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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福利权是基于最低道德需求之上的动态发展的、向上开放的权利体系，包括终极目标要

实现的自由权，其最基本的底线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福利权的确认是人权与福利制度由分割走向关联的结

合点。福利权得以确立以后，人权概念对福利制度发展注入了权利因素，对福利制度的设置理念、项目内

容和覆盖对象提出了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从生存保障到全面保障、从特殊群体到全体公民的要求，以

此来实现福利制度由工具性向目的性的转变。 

  Welfare rights are right system with dynamic and opening-up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lowest moral. They are also integration point in which human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ystem have tended toward connection from division. The history shows that once the welfare 

rights is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transfu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ystem with right factors, which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idea of welfare system, the content 

and coverage objects to develop from the humanitarian to civil rights, from living-security to 

comprehensive security, from special groups to all citizens. Consequently, the welfare system 

achieves the rights-oriented transformation from instrumental to objective function. 

  【关 键 词】福利权/人权/福利制度 Welfare rights/Human Rights/Welfare System 

  福利权是人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工作权、健康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人

权宣言》中所罗列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其未罗列的能够保障不同时期人的生存和促进人的发展

的所有权利，是基于最低道德需求之上的动态发展的、向上开放的权利体系，包括终极目标要实现的自由

权，其最基本的底线是生存权和发展权。①人权思想和福利思想都源于道德伦理思想，但在各自产生之初

到福利权得以确立前，这两者遥相呼应却互不往来。在人权追求的目标经历从追求自由到要求平等，再向

实现发展、促进和谐演变的同时，人权的内容也由单一的公民权、政治权发展到了丰富多彩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等权利。而福利制度的设置目的也经历了从济贫法时代的恩赐和救济到社会保险时代的追求社会稳

定、巩固阶级统治，再到目前追求社会公平与共享的嬗变，福利制度的设置依据，则从人道主义关怀发展

到了公民权利。在两者各自发展进程中，直到福利被视为一种人作为人的权利，并以各种制度化形式确认

后，即福利权产生以后，人权和福利这两个同源姐妹才得以相聚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福利制度也由一种恩

赐及统治手段上升为人权实现的保障机制，制度性质也由工具性上升到目的性。 

  一、福利权的产生与发展 

  福利权思想自 17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先驱洛克开创自由权理论之时就随之产生了②，只是，在那个时

候，争取免于政府干预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更为人们所关注，福利权思想只是被作为异母姐妹捎带提及。

而在此之前的时期，尤其是古时候，福利往往是恩赐与怜悯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尽管也谈富人对穷人的

慷慨，但他更强调城邦政治动物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绝没有从穷人作为人也有应该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的角度去考虑。③中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在研究自然法时曾用一定笔墨讨论了施舍与救济工

作，呼吁救助一切需要救助的人，但也只是受基督教“爱人如己”思想的影响。④ 



  到 18 世纪，托马斯·潘恩在其《人权论》中明确阐述了他的福利权思想，并系统地阐明了穷人的权利，

强调穷人不仅拥有生存权，还应享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此基础上，潘恩还提出了在当时看来

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以使穷人能实际享受到这些权利，并进一步强调这些措施“不是施舍而是权利，

不是慷慨而是正义”⑤。潘恩的人权思想为人权理论的全面健康发展及在自由主义实践的主流中确立福利

权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时期，在福利权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含有福利权内容的立法法案被提出，并

在一些国家得以确立。如 1791 年法国宪法中就要求“设立或组织一个公共救助的总机构，以便养育弃儿、

援助贫苦的残障人士、并对未能获得工作的壮健贫困人供给工作”；“设立和组织为全体公民所有的公共

教育，一切人所必需的那部分教育应当是免费的”；1793 年的新《人权宣言》又进一步提出“公共救助是

神圣的义务。社会对于不幸的公民负有维持其生活之责，或者对他们供给工作，或者对不能劳动的人供给

生活资料”；“社会保障就是全体人民保证个人享受并保存其权利的行动”；⑥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后颁

布的宪法则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实行义务教育、通过职业培训发展公民劳动技能、救济老弱病残等。同

年的德国宪法也规定了国家保护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福利权的积极义务。⑦可见，从 18 世纪末开始，福

利就已作为法定权利成为人权实现的有机构成部分，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则开始成为政府义不容推的责任。 

  后来，马克思主义为摧毁以往的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提出人权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权

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有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自由、平等都是相对的，平

等权利表明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

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

很自然地宣布为人权”⑧，从而把经济社会权利说，或福利权利说，推向了主流，使人权从“消极的受益

关系”发展成为“积极的受益关系”。1918 年 1 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

民权利宣言》第一次公开确认经济、社会权利是人的权利；8 月通过的第一部苏俄宪法第一次把经济、社

会权利载入根本法，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以数量庞大的条款、种类完备

的项目、性质明显的条款，确认了包括教育权、生存权、工作权、社会保险权等福利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

1935 年，美国《社会保障法》将接受公共援助界定为一种权利，并规定了一些措施保护这些权利。截止

1976 年 3 月 31 日，在对 142 部国家宪法的统计中，有劳动权规定的为 55％，有组织和参与工会权的占

59.1％，规定休息和休假权利的占 32.4％，规定享受宽裕或合理生活标准权利的有 23.2％，规定国家救济

和社会保险的有 66.9％，规定受教育权的有 51.4％。⑨ 

  20 世纪中期，一些国际宣言开始确认和保护福利权。但由于西方国家一直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看

做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从属权利，连《世界人权宣言》中也仅是把前者当作“个人尊严和人格自由发

展所必需的”，直到 1966 年，第 2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才以法律义

务的形式确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福利权。1968 年的《德黑兰宣言》也强调“如不同时享有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则公民和政治权利绝无以实现”。 

  在福利权在实践中争取认可的同时，理论界就法学理论意义上的福利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始

终得不到澄清，传统观念中的恩赐与施舍，至少是福利制度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思想还占据主流。1964

年和 1965 年，美国法学家查尔斯·赖希(Charls A. Reich)相继发表两篇论文《新财产权》和《个人权利与

社会福利：新兴的法律问题》，明确提出福利是一种权利主张。他认为，国家恩赐和施舍福利利益的行为

“创造和维持个人(对政府)的依赖”⑩，是一种“新封建主义”，不但侵蚀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也挑战

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必要划分一个新的私人地带以保护个人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这种新财产制

