的科技法律规范纳入其中 ，从而使得科技异化治理基本上有法可依。 然而，与
科技异化治理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科技立法还存在需要完善的方面 ，突出表现为一些现实急需的科技法
律没有出台，而已经出台的科技法律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既有体制造成的惯性、
改革的探索性、理论的不成熟性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僵化 ”，使得 “大量的法规、暂行规定或条例游离于法
［17］
治框架之外” 。面对科技强国和依法治国的双重战略任务 ，我国必须加强科技立法、夯实科技异化治
理的法律根基。
( 一) 在立法原则上突出以人为本和生态安全
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要求科技立法“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
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 ，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 ，使科
［18］
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 。当今中国正在走进一个人权和法治时代，以人为本是这个时代
的主题和精神，“人的尊严和自由借助权利语言逐渐成为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的核心价值 ，人的愿望和
［19］
要求通过转换为权利诉求而更多地依赖常规化 、程序化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和行政管理 ” 。 然而，
科技异化消减了科技对人的积极效应 ，特别是现代，其异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在这

种情况下，科技立法突出以人为本原则，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必然性。 笔者建议制定《科技基本法 》，
在该法中对科技以人为本原则作出规定 ，以便发挥这一原则对整个科技法律体系的指导功能。 在表述
上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明确规定： “一切科技活动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一切科技活动都应该有
利于增进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都应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与此同时，鉴于科技异化对我国环境问
题的形成难辞其咎，鉴于现行科技法体系“对生态安全和生态效益的关注非常匮乏 ”，科技立法应该坚
持生态安全原则，“以生态安全为指导思想调整科技法，限制科学技术不利的一面，充分发挥其积极作
［20］
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 。
( 二) 在立法内容上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

立法原则具有抽象性，只有转化为具体的立法内容才具有可操作性 。 科技既具有造福人的积极功
能，也具有危害人的消极效应，因而科技立法对科技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化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是
基于科技对人的积极功能而通过制度设计促进科技进步以造福人 ； 二是基于科技对人的消极效应而通
过制度设计防治科技异化危害人 。这样，科技立法的内容就包括促进科技进步和防治科技异化两大板
块，并且这两大板块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前者主要是通过规定科技研发和应用方面的权利，鼓励科技
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 后者主要是通过设定科技研发和应用方面的义务以及法律责任 ，
保障科技安全、防治科技异化问题的滋生和蔓延。 鉴于目前我国科技立法“更加倾向于激励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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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明和应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科技的经济效益 ”，而“科技的经济效益至上”使我国“‘已经进入魔性
［21］
经济时代’，比如‘毒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即是明证” ，因而在完善科技立法时必须更加重视防
治科技异化的内容。惟其如此，才能使得有利于增进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科技研发和应用活动为法律所
肯定和鼓励，使得威胁人的尊严和幸福、损害公共利益、破环生态环境的科技研发和应用活动为法律所
禁止和否定。
( 三) 在立法结果上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规范体系
由于“科技法不仅担负着调整科技领域内社会关系的任务 ，而且通过调整这些社会关系，协调人与
［22］
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因而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规范体系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制统一的具体体现。 为了达到这一立法结
果，立法者必须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加强科技法律规范的制定和修改。（ 1） 修改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将国家防治科技异化的规定纳入其中 。笔者建议在宪法第二十条中增加一款： “国家保障科技安全，防
治科技异化”，使之与“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
技术发明创造”的规定并列其中。（ 2） 立足于科技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精神 、以促进科技进步和保障科技
安全为价值取向进行科技法典编纂 ，制定一部权威性强并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基础性科技法律即《科技
基本法》，以此构建科技基本制度，对科技研发和使用活动进行总体规范。（ 3） 结合我国《科技基本法 》
的制定，清理、修改、废止或制定一系列专门性科技单行法 ，完善专门领域科技法律制度。针对我国科技
异化日益严重而防治科技异化方面法律不足的客观现实 ，将制定防治科技异化的专门法律作为完善科
技单行法的重心。（ 4） 完善附属性科技法律规定。对民法、商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刑法等传统法律
门类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强化其防治科技异化的功能。
( 四) 在立法模式上遵行参与主义的模式
参与主义的立法模式与堵塞主义的立法模式相对 ，后者意味着仅限于立法主体参与立法领域而其
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被排除在外 ； 前者则意味着社会主体都能涉足立法领域，它是“从提出立法建议、
［23］
起草法案到平衡交叉利益再到对草案表达意见等整个过程 ，都应该有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 ” 。 参与
主义的立法模式是民主的要求和体现 ，这种模式虽然早已为民主国家的科技立法所采用 ，但早期的科技

立法基于激励科技创新和应用的需要往往重视知识精英的参与 ，科技异化的滋生和蔓延使参与立法的
主体除了知识精英还有普通民众 。科技异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网络安全、社会信用、环境保护、
科技伦理等，这些问题对民众生活的直接影响力日益广泛与强烈 ，科技立法的调整对象和领域也相应拓
展。对于科技异化及其危害，民众有着切身感受，因而也最具有发言权。而民众参与热情的日益高涨也
对科技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立法必须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目前，许多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在立法
中必须采用参与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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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Alien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Shiqing1

Duan Yong2

（ 1． Law School，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4； 2．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ubei，Wuhan，Hubei 430060）
Abstract： The birth and spread of alien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 only brings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laws but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the reform of them． Scientific legislation has developed through dealing with these challenges． Its notable achievement is to have established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promote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harmless to people and the legislative aim that can be stably developed． Scientific legislation in our
country advances with the promotion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the opening and reform． But i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alienation man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erfect the scientific
legislation，we need to highlight people-orientation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for 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pay equal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but also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echnology alienation for the legislative content，construct an overall，harmonious and unified system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gal norms for the legislation results．
Key words： alien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ienation man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ection
of scientific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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