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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克服学生在动物实验中的两种极端行为，基于动物实验的科学价值、动物实验对人及其自身的贡献、动物实验的不可或缺性进
行价值分析，阐述动物实验的必要性; 基于人的优先权利、动物使用的生态模型进行道德分析，论述动物实验的合理性; 也基于人关爱动
物的本性、互惠利他理论探讨动物福利论的动物实验规范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动物实验伦理教育: 认识动物实验的科学价值，使实验
动物物尽其用; 树立辩证的动物实验伦理观，保护动物的合法权利; 贯彻 3R 原则，引导学生动物实验的合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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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生命、医学、农业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实

验动物用量日趋增加。然而，在高校的动物类实验中出现了

两种极端的现象: 部分学生滥用、虐待实验动物; 相反，另有

部分学生不愿接触甚至拒绝使用实验动物，导致动物形态

学、动物解剖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等实验教学与相关科学

研究无法正常进行。探究该现象的根源，就涉及动物实验的

伦理教育。笔者分析了动物实验的必要性、合理性，探讨了

动物福利论的现实可操作性，在反思动物伦理教育的基础

上，培养学生科学的动物实验观。
1 价值分析———动物实验的必要性

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对动物的保护成为共识。首

先，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尊重生命的伦理教育渗透至各

学科的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中，高校还设有专门的课

程，如《生物伦理学》、《保护生物学》等，强调不能伤害生命、
压制生命和毁灭生命的“敬畏生命的原则”［1］; 其次，社会的

各种舆论媒体，也会非常强调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伤害动物

是不道德的; 再者，家长也会注重动物的康乐问题，甚至将

“勿杀生”的极端宗教思想传授于孩子。然而，当人们审视这

些教育时，不难发现，学校、社会、家庭教育“敬畏生命”的教

育有些过度、片面和绝对，最终导致学生在实验中拒绝使用

实验动物。然而，科学的动物实验无论对人类还是自然都是

有利的。
1． 1 动物实验的科学价值 科学实验不仅是科学理论产

生的基础，也是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基础。动物实验历史

久远，为生物、医学、农学等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早在公元

前 400 年，古代名医希波克拉底就解剖动物作为参照，描绘

人体结构和器官。约公元前 350 年，亚里斯多德解剖动物证

明心脏是血液循环中枢。古罗马医生加仑用猴和猪做实验

证明了血管里运载的是血而不是空气［2］。文艺复兴后，动物

实验成为医学、生理学发展的科学基础，也成为军事实验和

心理研究的重要方法。
1． 2 动物实验造福人类 许多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也是

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而控制的。如百日咳、风疹、麻疹、脊髓灰

质炎( 大部分得到控制) 。其中，老鼠就为消灭小儿麻痹疫苗

的出现作出了贡献。抗生素( 如青霉素) 的应用，是在动物身

上做实验而获得成功的。现代医学先进的外科治疗如冠状

动脉搭桥术、脑脊液分流术等也是通过动物实验获得成功

的。风靡世界造福人类的最新医学技术———器官移植，如

肝、肾、心、肺等的移植也是动物实验的产物［2］。同时，许多

动物为生物科学理论的提出功不可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血液循环理论，是在哈维对青蛙做了细致实验后提出的; 小

鼠为确信 DNA 为主要的遗传物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蛔虫在细胞凋亡理论研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动物实

验，人类在生物医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对人类

的文明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3 动物实验对动物自身的贡献 动物实验研究不仅造

福于人类，还造福于动物自身。抗狂犬病、抗猪霍乱犬温热

等的疫苗是动物研究的产品，他们用于狗和猪等而免除其疾

病。抗肠道寄生虫、犬恶丝虫病的药物在动物身上研制成

功，反过来也造福于动物自身。与此同时，进行实验动物的

改良特别是人工繁殖技术的改进，同样也可以防止动物物种

的衰弱和灭绝。
1． 4 动物实验的不可或缺性 就目前的医学和生物学等

研究而言，动物实验具有不可取代性。当然，生物研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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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实验模式，如细胞、组织、器官培养和计算机模式等，但

这些都只能作为动物实验的助手而不是主要方法。有些病

例( 如艾滋病) 就必须用猴子做实验，以研究疫苗和其他治疗

方法。因为猴子与人有相似的生理状况、免疫系统和功能。
如果禁止动物实验、或者对动物实验更加严格的限制，那么

人们在今后突然出现诸如艾滋病这样的疾病时将会更加不

堪一击。
如果不认真、严肃地做必要的动物实验，也会产生严重

后果。震撼人心的“反应停”就是很典型的实例。造成该悲

剧的原因是药厂老板唯利是图，销售前并未做严肃的毒性实

验; 未提供动物长期服用后病理学数据; 以及孕妇服用“反应

停”后会不会损伤胎儿等资料，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3］。
2 道德分析———动物实验的合理性