度的确立，从理论上，为包括福利在内的政府供给提供了类似于财产权的保障，同时也给政府权力施加了

新的限制(11)；这些思想通过美国著名的“古克德伯诉凯利案(Goldberg v. Kelly)”(12)使福利权利得到了

司法确认。随后，在对实践永无停歇的反思中，理论界对福利权的性质和范畴进行研究和辨析，至今仍然

存在着分歧。 



  福利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以往只重视自由权的人权理论，将国家责任由消极性的国家不干预

推向国家积极作为，而且通过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实现了从人权与福利分割到人权与福利紧密关联的转变。

同时，福利权的确立也实现了人权体系“天空和大地的对接”。因为西方国家最初倡导自由权的市民阶层

是在物质丰富而政治贫乏的情况下要求民权的，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其需求不同于“无产”阶层，

所以自由权只是代表了富有者的向往，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更大程度上是种奢望。而福利权涉及的是人

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权益，福利权得以保障，人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福利水平便可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

才可能发展自由。 

  综上，18 世纪末以来，福利不断得到一些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国际法确认的事实明确地告诉我们，福

利权是一种法定的人的权利，是应有人权法制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权在福利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福利的

权利化。福利权的确立不仅使福利制度立足于社会正义、平等共享的基础之上，而且为人的应有权利转化

为实有权利提供了途径与保障，从而是人权与福利制度关联发展产生质的飞跃的标志。 

  二、促进福利权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在人权与福利制度关联发展的过程中，道德伦理、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政权斗争、国际力量等均是

促动因素。主要促动因素影响下的关联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同源于道德伦理，在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

借助政权斗争的手段，以法律制度形式出现，并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实现以每个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为条件的全人类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继续向前发展。 

  (一)道德伦理 

  专制社会里，人们没有要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的法律资格，但具有这种要求的道德资格，这种道德

资格是近代人权思想的核心，即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13)在古代道德思想中，正义往往被认为是产

生人权的道德基础，而正义就是“善”，行善就是在善与恶之间必须总是选择善，在善与更善、恶与小恶

之间必须选择更善与小恶。(14)反之，便是违反行善原则并且是一种道德过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蕴含着道德价值判断，而道德判断的神圣来源和凭据便是来自自然并由自然规定的标

准或规则的自然法。(15)正如西塞罗所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

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和永恒的。……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决不是正当的。

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允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16) 

  有了这一与人相通的“自然”，人权作为某种道德权利是绝对的、自明的和无条件的，不需要其他理

由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因为“这类高于一切的道德原则要被绝对地证明为正当所依据的原则，就是它本

身”。(17) 

  惩恶扬善，是道德伦理对人们的要求，且在各个社会是共通的。所谓扬善，就是要乐善好施、乐于助

人、互相帮助。东方有“仁爱”“性善”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古希腊有“幸福来自于与人共享”的“幸福

观”，古罗马也有“富者为贫者解脱痛苦是一种责任”的“责任观”。亚当·斯密说“如果社会成员互相提

供必要的帮助，是基于爱，是基于感激，是基于友谊和尊重的动机，那社会一定繁荣兴盛，而且一定快乐

幸福”。(18)所谓惩恶便是伸张正义。亚当·斯密也说，“有另外一种美德，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随意自由决

定是否遵守，而是可以使用武力强求的，违反这种美德将遭到怨恨，因此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

违反正义就是伤害……”；“……每个人都被自然地认为，不仅有权防御自己免受伤害，而且也有权为自己

遭到的伤害，强索一定程度惩罚报复”(19)。 

  富含道德伦理的宗教教义也宣扬惩恶扬善。东方佛教的“慈悲为怀、普救众生”和“打入十八层地狱”，

西方宗教的“爱人如己”“救人救己”“我给所有的饥饿者以面包，我给裸露者以衣裳”和“天国的终审

判决”“世界末日的灾殃”，等等，“这世界曾经得见的每一种宗教，以及每一种迷信，都有天堂与地狱

之说；都假设有一处惩罚邪恶者的地方和一处奖赏公正者的地方”。(20) 



  正是在这些好与坏的判断、善与恶的赏罚中，福利思想和人权思想得以产生。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福利和人权同源于道德伦理，但道德思想对人权与福利的影响路径不同。人权思想的产生更多借助的是源

于神、源于自然本性的道德，所以权利是天赋的、神造的，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在平等的支持下，与其

说人权的产生是“自下而上”向特权阶层提出的政治挑战，不如说是“从左到右”向特权阶层进行的道德

批判。福利的产生则是源于怜悯和同情，还有些许功利，福利的实施抑或受神之命，在世俗的现世世界里

用善爱之心换来世幸福；或是居高临下、恩威并济的恩赐与施舍，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绝对不是平等的。

平等的人权在赋予人们意志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人们抵抗侵犯和冲突的权利；而接受悲悯

之情的苦难者绝无要求悯情的主动性，只能依赖富足者和特权者大发慈悲、施仁行义。 

  由此可见，道德价值判断在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过程中对人权和福利制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如社会

对不幸产生原因的认识。在基督教早期的教义中，不幸不是罪恶，遭遇不幸的人是需要帮助的，而每一个

生活较好的人都应该伸出手去提供帮助。而到了济贫法时代，不幸，尤其是贫困，则被认为是由个人的懒

惰和无知造成的，所以在提供救济的时候需要对其加以惩戒，使其“懂得”劳动。后来，随着现代社会福

利制度的确立与发展，道德伦理的影响似乎日渐式微，但时至今日，救助弱势、互助互惠的人道主义伦理

道德不仅依然对福利制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随着社会思潮的更新换代，升级到了公平与正义的

价值理念。(21)尤其是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蕴发了人权思想和福利思想的源泉，孕育了福

利权的产生和发展培基，并在不断发展进化中实现了它的升华。 

  (二)经济社会变迁 

  “尽管大量证据表明，社会福利制度受到广泛支持且人们愿意通过纳税改善福利，但福利政策却因为

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遭到搁置。”(22)利益和责任是经济社会变迁对人权和福利的影响路径，经济发展

催生利益需求，社会进步需要责任分工。利益均衡、责任明确则社会结构稳定，即使制度理念和设计不合

理，“享乐的惰性”也会使人们“不思进取”；但是，一旦责任界限模糊、利益失去均衡，责任的推诿、

益利的争夺必将造成制度的变形和改革，甚至在“求变”的思潮下引发政权更迭。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成员通过氏族生活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生存问题由氏

族统一解决，不存在等级，也没有贫富差异。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略有发展，但生活保障总是和贵贱之间、

贫富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权贵们作为社会的上层阶级理所当然地占有着财富；劳动者

们作为权贵们的生产资料和工具则得到相应的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和保障。物质匮乏、等级明确，再加上

