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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作为行为规范有其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在道义论看来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

志 ,是做人的伦理准则。在功利论看来 ,诚信是维系人际合作 ,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基本要求。而在责任和权

利伦理看来 ,诚信是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一员的权利。当今社会要形成诚信的社会环境和机制 ,

不能停留于道义论的诚信观 ,也不能局限于功利论的诚信观 ,还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构建基于责任和权利

的诚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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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de of behavior , honest - trust h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thic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rality - justice , honest - trust is the ethical code of behavior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tilitarianism , honest - trust is

the basic demand for increasing social welfare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 , honest - trust is the re2
sponsibility and right of social members. Nowadays society should constru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echanism of hon2
est - trust , which can not be limited in the views of morality - justice and utilitarianism , but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term of managing society and based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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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义论的诚信观

道义论认为 ,道德标准独立于功利目的而存在 ,

用手段和目的来构想道德生活是错误的 ,而且把道

德生活雷同于经验科学也毫无意义。一个行动或一

条规则只有符合某一项超越性的原则即义务原则的

要求才是正确的。正如普里查德所说 :“我们关于一

个行为正确性的意义并不是从我们赞赏的善性或者

别的什么东西中推演出来的结论。”[1 ]

在道义论看来诚信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基本义

务。诚信之所以是应该的 ,并不是因为它所取得的

成就或完成的工作 ,不是它易于达到某个目的 ;诚信

就其本身而言 ,较之它所能够带来的任何美好的东

西都要珍贵得多。遵照康德的思想 ,诚信不仅在于

最高程度的纯粹思辨的理性中 ,而且一样实实在在

地在于人的极平常的理性中。

比如 ,中国古代先哲认为 ,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

的一个道德标志 ,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孔子说 :“人

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孟子把诚信看做是做人应走

的正道 ,“诚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 ,人之道也。”意思

是 ,我们不仅要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努力做到说话信

实 ,还要努力从内心去体会诚信的道德意义 ,体会诚

信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道德义务 ,这样 ,才能

保证我们良心的始终正直和平安 ,不欺己更不欺人。

道义论的诚信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 ,

诚信建立在亲情网络的基础上 ,是在紧密的人身依

附关系和无所不在的外界舆论压力下产生的 ,是排

除了商业功利关系的宗法血缘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

范。而当前的中国正在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人们交

往的对象日益复杂 ,交往的范围日益宽广 ,它不再是

狭小的、封闭性的“熟人社会”,而是广大的、开放的

“市民社会”。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恰如罗尔斯所言 :我们今天不能再把人

们歧异的价值追求、对于人的生活目标乃至终极关

切的不同理解看作反常或暂时、有待整合和统一的

现象了 ,而是从此以后就应当把某种价值观念的分

离看作持久和正常的状态了。[2 ]因此 ,现代人也就不

太容易指望道义论的“善良意志”或“纯粹理念”来维

系整个社会诚信的大厦。传统天人合一的诚 ,道义

论的信属于个人道德理想层次 ,难以成为社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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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基本范畴。事实也证明 ,简单的道德说教与

道德约束收效甚微 ,重构社会的诚信机制必须转而

寻求别的伦理共识。

2 　功利论的诚信观

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 ,主张对任何行为的认

可或非难均根据该行为倾向于提升或降低利害相关

人的幸福来判断。诚信在功利论看来能够增加社会

的总福利 ,是道德的应该。

在功利主义看来 ,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动机是

谋求个人或团体利益的最大化 ,诚信也一样 ,它是人

们在重复博弈 ,反复切磋过程中谋求长期、稳定的物

质利益的一种手段 ———诚信首先是一种基于利益考

虑的策略选择 ,而不是出于道德信念的选择 ,一方

面 ,诚信可以避免个人利益的受损 ;另一方面 ,诚信

可以促进社会合作 ,联手谋求更大的利益。一句话 ,

诚信是维系人际合作 ,从而保障社会存在发展的基

本纽带。

然而 ,由于功利主义自身的缺陷也必然导致功

利主义诚信观在现实中的动摇 :

其一 ,诚信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增加社会的总福

利 ,但是功利主义并不抹杀个人利益 ,相反是在承认

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来进而求得整体的最大福利 ,这

样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就不

能保证行为人的诚信 ,反而极容易导致行为人的不

诚信。亏损企业包装上市 ,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却

造就了一批“富方丈”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二 ,进而言之 ,功利主义的诚信观对行为者的