2． 1 人的优先权利 尽管在生物分类中，人类只是一种普

通生物种，归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

目、人科。但是，人又是地球上唯一能创造文化的智慧生物，

人类的文化进化又迅速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这个层

面讲，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已经脱离了动物界［3］。
罗尔斯顿对“生物平等”的批评，从物种层而言，不同的

物种( 细菌、植物、动物) 其生态系统功能不同，内在的价值和

工具价值也不同; 从人与动物的比较而言，主张“把人视为与

狼、猴子、驯鹿平等的事物来加以对待的观点，似乎是把人

‘降低’到纯粹动物的价值水平……似乎又是人为地拔高动

物的地位，这类判断缺乏必要的判断力，从坏的方面说，这是

一种物种盲视，看不到物种之间的真正差别，以及那些具有

道德意义评价上的差别。一个真正的伦理学家将坚持保护

人们所发现的那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复杂事物的多姿多彩的

丰富性”［4］。可见，人和动物的生命价值存在着差别，人与动

物是不可能平等的，人的地位高于动物，人的生命与其他动

物相比具有优先权。因此，在生命科学、医学等领域开展动

物实验研究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道德规范。如果不用动物进

行研究，人类不能利用从动物研究获得的生物医学知识和手

段解除病痛、恢复健康，这才是非人道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不

道德的。
2． 2 动物使用的生态模型 如果仅从有苦乐感受能力的

存在物都有资格成为道德权利的客体，从而禁止或限制动物

实验是带有偏见的，基于生态系统模型视角认识动物实验的

合理性也许更为全面和更具现实意义。
罗尔斯顿则主张:“动物个体的愉快、幸福只是环境伦理

学所关心的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它还要考虑，我们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照生态系统的模型来调节我们的行

为”［4］。自然并非道德代理者，而只是一个生物的“最佳适应

地”，当人类观察自发性的大自然时，要求人们“把这个世界

( 人类没有创造也没有义务去改变的这个世界) 所发生的一

切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4］。对荒野自然中受伤的

动物，人类没有救助的义务，当人类干预自然侵害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造成了植物和动物的濒危时，人类才有责任和义

务保护它们，但对有感觉生命的任何义务都不能超越对生态

系统( 系统价值) 的义务，因而，适当的野生动物贸易和猎杀

繁殖过多、影响到生态系统中工具价值最大的植物利益的鹿

都是许可的，是尊重这个生态系统本身的最高价值。而保护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较保护野生动物更有效，也更符合自然之

道。环境伦理学“并不要求我们去否认生态规律，而只要肯

定它，即使我们饲养动物或重建我们的生存环境时也是如

此”［4］。在文化中，对动物的任何使用必须有一个生态模

型———生存、较严肃的目的( 科研) 、琐碎的目的。当生态模

型逐渐退隐时，使用动物的合理性也不存在，因而饲养家禽

家畜并以之为食，是遵循大自然，因为生态系统中一个物种

必须以另一种物种为食，接受自己生存的生态系统的逻辑规

律和生物规律并非任何不道德的问题。狩猎，则“我们完全

可以根据生态系统的生命金字塔规律———在那里，具有优势

的动物悄悄追踪它的猎物———来理解打猎所曾经具有的受

人尊重的古老内涵”［4］。人类的打猎因而具有神圣的价值。
但只为了显示身份而不是为生存必须穿动物皮毛，则是不道

德和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遵循生态系

统的逻辑规律进行动物科学研究是合乎伦理道德的。
3 人性张扬———实验动物的福利性

动物实验在现代生物医学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人类、动物的健康和幸福，今天仍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实

验动物。然而，一些生物、医学等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在动物

实验中出现虐待动物、滥杀动物，给动物带来了不必要的痛

苦，造成动物资源的极大浪费，显示了人类怜惜和爱护动物

的本性丧失。
自从当代哲学家汤姆·雷根阐述“动物拥有权利”这一

命题以来，动物权利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作为人们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哲学反思的产物之一，动物权利近年来呼声很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完全科学、无懈可击的，至少在现阶

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动物自身的进化程度上还不能实现。
人类社会必然要不断发展，但目前尚未找到动物的替代品以

实现对动物利用体制的废除，动物的确可以感知痛苦，在某

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们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思维能力，但动物