迷信和宗教思想的禁锢，社会处于暂时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宗教组织也是纯粹的慈善思想的传播者和乐善

好施的实践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使社会财富逐渐聚集到少数人手

中，贫富差距拉大，加上抵抗自然灾害的方法有限，生灵涂炭(23)，旧的社会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只是

由于当时教会组织和慈善机构的存在，至少在理论上，西方封建主义时代很少有人穷极潦倒而无人照料

(24)。 

  到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

生存的利益平衡机制和身份等级制度，人们的生活保障和精神依托也随之消亡。一方面，一些资本利润的

享有者和受益者不再满足于经济的富有和社会政治地位的薄弱而积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资

本原始积累造成的大量社会“自由者”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并不断恶

化。在每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具有先知先觉的先贤们，他们用自己的良知观察社会现象、

反思社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在他们的启智下，当局者、富有者和贫穷者等各阶层为满足各自的需求和理

想而奋斗。工业和资本主义时期也不例外，富有者的追求往往表现在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等一些高层次

自由主张上，贫困者则希望努力和斗争能换来维持基本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当局者则不停地通过社会制度

改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方需求，以平衡利益、维护统治，如前所述，一旦维护不利，利益失衡便会招致

颠覆性革命。历史资料显示，在资本主义经济初期，被圈地的英国农民失去以往的家庭和土地保障，为寻

求生存大量涌入城市，政府为减少社会动荡仓促出台劳工法规，强迫无业者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条件下进入



工厂就业。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使失业问题有增无减，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政府着手解决工

业贫困问题，为无助的贫困者和丧失工作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必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都远远不能解

决问题，资本强大的破坏性不但使试图重新规范已乱套的社会道德秩序和社会责任机制的《济贫法》、新

济贫法等一系列社会保护法案作用期有限，还在同时逼迫无法维持生计的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在争取

政治权利的同时，争取在经济和社会上享有保护的权利”。直到德国的俾斯麦社会保险模式出现，在分配

领域建立起一种新的雇员、雇主、政府和自顾者的社会责任关系，才初步解决了工业社会中人的基本需求

问题，协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25) 

  二战后的后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于稳定，社会主义力量日显强大，世界进入政治多元化和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个体发展与国家发展、国家发

展与全球发展等多种力量在相互较量中制衡，在错综复杂中达成平衡，又在平衡、失衡与反失衡中不断发

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的也引起人们沉思，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再次凸显其重要性，恩赐、救济等

词已被送入历史，生存、发展、权利和自由，以及公平、正义、平等和共享正在成为历经沧桑历史的人类

理性思考后的选择。 

  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在打破原有均衡、建立新的利益和责任分配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工业革命、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等，这些事件往往可以成为福利制度建立或改革的契机。例如，在欧

洲，英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济贫法》，德国的劳资对立与国力薄弱催生了俾斯麦社会保险制度。在美洲，

1929 年全球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福利措施主要通过政教联合来实施，教会和私人慈善机构是救贫

济困的主要负责主体，政府只负担有限的救济资金。1929 年纽约股市大跌后，失业人数增多，相应地，领

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增多。据统计，1932 年，美国平均有 20％的人需要依靠救济金生活，而到了 1935 年，

南部亚特兰大市有 2/3 的人口领取救济金，北部的维珍尼亚州竟然有 81％的居民是靠救济金过活的。(26)

但当时政府对待穷人的态度却是宁愿拨款去饲养饥饿的牛羊也不愿意养成贫民依赖政府的“恶习”，社会

安定在贫困与政府的对峙中受到威胁。为化解这一危机，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先是大量拨付救济款，然后又

促成了 1935 年的美国《社会保障法》。也有研究表明，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慢增

长、高失业和高通胀的滞涨阶段后，一些像美国一样崇尚自由和市场的国家纷纷对劳动市场进行积极干预，

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并为社会能力及精神或身体有缺陷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大量的转移支付。(27)在亚

洲，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则充满了军国主义色彩，其中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民健康保险

法》《船员保险法》和《劳动者年金保险法》等可以说是日本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直接产物。1938 年颁

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是为解决兵源与劳动力来源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健民政策，最初以任意设立的国民

健康保险组织为法定保险者，1941 年又根据战局的发展需要将自愿性参与改为强制性参与，并将覆盖面普

及到全民。据统计，1941 年日本全国被保险人数为 627 万人，到 1947 年时已达到 2 500 万人，占全国

人口总数的 60％左右，使日本进入了全民医疗保险的第一个阶段。(28)1941 年《劳动者年金保险法》被

日本国会通过的意图更为直接：一方面是为防止后方有限的劳动力外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通过吸引民间

购买年金保险来解决军费不足、政府资金周转困难的困境。(29) 

  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中，利益与责任才得以在法制的规范下逐渐融为一体，并伴随着社会风险的

扩张而催生着福利权与福利制度的成长。 

  (三)政党政治 

  人权和福利制度的选择除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外，政府政党的福利和权利理念对其也有重要影响。

从人权和福利制度的实施角度来看，国家和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制度实施上。立法将应有人权转

换为法定人权，又通过为制度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将法定人权转换为实有人权。总之，在应有人权的实现方

面，道德伦理和经济社会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从应有人权到实有人权的实现，则主要依赖于国家和政

府的法律制度保障。对福利而言，国家和政府则是通过立法介入使福利措施制度化、规范化和权威化，并

为福利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从人权和福利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促发下，权利主张和福利要求往往是引起政权更迭

的主要因素，而通过政权更迭，权利主张往往得以确认，福利要求得以满足或部分满足，并在此基础上依

次往复，在政权不断成熟和政府职能不断完善的同时，也不断地催生应有人权，并通过福利制度的设置和

实施不断地实现人权。 

  主张和维护人权，在历史上常常是政权斗争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三代人权的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

时期的三种革命运动。资产阶级为了推翻腐朽的教廷势力和落后的封建统治，打出“自由、平等、民主”

的人权口号，借助上帝和自然赋予的力量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将封建势力和王朝送入了历史。无产阶级

正是通过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提出自由、民主的实现首先需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上，从而发

动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20 世纪 40—50 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则为争取发展权、环境权等集体权利取得了

国家的主权独立，而主权的独立又为人权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出台和实施福利制度，是政党维护政权统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常用手段，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也遍

布着政党政治的足迹。福利措施从随意性的慈善行为制度化为政府的常规责任，也正是因为有了政府政权

的介入。正如周弘所说，“和以往分散在各教区的福利设施相比较，世俗政权采取的福利措施更加统一、

更加有效率、更加理性”(30)。 

  福利制度的实施还往往与政党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政党通常代表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群体利益，其