诱导与约束是有限的 ,它只对那些深谋远虑的商人

起到某种约束作用 ,而对于急功近利的商人 ,或极端

利己的短视经济人 ,就失去了约束意义。特别是在

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以及外在的法律约束与制裁

不到位的情况下 ,功利主义诚信观更是捉襟见肘 ,难

以为继。例如 ,“问题食品”比比皆是 ,“缩水”楼盘防

不胜防。

其三 ,社会经济生活中行为人在信息占有上的

优势或者市场格局中的垄断地位 ,使得决策者不必

靠诚信来获得最大的利益 ,相反 ,通过不诚信反倒能

获得更大的显见的利益 ,这时 ,对利益的追求反倒成

为某些人不诚信的缘由。如人们反映强烈的过度医

疗“宰”你有商量 ,手机单向缴费好梦难圆。

实际上 ,西方社会业已认识到规则诚信、功利诚

信的局限性、短暂性和偶然性。福山有言 :“法律、契

约、经济理性只能为后工业化社会提供稳定与繁荣

的必要却非充分的基础 ,惟有加上互惠道德的义务 ,

社会责任与信任 ,才能确保社会繁荣稳定。”[3 ]

3 　作为责任与权利的诚信

韦伯最早在《学术与政治》中探讨过责任伦理与

意图伦理的区分[4 ] 。这种区分虽不一定自洽 ,但它

表明 ,人类不再天真地认为 ,只要在行为中贯彻某种

绝对的善的信念 ,就可以使行为符合善和正义。纷

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使人们认识到 ,行为的合伦

理性必须通过主体的权利实现和责任践履 ———对他

人的权利的承认 ———体现出来。

权利是被社会管理者所保护的必须且应该的索

取、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 ,是被社会管理者所保护

的必当得到的利益。所以 ,西方哲学家们往往把权

利定义为“有效要求”或“资格”。伦理学家彼彻姆指

出 :“要求 (或具有资格) 是规则调节的能动形式 ,权

利体系存在于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

法律规则、道德准则、习惯规定、游戏规矩 ,等等。但

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再存在 ,取决于

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

授予这项‘资格’。”[5 ]一句话 ,“权利是去做、去要求、

去享有、去据有、去完成的一种‘资格’。”[6 ]

责任与义务相比 ,可以说二者本是一个东西 ,只

不过责任更强调必须性、强制性、法规性 ,而义务则

更强调应该性、道德性、教育性。[7 ]由强调义务向强

调责任的转变 ,是内律型伦理向外诉型伦理的转变。

责任伦理和权利论的提出 ,表明了现代性伦理

的生活政治转向。这种转向的核心理念是 :以非暴

力的权利诉求和责任界定 ,寻求契约化的伦理的底

线。同样 ,基于责任和权利伦理观念 ,诚信是社会成

员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一员的权利。每个公民有

责任诚信地从事自己的职业 ,有责任诚信地对待与

自己发生社会和道德关系的人 ,每一个公民也有权

利要求自己被别人诚信地对待。合而言之 ,良好的

诚信关系其实就是关系人良好的责任和权利意识 ,

它表现为经济主体用符合道德行为的方式获取利

益 ,按照合乎伦理的制度规范维护自己的利益。比

如现实生活中 ,一方面医者独断强行 ,过度医疗 ,谋

财误命的现象屡屡发生 ,另一方面患者欠费 ,殴打医

护人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奢望靠单方面道义论诚

信观的教诲 ,道德偶像的宣传难以填平医患之间的

信任鸿沟。从责任和权利的角度重新解读诚信的伦

理意义 ,重构诚信的伦理基础就成为重大的理论和

现实课题。

关于责任和权利对于维持诚信的作用和意义 ,

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早有论述。张维迎指出 ,“许

多看似道德的问题 ,实际上可以从产权制度上找到

答案。”无恒产者无恒心 ,无恒心者无信用。[8 ]吴敬琏

指出 :“国民信用状况恶劣主要是源于缺乏明晰的产

权界定和强烈的维权意识。”[9 ]毕竟 ,制度作为一种

最普遍化的公众合约和规则系统 ,是最能导引和约

束人们的道德走向的。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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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主题为“诚信·维权”,要求经营者及市场中