远未达到“理性”这一要求，即使人们按照动物权利论的要求

对其施以平等对待，动物也没有能力作为权利主体来主张、
行使并实现自己的权利，它只能是作为客体，由人类间接地

对其加以善待。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强行走动物权利论

之路必然会无处下手，即使勉强为之也终将在执行上困难重

重，反而不利于对动物的关怀与保护［5］。
在动物权利不能实现，动物实验无法避免的情形下，如

何在动物研究中善待实验动物成为人类探讨的焦点。相形

之下，动物福利之路不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执行上都更具有

现实意义。动物福利的理论依据如下:

( 1) 爱的本性成为动物福利论之首要基础。人是一种理

性存在物，人类的这种理性除了认识自然界各方面的规律

外，还要领悟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基本义务，并把这种义务内

化为人的本质，形成人对待自然( 包括自然界中的动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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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基本态度与行为。热爱自然显然是先决条件。人类只

有热爱自然并成为热爱自然的人，才能真正从本质上做到关

心自然、保护自然，自觉主动地维护自然的存在。因此，热爱

自然应该是人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人性，是人在与

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人不仅会爱人，也会

爱自然，包括爱自然界中的动物。
人生成热爱自然的属性，这是人超越自然必然性，脱离

动物界的标志，是人独特价值的体现。人有了热爱自然的人

性，这种人性必然驱使人发生热爱自然的行为，以展现人之

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由此不再是对自然的恶，而升华为对

自然的善。更为重要的是，热爱自然还是人类遏止欲望泛滥

的基本力量［6］。
人为自然存在物承担道德义务的根据正是源自这种人

对自然界的善和关爱的本性，人类关怀动物，注重动物福利

也正是人对动物的爱的本性的显示。
( 2) 互惠利他理论也可为动物福利论提供依据。生物界

的很多利他主义行为是导向非亲属的，甚至是导向跨物种的。
1971 年特里弗斯( R． Trivers) 提出的互惠利他主义思想，是解释

利他主义行为进化的新理论。其基本的观念很简单: 如果你挠

我的背，我也将挠你的背，就是说，如果一个利他行为给受益一

方所带来的好处总是大于利他者因利他行为所付出的代价，那

么，只要这种利他行为在今后的某个时候能够得到相应的回

报，双方就都会有所受益。利他主义个体的适合度减少可能被

今后的报答所抵消。因此，利他主义可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

来，或者说，利他主义不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7］。
人类在动物研究过程中文明善待实验动物，这是典型的

利他行为。人类的这一举动使实验动物享有适当生活标准

的福利，并且其研究成果也能惠及动物本身，这些好处总是

大于人们关注动物福利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利他行为在提高

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方面得到了回报，可谓人和动物双方均会

受益，这是互惠互利的行为。
4 辩证教育———动物实验的规范性

动物实验的偏差在于动物伦理观的偏差，而后者的偏差

根源之一在于教育的偏差。正确认识动物实验的作用和动

物福利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学生科学的动物伦理观的形成

和在动物实验中对动物实施福利行为。
4． 1 认识动物实验的科学价值，使实验动物物尽其用 动

物实验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动物本身生命现象的

研究，进而推用到人类，探索人类的生命奥秘，控制人类的疾

病和衰老，延长人类和动物的寿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认识动物实验的科学价值是动物实验伦理教育的重要

环节。
教师在动物实验前和在相关的专业课程中应分析说明

动物实验的重要性、动物实验研究对人类及其动物自身带来

的益处、动物福利论指导下的动物实验是合乎人类伦理道德

的，以消除那些拒绝使用实验动物的学生之种种顾虑，使其

逐渐接受动物实验不可避免的事实性，直至他们转变动物伦

理观并进入动物实验学习和研究之正常轨道之中。

当然，人的思想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和轻易改变的。
因此，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课程、中学的理科( 尤其是中学生