所拥有的福利理念对福利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有重要影响，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的许多变化也大都与福利

议题有关。在德国，社民党来源于工人运动，认为强大而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他们主张社会正义和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确保公民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社民

党执政期间往往能出台一些改革议题，以使不同人群都能够获利，如新的富人税政策等。在美国，民主党

自罗斯福时代开始总是积极推进福利制度发展，或者竭力减缓福利制度的弱化以确保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

更趋于公平合理；而共和党则以极大的热情弱化和私有化福利体制。美国福利制度历史上充满了民主党与

共和党交替增加和削减福利措施的记载，既有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民主党派政府兴建福利

设施、增加福利项目和开支的足迹，也有尼克松、福特、里根、布什等共和党政府撤销福利项目、缩减福

利开支的影子。(31)后继的克林顿、奥巴马延续了民主党人的传统，而小布什在位期间尝试为劳动者建立

个人账户和开征遗产税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在政党竞选中，劳工组织往往选择支持政党竞争中的社会民主

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因为他们更乐意支持福利国家政策。(32)不过，不管左翼和右翼如何利用福利制度做

政治文章，随着政党的成熟和政制的完善，政党达成越来越多的福利共识，即福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

三轨道”。保罗·皮尔逊的研究则显示，即使是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统治时期大幅削减英、美两国的福利，

但“在保守时代涌现出来的福利国家仍然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33) 

  在政党政治对人权和福利制度发展的影响中，还不应当忽略政治家个人的影响。如英国历史上颁布《济

贫法》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创建福利国家的艾德礼首相，创建社会保险制度的德皇威廉一世与俾斯麦首相，

还有颁布《社会保障法》的美国罗斯福总统，推动公积金制度的新加坡李光耀首相，推行养老金私有化改

革的皮切特诺将军，等等，都在人权与福利制度的互动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见，人权、福利制度和政权、政府互为实现工具。夺权者在人权斗争中取得政权，再通过福利

的手段来强化政权。施政者为巩固政权而实施福利，结果在实施福利的过程中将福利措施制度化为政府的

社会职能，既为人权实现提供着福利保障，又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稳定了社会，结果是通过稳定社会而把握

了社会控制权。从这个角度看来，福利、权利和政党政治其实是一体的，福利具有政治性的同时政治也具

有福利性。在三者的互动发展过程中，福利由最初的恩济措施制度化为政府的职能，由初期的统治工具发

展为维护和实现人的权利的保障机制。正如孙洁所说，社会福利的早期形态作为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

稳定政治基础的一种手段是包含在政治范围内的，随着工业化的完成、普选制的确立以及政党的产生、人

们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逐渐形成，社会福利的内涵逐渐扩张、层次不

断提升，甚至被更高的福利国家制度所取代，成为一项与政党政治相并列的社会经济制度。(34)当然，历



史也证明，作为消极意义上的国家统治手段的福利制度比作为积极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福利权在实践

中发展更快，而一旦某项福利权得以承认和确立，政府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实现，并在实现权利的过程中巩

固自己的统治。 

  (四)意识形态 

  福利制度的实施和人权的实现都需要国家力量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立法和制度性保障，而国家自身具有

阶级性和明显的意识形态，不同阶级思想观念上的对立和冲突，往往反映在福利思想领域，使其成为充满

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 

  意识形态是人类群体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一套为群体所共享的象征体系，此象征体系密切关系

着两大基本内涵，一是能反映该群体社会生活的理想，二则是能抒发该群体现实生活的感受。这一套象征

体系，使一个社会群体能成之为社会群体，也是该群体成员有一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偏好，是任何人类社

群的存在所不可欠缺的，是一套有组织的信仰或价值体系。(35)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具支配性

的两种形态。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里，由于对国家干预的作用认识不同，又可以分为放任市场自由的保守

资本主义和强调国家宏观干预的革新资本主义。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里也可以根据现实社会主义理想目

标的手段不同分为渐进式社会主义和急进式社会主义，或者改良式社会主义和改革式社会主义。在这两种

四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的权利观念和福利制度的设置都有所区别。 

  保守资本主义崇尚免受干预的个体自由和市场，认为人是理性的人，每个人对自己的幸福利益应负最

大责任；市场完全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人类一切的需求都可以通过金钱在自由市场上得以满足。贫穷都是

因为个人能力不足或懒惰造成的，不属于社会问题，只有经济强有力地持续增长才能预防和解决贫穷。对

于福利制度要解决的社会风险，保守资本主义者们则认为它们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在风

险的“威胁”下，人们才能积极进取、高效率地付出劳动。即使是对那些面临生存危机的人，也要采取家

计调查式的救助，并提供最低成本服务。如果一定要建立福利制度，则应该尽量采取自助和互助的社会保

险模式，并且运作模式越接近商业保险式的市场运作越好。总之，保守资本主义认为建立福利制度应以不

妨碍市场发挥作用或者促进市场机制运转为原则和不损害个体自由为原则，增加人们对制度和政府的依赖

性的福利制度是要不得的。 

  革新资本主义则认为，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其缺乏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无法提供公共

产品，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与保守资本主义相较，革新资本主义已明显认识到社会环境和社会

问题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贫困一方面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或缺乏生存技能造成的，另一方面，长

期贫困形成的贫困文化也会使贫困群体陷入恶性循环，不能自救，所以，解决贫困问题就要破除贫困文化、

打破恶性循环的链条。故而，革新资本主义者采取一些预防贫困扩展的措施，如培训有能力的贫困者，消

除贫困文化影响等等。对于其他福利制度，革新资本主义者也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认为，福利制度实

质上是一种社会投资，安全的社会环境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生产的增加，还可以提高工业社会的生产效率，

福利制度只要对那些重大的危险事故提供安全保障，就可以免除社会风险对人们的生存威胁，所以，他们

的福利措施主要集中于就业政策、安全政策和对特殊群体的福利服务提供等促使家庭适应社会变迁的政策

上。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对于福利国家出现的危机，革新资本主义者也持理性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放弃福

利国家体制，而是认为福利国家制度本身有需要改良和调整的必要。 

  改良式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应该被平等对待，并

有足够充分的资源与机会去满足其独特的需要，简而言之，自由、平等、博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当然，这里的自由与保守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千差万别，后者的自由是免受意志约束的消极自由，而民

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则是强调实现自我意志的积极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还强调平等，并主张通过消除不平等