介机构在市场活动中全面、充分履行与消费者的约

定义务 ,守诺践约 ,消费者以法律的标准积极主张自

身的合法权益 ,坚决抵制市场交易中的各种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一主题将责任与权利融为一

体 ,是重塑社会诚信机制的新思路。

4 　结论及对重建医疗诚信的思考

现代性伦理着意于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规则的遵

守 ,而不看重社会成员各具个性的理想追求。它不

是从个别优异人士的伦理吁求和个别优异人士可以

达到的高妙境界入手 ,而是从可以制度化的伦理要

求与制度化的伦理定位着眼。同样 ,我们对诚信的

呼唤不能仅仅停留于公民品德的教化 ,也不能期待

公民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自觉建立起诚信的观念。

相反 ,诚信的形成是制度的产物 ,是公民间自由的让

度 ,是权利的均衡 ,是责任的相互担当 ,是整个市民

社会的契约。因此 ,当今社会要形成诚信的社会环

境和机制 ,不能停留于道义论的诚信观 ,也不能局限

于功利论的诚信观 ,还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构建

基于责任和权利的诚信观。

如所周知 ,医疗诚信是诚信在医疗领域的特殊

表现 ,而且医疗诚信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因

而倍受世人关注。基于本文研究结论 ,笔者认为重

建医疗诚信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

411 　完善法治框架 ,搞好政府诚信建设

孔子曰 :“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笔者认为 ,

政府讲诚信是一种公信力 ,它不但提高了政府的形

象 ,而且给其他社会成员作出表率 ,要建立起良好的

医患诚信关系 ,政府守信是根本。所以 ,政府必须兑

现初级卫生保健承诺 ,保证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为

此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 ,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其次 ,要转变工作方式 ,变神秘政府为透明政府。第

三 ,要转变工作作风 ,变权力政府为责任政府。

412 　坚持医疗信息公开 ,促进医患之间的沟通和理

解

在现代社会中 ,医疗信息是一种有用的、稀缺的

资源 ,它大部分掌握在医院和医生手里。医疗诚信

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

沟通。因此 ,作为医院应定期在媒体上尽可能详细

地公布相关信息 ,包括医疗质量、效率、效益、价格、

费用等。此外 ,医院还应探索一种制度 ,鼓励和要求

医生与病人尽可能多地接触 ,向患者介绍诊疗措施

的合理性、预期效果及风险性 ,争取病人、家属对医

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 ,调动患者在疾病预防、治疗和

康复中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医患双方相互理解、彼

此配合 ,才能够重建医疗诚信 ,最终达到祛除病痛的

共同目的。
413 　加强政府对医疗行为的监督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主要在保护生产者和医

疗服务提供者 ,而在市场经济过程中 ,政府应该转向

主要保护消费者和患者。就医疗服务领域而言 ,政

府不只是要保障各个医疗机构之间正当、有序的竞

争 ,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医疗服务的质量 ,保护广大患

者的利益。鉴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医疗市场

的信息不完全 ,卫生行政部门在以下方面的监督管

理必不可少 :第一 ,对医疗行为的控制。目前 ,失范

的医疗行为严重危害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 ,对医

疗质量、医疗收费、医疗广告等医疗行为的监督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第二 ,对准入的控制。包括机构、人

员、设备、技术的准入控制。严禁各种非卫生技术人

员进入医疗保健服务市场 ,严禁各种未能评估认定

的技术、设备用于医疗活动 ,危害群众生命健康。

414 　强化医患双方的法制观念

传统的医患关系只强调医生对病人的义务 ,还

没有病人权利的观念 ,医生的权利也没有被提出 ,这

样 ,传统的医患关系主要靠道德义务来维系。二十

世纪下半叶 ,病人权利概念的提出使人们懂得 ,病人

有得到治疗、保健和获得健康的权利 ,而无须仅仅依

赖医生的同情心和道德义务 ,病人在自己权利受到

侵害的时候可以求助法律制度。当然 ,医生也可以

凭借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各项权利。总之 ,医患

关系的法制化不仅符合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而且可

以提供医疗诚信的制度保障 ,从而有效地维护医疗

诚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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