物) 课程的教师也应充分利用学科特点，从基础教育开始引

导学生认识科学实验的重大意义，实现动物实验伦理观的一

体化教育。
4． 2 树 立 辩 证 的 动 物 实 验 伦 理 观，保 护 动 物 的 合 法 权

利 一方面，教师必须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动物福利思想，对

学生中具有滥杀、虐待动物的倾向要及时给予制止和批评，

引导学生养成一种尊重实验动物、爱护实验动物的意识，从

而对自然界众多的动物产生更深的怜惜和爱护之情。如，教

师可充分利用实验理论讲解的契机，阐述动物福利的内涵、
动物福利论依据、实施动物福利的途径和方法，使学生在实

验动物的饲养管理中贯彻动物福利标准，整个实验过程和结

束后的实验材料的处理都贯穿福利思想。
另一方面，教师在树立学生动物福利观的同时，也应使

学生对动物实验对生物医学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停止动物

实验的非人道性、动物实验的合理性有清醒的认识，关注动

物福利并不是完全、绝对地拒绝使用动物，使学生接受正确、
全面的动物保护利用观。
4． 3 贯彻“3R”原则，引导学生动物实验的合理行为 在目

前的伦理道德还是针对人类而言的大前提下，伦理道德本身

还是由人的生活实践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形成与之

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并反过来规范人类的生活，人们就需要

遵守人类利益最高的善。当动物对人类的生命、生存构成威

胁或者必须要牺牲动物的利益来维护人们的基本需要，动物

只能做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而人们能做的，就是运用人道

福利的理念，保证动物的康乐，确保在动物的整个生命过程

中被给 予 道 德 关 怀，使 动 物 尽 可 能 地 免 除“不 必 要 的 痛

苦”［8］，从而达到在兼顾利用动物的同时，改善动物的生存状

况的目的。
首先，统筹安排实验内容，减少动物使用的数量。“3R”

原则中的减少原则是指选用恰当的、高质量的实验动物进行

动物实验，改进实验设计，提高实验动物的利用率，从而减少

动物的使用数量［9 －10］。在动物生理学实验中，循环系统的

“家兔动脉血压神经体液调节”和呼吸系统的“家兔呼吸运

动的影响因素”是必选的 2 个实验，2 个实验的解剖过程基

本相似，可将 2 个实验合并到一起完成，实验之后，实验材料

不要丢弃，可以留于其他年级的学生进行家兔的解剖实验，

做完家兔的解剖实验，可以继续做家兔的剥制标本制作等。
其次，实验内容的替代。“3R”原则中的替代原则是指

以低等生物、微生物或细胞、组织、器官甚至电子计算机模拟

替代活动物实验［9 －10］。在动物实验教学中可利用计算机模

拟蛙心离体灌流系统、离体小肠平滑肌系统，观察各种环境

因子和激素对离体心脏及小肠平滑肌活动的影响。一些常

规的解剖热血脊椎动物实验用无知觉材料组成的模型来组

装、观察其内部结构。
最后，优化实验过程，减轻动物痛苦。优化是指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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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 各级政府应鼓励企业、学校、农民工个人进行教育培训

工作，为积极安排和落实农民工培训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

为提供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学校给予相应的财政和设施支持;

为参加教育培训后的农民工个人在培训经费、就业政策、社

保政策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 即政府买单) 。在“四单”模

式中，需注意的是“学校订单”，学校及培训机构应根据市场

需要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和多层次化的办学对象，以满足不同

岗位、不同类型的个体需要。

图 1 企业下单、工人选单、学校订单、政府埋单的“四单”模式教育培训体系

2． 2． 4 开展“产学结合”的“厂中校”教育培训模式。由于新

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开展“产学结合”的

教育培训模式是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的一种创新，即“生

产与学习同步进行”的模式。以往“产学结合”的模式一般都

用于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实习阶段，现运用于农民工教育培训

中机制中，是对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更有利的一种模式。
目前，有“工学交替”、“工学结合”等不同形式的农民工

培训模式，但普遍存在的困难是农民工参加培训后，企业生

产无法正常开展，而“产学结合”的模式是不脱离企业生产为

前提，在企业内部开展理论、技能培训，由企业的资深员工，

以“一个带一批”的形式，对新员工在生产时进行现场技能教

学，并让接受能力强、学得快的新员工再带一批学员，以点带

面，完成企业新员工的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同时企业邀请职

业院校的专家、教授，利用员工休息时间在厂房、车间内进行

理论知识的培训，以达到技能与理论同时进行的农民工教育

培训，即“产学结合”的“厂中校”培训模式，该模式既开展了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又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了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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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完善实验程序，减轻或减少给动物造成的疼痛和不安的

方法。利用无创血压、心电描记技术开展循环系统有关血压

调节的相关实验，一方面可以避免解剖，减少了实验动物的

痛苦，同时能够保证实验动物的重复使用。在实验操作中教

育学生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不得戏弄或虐待; 练习操作动

物麻醉的方法; 做好动物实验的善后工作，如把未用完的蟾

蜍、蚯蚓放归适合其生长的自然环境，做过手术的家兔、家鸽

快速处死后集中烧化或深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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