尽可能地实现平等。他们认为，贫穷不仅仅指物质困乏，还涉及与自我实现有关的权利、教育、尊重等资

源和机会的匮乏，而贫穷本质上是社会不平等、权利被剥夺的结果，所以，只要社会不平等或相对剥夺存



在，不管经济财富如何丰厚，贫困问题都不会消失。之于福利制度的设计，民主社会主义者遵循普遍主义

原则，强调福利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应局限于有限的特殊群体；同时也认为，人的需求

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国家也要不断扩大资源再分配方案、提高社会服务质量，直到能实现社会

平等化的目标为主。此外，民主社会主义者还认为，包括福利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并不足以“去除

剥削”“免于匮乏”，最终，还有赖于社会中的人接受与实践相似的伦理道德理念。(36)对于福利国家的

态度，民主社会主义者承认其从根本上有助于实现理想的社会，但认为福利国家制度也未能有效改善社会

不平等现象，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改革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否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无法

解决的矛盾。贫穷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孕育的不平等和剥削性的

阶级关系结构是资源分配不均或贫富悬殊问题的真正原因。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是资产阶级用来缓和社会矛盾的怀柔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透过福利政策解决普通阶级的风险问

题的，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放弃资本主义阶级分工的制度，人们才能获得安全、自由、平等

而有丰富内涵的生活。(37)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虽然对福利制度的发展和人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不能改

变和否认作为社会成员的现代人追求更高层次福利的权利，也不能否认人权是与国家政体没有必然关系的、

超越意识形态的权利。不能充分满足人的需求、不能充分实现人的权利的意识形态是应该被否定的，这个

关系不能本末倒置。 

  (五)文化传统 

  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通过深入社会行动引导解决社会问题，这种观念经过历史的积淀会在某一地

区形成相对固定的、根植于本地并具有自己特色、从而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进而又历史性地影响

社会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较之于东方，人权和福利制度在西方的发展属于显性历史，西方人权视角下的福利制度发展可以被归

纳为传统福利文化下的“宗教—慈善”的临时性福利制度、人道主义福利文化下的“国家—市场”的工具

性福利制度和多元主义福利文化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利性福利制度。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

化却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福利制度以家庭为本，辅之以邻里互助互爱、官方临时救济为特征。由于那时官方的福利

作用与家庭和宗族比起来确实太小，所以，也可以把中国传统的福利制度称之为“家庭—宗族”保障制。

家庭依血缘关系将家庭成员凝结聚合在一起，而宗族又以一定的规范和血缘关系将家庭结合在一起，并在

根深蒂固的孝文化的影响下，在宗族内提供各种保障，如教育子女、养老抚幼、组织生产等等，有的还设

立族产公田，用其收入赡济贫困、孤寡以及遭灾的同姓族人。在奉行这个保障模式的时代，作为子女和子

民的民众受到家庭和家族“父爱”的照顾和保护，承担的是尊老的义务和抚幼的责任，同时，也相应地享

有为尊、为幼、为家族成员的受照顾和受保护的道德权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的单位化社会。(38)这一时期的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国

家—单位”保障制模式，相互独立、互不交叉但又结构严密的国家保障、企业(或单位)保障和农村集体保

障三大板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政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者和保证者，社会成员被分割在各个单位

无偿地享受着由政府和单位共同提供的各种福利待遇。(39)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负责提供职工的生、老、

病、死等一系列的保障需求，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福利也均由所在企业承担，当企业不堪承受重负时，

由政府财政通过直接补贴的方式加以弥补。实际上，每一个城镇居民家庭实际上都因为有家庭成员在国有

企业或集体企业从业而获得了相应的福利保障。(40)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社会观念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福利制度逐渐

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在改革中还原福利制度应有的作用和地位，“社会福利社会化”成为改革方向。

虽然政府仍然主导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但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却必须共同分担社会保障责任，从而形

成“国家—企业—社会”保障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府统一了福利制度管理体系，加快了制度规范化

建设，还全面推行社会化服务，企业的社会责任逐渐通过法制得以明确和规范，社区建设、慈善事业等也

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在后面这两个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提供各种福利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是政府应尽的

责任，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所以，福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更多的是从强调完善政府责任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维护和保障作为公民的民众的权利角度。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权利观念对中国民众的

影响越来越烈，进而对福利制度的设立也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使中央集权制成为中国历史最大的特色。正是由于中央

集权制和民本主义思想的存在，中国历朝皇室和政府都对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贡献，但在不同的时期，

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很强调伦理、关系、家庭和权威的国家。儒家的“人性善”文

化把圣贤哲人看作理想人格，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伦理内修、希贤法圣，成为仁人君子。即使是政

府，也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自我改善，提高自律和修养，实现“以德治国”，而非

西方以道德戒律为基础的法治。中国社会是伦理化的社会，关系的强弱是亲疏远近的判断标准，差序格局

是付出信任的界线，法律制度在以关系为代表的伦理本位空间里的权威被弱化了。而家庭本位的保障价值

观念与西方人遇到难题求助于政府和社会的做法不同，中国个人“各寻自己的关系，想办法。而由于其伦

理组织，亦自有为其负责者。因此有待救恤之人恒能消纳于无形”(41)。正是这种不同于西方强调法律、

社会、制度和民主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福利制度和人权发展的特有路径。 

  (六)非政府组织及其运动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新兴力量，非政府组织常常以“压力团体”或“社会警察”的身份敦促和迫使政

府去完成一些政府不愿意承担和完成的角色。如 20 世纪 90 年代控制废气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发布后，

美国政府出于“会影响 GDP”的考虑拒绝签署协定，而商界也因为会影响自己创造财富而支持政府的态度，

这时非政府组织就作为制衡力量去扮演政府及商界都未能完成的角色。另如，香港数年前发生的“红湾半

岛”事件，环保团体就发挥了监察角色，促使政府及商界放弃了拆毁红湾半岛的决定。 

  在权利和福利领域，非政府组织运动也是促进权利保护和提升福利的有效途径。20 世纪 60-70 年代，

美国展开了一次全境争取权利的运动。那次运动主要由全国福利权组织领导，各种低收入群体参与，包括

低收入家庭的母亲、老年人、原住民等。他们通过递交大量的福利申请、静坐抗议、与政府对话以及向法

院起诉等方式表达和争取他们的权利主张——充足的收入、公正、尊严和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有保障

的充足收入”是一项无条件的公民权利，是一个富裕国家是否实现平等的绝佳试金石。这场权利运动的影

响是深远的，正式在这种背景下，法学家和法官们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福利权的确立和保护。(42) 

  在欧洲，正是由于全球政府不响应国际一系列宣言，非政府组织的残障人士运动也为残障人士政策的

发展提供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新生力量。1993 年，一个“残障人士议会”确定了欧洲第一个残障人士日，并

在大约 500 个参与者的要求下成立了残障人士委员会，将残障人士议题提上议程。他们要求改变决策制度

并修改欧洲法律，还明确地提出对“由社会结构障碍所造成的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不平等负担”的控诉。

这些诉求同当时的主流政策议题相比较，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致残的社会原因。1993 年以后，残障人士运动

开始从法律的高度追求对残障人士歧视现象的承认，并通过残障人士论坛和西班牙国家残障人士委员会以

及其他组织的努力，促使欧盟委员会于 1995 年认同了反歧视条款也适用于残障人士这一观点。之后，残

障人士组织又不断地借用法律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最终促成了《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第 13 条反歧视



条约的通过，而此条约的发布奠定了残障人士组织通过合法的法律途径争取平等和全参与权利的里程碑，

是欧盟残障人士政策的转折点。(43) 

  米拉什也在研究中发现，“从历史的角度看，劳工运动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都在维护和捍卫福利国家

的斗争中扮演主角”，尽管其“力量和效率呈下降趋势，但作为既有的压力集团和一种抗议运动，它依然

运转，并被视为在当今许多国家阻止社会保障体系迅速衰竭的中坚力量”。(44)在美国，老龄集团是社会

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忠诚捍卫者，并且开始与其他牵涉社会福利保障的集团结成同盟。一些针对西欧国家老

龄组织的研究也表明，尽管老龄公民组织的倡议活动“仍然无法与典型的美国老龄集团的有效游说和参选

水平相媲美”，但是，“老龄人出于自我保护的反映式政治活动仍在继续”。(45) 

  综上，其实可以发现，非政府组织及其运动对福利权的形成，产生的是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的运动

甚至对具体的福利制度安排产生直接影响，从而构成了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七)全球化与国际组织 

  尽管人权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超越主权国家范畴的概念，但在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却认为主权要高

于人权。无论在对待人权的看法有何种差异，对福利制度属于主权国家事务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使是欧

盟在推行经济一体化等进程中有所例外，但欧盟要整合各成员国的福利制度却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

人权虽然具有普适性，但人权的实现最终还要取决于主权国家的发展状况、制度安排与历史传统。离开了

主权国家或实体政权，普遍性的人的权利便不可能完全实现。福利权作为与福利制度紧密相关的人权构成

部分，也必定要与主权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国的福利制度或者一国公民的福利权不受国际社会的影响。事实上，即使是掀

开历史的一页，也能够发现当年殖民主义者的福利制度会影响到殖民地，而无论是发端于英国的《济贫法》，

还是起源于德国的现代社会保险制度，或是创始于英国的福利国家，乃至于上世纪产生于新加坡、智利等

小国的公积金制度与养老金私有化变革，都对整个世界的福利制度的形成与变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来自国际的影响除了一个国家的主动学习精神与择优仿效，还有许多具有国际法性质的

行为规范，如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

障人士权利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等，只要一国签署了这样的国际公约，便

意味着要接受其约束，并需要视同为国内法或者内化为国内法。因此，全球化进程其实不仅是推进经济的

全球化，也在推进着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权的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也日益活跃。除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政府间组织

外，还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着与人权和福利相关的工作。例如致力于福利制度发展的国际社会保障协

会和国际社会福利协会、致力于残障人士康复与预防的残障人士国际、致力于促进智力残障人士权益的国

际智力残障人士联盟等，都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与早期殖民扩张的强制性示范与前一百年间存在的盲目仿效现象相比，现阶段各国在

人权领域与福利制度方面接受全球化的影响显然更多地具备了自主意识。尊重福利权的普适性与尊重本国

国情成为理性选择福利制度安排的出发点，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性。 

  三、福利权对福利制度发展的要求 

  影响福利制度与人权发展的因素很多，各国福利制度安排与人权实现的现状及其交融，往往是这些因

素综合影响的客观结果，尽管结果不一定都是良好的，但至少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在支撑。因此，福利权

便不可能在各国同步产生与发展，并以同样的速度迈进，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地以同一幅面孔示人。由于福

利权的内容得到法律制度确认是逐渐累积叠加的，所以，国与国之间并没有相对统一的福利权确立时间，

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法律也只是对福利权在社会习俗中已得到的认可加以确认，并通过出台各项福利



立法和制度加以规范与实施。在国际上，则可以把 1966 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发布

作为福利权以法制形式得以确认的标志。 

  在福利权产生以前，人权理论聚焦于自由权和政治权这些多为富有阶层关注的领域，福利却只是富有

阶层和特权阶层对特殊群体很不规范、临时性的恩赐和施舍，虽然后来得到了制度化的规范，却又难免沦

为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只有福利权得以确立后，人们拥有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每个人的且

人人平等的权利，并可依其理直气壮地向政府提出主张、要求政府积极作为，这就使福利制度的设置由随

意性转向法制权利化，由工具性转向目的性，使福利制度的保障范围由陷入困境的特殊群体扩大到拥有福

利权的全体成员。依此标准，又可以将福利制度的发展分为 1601 年《济贫法》颁布之前的临时性慈善事

业时代，1966 年《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颁布之前的统治工具性的福利制度时代和之后的权利

目的性的福利制度时代。其中，在统治工具性的福利制度时代后期，尤其是 18 世纪晚期以后，福利权概

念已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越来越多的法律条文的确认，但是，这一时期多数

国家的关注点还在政权斗争和领土瓜分与被瓜分上，福利权只处在逐渐发展阶段，福利制度的设置先是理

所当然地成为了“安内”和“以攘外”的理想工具。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开始集中精力搞建设、

谋发展，保障民生、促进民生的福利制度又成为抚平“战伤”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必要手段。《经济、社

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以后，福利权被提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工具性福利制度也随着 20 世纪 70—

80 年代福利国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得到反思。从此，福利制度作为保护和实现人之作为人的权利的

本质得以发掘，虽然也伴随着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性目的，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共

享成为福利制度设置所秉持的主流理念。 

  福利制度与人权实现的关联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图 1 来展示。 

 

图 1 人权与福利制度的演变路径 

  (一)理念演进：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 

  如前文所述，福利权于 18 世纪晚期出现，经过 19 世纪的发展，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得到各国法

律制度的确认，并于 1966 年通过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向全世界宣布。福利权包括以生

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社会权利，也包括以工作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等为内容的经济和文化

权利，还包括其他具有经济、社会权利性质的权利。福利权概念出现以前，人们追求的是以自由权为核心

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强调作为“城邦”的公民拥有与生俱来的、免受奴役的自由和平等。如，拥有宗

教信仰的自由，拥有参政的自由等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自由，主要由富裕的资产阶级提出并倡

导。福利权则是从关注陷入困境的贫困者的生存权利开始，逐渐扩大到整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工作、



健康、教育等与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权利，以及涉及个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权利。不同种类的人权

实现所倚赖的保障制度有所不同，政治权利主要靠国体、政体等政治保障制度来实现，而福利权的实现则

主要倚赖规范化的、有多种项目组成的福利制度这项“民生工程”来实现。 

  前已述及，在历史上，福利曾被看作恩赐和怜悯，并没有被视为权利，国家没有提供的义务，民众也

没有主张的权利。但福利权出现后，要求把福利当作权利赋予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使社会福利的理念摆

脱了早期慈善式的济贫观念，发展成了公民权利的政治道德理念，也要求福利措施由临时生、随意性上升

到规范性、强制性的制度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的最佳稳定器，此处便先以中国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

发展为例来论证。1999 年中国政府为消除之前经济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秩序紊乱，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三条保障线。其中，《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的出台，与之前的临时救济和本质上体现抚慰济困精神道德的“送温暖工程”相较，体现了城市济贫从道

义性到制度性的转变。但即使是这样一项制度性政策，得到救助后的申请者还是会对施助者感恩戴德，并

愿意以各种方式回报施助者，有些申请者还负有“吃了政府的，拿了他人的”愧疚。但近些年，随着人们

权利意识的增强，申请者越来越关注法制赋予自己的权益，越来越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提出救助要求，

开始了从悲情倾诉到权利诉求的转变。(46) 

  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建立之初深受其殖民宗主国福利政策的影响，都是兼用宗教方式和生意经营制度来

从事济贫工作，济贫法的确立也是以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为蓝本。之所以是兼用，是因为当时的政客

虽然同情穷人的境况，但认为贫穷是咎由自取，是懒惰的结果，而教会人士常用爱心去安慰、访问和救济

穷人，所以，政府就把各类税收交给教会，并结合教友的捐款去济贫。教会一开始只是做一些物质救济和

精神安慰工作，后来随着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化浪潮，也致力于社会改进和社会立法方面，通过增加公民知

识唤起受助者争取自己权利。1934 年，罗斯福总统将“一般福利宪法”的概念引入政府责任，以为传统权

利注入新的生命力。1935 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也是美国民众福利权

得到制度保障的确立。之后，1944 年，罗斯福又发表演说，提到“贫者无自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获得医疗、教育和足够食物的权利，也应该拥有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和免于生存之忧的权利。正是在罗斯福

公民福利权利思想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不断完善福利制度，并在后来的年代中不断强化了福利权这一概念。

20 世纪 60 年代肯尼迪总统上台后，在《社会保障法》基础上又推动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案的出台以

及许多教育与住房领域福利项目的通过。 

  300 多年后，《济贫法》虽然还是美国的福利制度立法时的依据，(47)但是，与那时的人道主义济贫

理念相较，现代福利制度的理念已更多地融入了权利的概念，不管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真正保护

权利的角度来说。1994 年，认定非法移民不能获得经济援助、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及公共服务的 187 法

案在加利福尼亚州以 2/3 多的同意票通过，但立刻遭到很多社会人士和团体的反对，他们认为，187 法案

不仅侵犯了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方案实施的最终结果也将会威胁到合法居民的权益。经过多年的申诉，

最后联邦法院裁定 187 法案不合宪法。同样，对于《济贫法》中将残障人士集中安置在屋内，只给予最基

本而简陋的衣物的规定，通过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呼吁，以及社会组织的帮助，现在美国的无

障碍设施随处可见，残障人士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平等地出入公共场所和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 

  在瑞典，工业革命之前的部分老年人和鳏寡雇工的赡养福利主要由家长式的“布鲁克”提供，这些多

集中于农村作坊的合作组织在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以渡难关。(48)之后，和其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

一样，不断增长的贫困迫使政府于 1847 年提出“济贫法”，由政府承担最基本的济贫任务。20 世纪初，

瑞典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11 年，在卡尔·林德哈根“人道主义”原则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采取“更为

实惠”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内的经济斗争的办法与资产阶级合作，并争取于 1913 年通过了《全国养

老金法案》，为老人和丧失工作能力者提供基本保障。这些措施都被看做是“缓和劳资关系的一种手段”。

直到 1932 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首相阿尔宾·汉逊提出借助国家干预力量建设“人民之家”。他认为，



瑞典资本主义的基本缺点是没有为民众提供充分的保障，没有把公民作为值得尊敬的人来对待，造成社会

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平等的，实际上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正是基于这种公民权利的思想，瑞典建立了保障

民众权利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基本福利制度，成为“福利国家的橱窗”。 

  可见，福利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对福利制度的价值在于其出现将权利概念引入福利领域，从而对维

护人的基本价值尊严和社会正义、促进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给福利制度提供了一个发展方

向，这就是要以人的权利发展需求为导向，以维护和实现人的权利为发展目标。 

  (二)内容演进：从生存保障到全面保障 

  福利权是基于最低道德需求之上的动态发展的、向上开放的权利体系，其最基本的底线是生存权。纵

观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发展，民众的生存向来都是福利制度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一旦生存

受到威胁，人的生命就不复存在，还因为生命受到威胁的群体往往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体，会直接危及

社会安定和政权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上各国出台《济贫法》以及与济贫法性质相同的法律制度

都具有被动性，福利内容和水平也都仅以能解除生存危机为限。当然，造成生存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仅

是缺衣少食，疾病、矿难、工伤、战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威胁生命的因素。所以，福利制度项目的推出往

往先从这些领域入手，之后才根据政府的财力和民众需求呼声的强弱往上累加，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

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不断增加福利项目、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福利水平。 

  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地——德国为例，其在 19 世纪末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前，同样只存在有限的

济贫救灾措施，而在其率先创立社会保险制度时，也选择了先推出保障范围较小、保障程度也较低的《疾

病保险法》《工人赔偿法》和《伤残和养老保险法》。1912 年和 1927 年又分别在 1911 年《社会保险法》

的基础上颁布了《职员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法》。二战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权利观念的普及，

福利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内容更为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分别颁布了 1957 年的《农民老年救济

法》、1969 年的《劳动促进法》、1983 年的《文艺工作者社会保险法》、1988 年的《健康改革法》、

1994 年的《护理保险法》等法律，儿童津贴、老年津贴、住房补贴、教育补贴等各种具有财政福利性质的

项目也一一出台。目前，德国已经建成了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津贴补助等在内的多层次、内容完善、

功能健全的福利制度体系，为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全面保障。 

  自由主义的美国福利制度发展同样逃不过此种规律。著名的 1935 年《社会保障法》出台之前，许多

州已经建立了有关养老救济、工伤补助等方面的制度，美国国会也通过了《紧急救济拨款法》《铁路员工

退休法》等立法，《社会保障法》正是基于已有法律和惯例，明确了增进公共福利，为老年人、盲人、残

障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的规定。之后，为了保护残障人士和原住民的权利，布什又签

署了《残障人士法》和《老年美洲印第安人法》。克林顿上台后，虽然调整了整个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

但一些跟儿童抚养和照顾有关的项目仍然得到了重视。2009 年奥巴马就职后则积极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

革，尽管此举遭到非议且国会两党分歧巨大，但最终奥氏方案获得通过，从而使全民医疗在美国由梦想变

为现实。这不仅是福利制度的发展成绩，也是美国人权进步的标志。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创建一开始也只是解决新加坡居民退休后或失去工作时的经济保障问题，后来便

扩展成集养老、住房、医疗等为一体的综合型福利制度安排。 

  几乎各国的福利制度均是由窄到宽、由小到大，从解决国民的生存危机入手，再逐渐向其他生活保障

需求扩展，最终以确保并持续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不过，在各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进程中，也有爆

发式的现象出现。当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的生存权利受到工业风险的威胁，劳动者为维护自身权

利而不断抗争，便在较短的时期内涌现出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基于社会成员对各项福利的需求，一些国家也往往在短期内建立包括老年人

福利、残障人士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等多种福利措施。因此，福利制度的扩展其实是人的福利权的



扩张，是人权与福利制度相互关联的进一步发展，它虽然遵循着渐进的规律，却也会出现节奏快慢不同的

现象。 

  (三)对象演进：从特殊群体到全体公民 

  福利权作为一种人权，具有普遍性，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在福利制度的覆盖范围之内。虽然各国经济

条件有所不同，福利制度发展速度和阶段亦有所不同，但覆盖全民是福利制度建设不可改变的基本目标之

一。从各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实践来看，其覆盖对象也确实经历了从特殊群体到全体公民的发展变化。贫民

与灾民往往是各国福利制度覆盖的起始对象，因为贫民与灾区面临的是生存危机，而人的生存权应当是最

基本的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都只有在享有生存权的基础上才能享受并可能实现。同时，若贫民与灾区的生

存危机得不到解除，便会酿生社会动乱，英国农民的掘地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大的灾荒

导致民不聊生造成的结果，因此，国家或政府迫于现实压力，也会优先考虑针对贫民与灾民的救济。时至

今日，尽管面向贫民与灾区的社会救助制度在整个福利制度中所占地位有所下降，真正享受社会救助权的

人口在社会人口中也只占少部分，但由于它解决的是生存危机，其基础地位并未动摇。 

  随后，劳动者被优先考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基于维护劳动者的福利权而建立的。这一群体被关

注，当然有制度功利的目的，一是劳动者的反抗与争取使社会保险制度成为工人运动的直接权利诉求，没

有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便不可能调和劳资之间的尖锐对抗；二是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只有维持

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扩大再生产；三是建立面向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往往还可

以惠及其家属，使这一福利制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四是社会保险制度有多重功能，除解除劳动者的后顾

之忧外还可以预防贫穷、平滑个人消费等。 

  在解决了贫民、灾民与劳动者的福利保障问题后，在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老年人群体、残障

人士群体、妇女群体、儿童群体等便很自然地纳入福利制度的视野。至此，福利制度便实现了从覆盖特殊

群体向全体公民扩展的飞跃，当然也就同时实现了福利权平等和共享的目标。 

  在覆盖面不断扩展的同时，福利制度的水平也会随之提升，它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但人的

权利主张与维护及保障权利的诉求则是巨大的推动力。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福利权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影响其产生与发展的因素，并认为福利权的产生与发展对福利制

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第一，本文蕴含着一个潜在出发点，即：福利是一种需求满足的状态，福利制度的设置以满足需求为

目的，权利为需求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和道德的义务与权利，所以，以需求为中心，权利和福利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是同体的，基于权利维护的福利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满足人类需求，而基于社会稳定的福利制度设置，

其实质是统治工具。 

  第二，福利制度与人权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形下，福利制度因缺乏人权主张的支撑而进展缓慢，而人

权因缺乏福利制度保障而难以实现，因此，福利制度与人权实现的分割显然不利于两者的相互促进。福利

权的确立使人权法定化、福利化，也使福利人权化，是福利制度与人权从分割到关联发展的有机结合，所

取得的是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福利制度成为人权实现的制度保障，具有公平、正义、共享的内生激

励动机，也使福利制度的设置由随意性转向法制权利化，实现了由工具性手段到目的性措施的升华。另一

方面，人的多种权利因为有了福利制度的保障，实现了从应有权利经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转换。 

  第三，影响福利权产生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任何国家的福利制度安排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

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往往积淀深厚，其影响深远；而经济社会变迁、政治

因素及其他则是时代发展形成的因素，对福利权的产生和福利制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尤其是经济社会变



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往往成为建设和改革福利制度的重要契机，而政党的执政取向和政治家的主张也对

福利制度的选择与发展有十分明显的影响。正是因为受这些多样且异性大的因素影响，作为一种公民权利

的福利权的实现也具有多样性。所以，在人权与福利制度的关联发展进程中，既需要尊重人权的普适性和

福利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尊重各国的具体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只有这样，福利制度

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成员的福利权才能得到保障和落实。 

  第四，作为一种人权，福利权的确立与发展为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出了要求。要求福利制度设置

要以不断实现和维护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由随意性转向法制权利化，由工具性转向目的性，制度

理念从人道主义救助转向公民权利维护，制度内容从生存保障转向全面保障，覆盖对象从特殊群体向全体

公民扩展。这些要求符合人权实现与发展的一般路径，也构成了各国福利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 

  总之，以福利权为契合点，人权实现对福利制度产生了刚性需求，而福利制度的发展则为人权实现与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两者从各自分割到关联发展是人权与福利制度的发展进步，更是人类社会的

发展进步。当代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与权利现状呈现出来的即是这样两者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的现状，未

来也必定会是不可分割、相互关联并需要努力争取协调推进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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