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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同意
——
—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思考
胡谨珺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 摘 要 ]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与公民合意的体现，这种合意尤其体现在宪法序言当中。
通过对宪法同意的法理依据、宪法同意的主体、宪法同意的客体的探讨，希望针对“一国两制”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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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指的是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
领中环” 非法集会， 它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发起，
2014 年 9 月 28 日正式启动， 其理由是 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普选香港特别行政长
官不符合所谓“国际标准”。占中发生以后严重影响
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
其发展后期公然抗拒香港法院判决。“以国际标准”
为由非法集会是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公
开违背，也是对宪法的权威的藐视，“占中”的人们
似乎忘记了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以及
他们与国家所应建立的关系。
一、宪法同意的法理依据

“同意”，牛津法律大词典对此的解释为：①对
某事的协议或赞同；②指默认某思维判断或决定实
施该判断的人的意志。从法律行为上看“同意”应是
一种契约行为，它广泛存在于私法领域。 而宪法同
意主要意指“同意”这种法律行为在宪法中的权威
性及其威慑力。 既然“同意”是双方意思的表达一
致，它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订立契约之时的关系是
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
的生活方式使他不仅成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
更是公民之间的契约。

（一）国外学说
宪法同意主要来源于两个理论： 一是社会契
约理论，二是国家法人说 。
1.社会契约论
早在公元前 4 世纪，柏拉图就开始试图用契约
理论解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毕竟“社会秩序
乃是为一切权力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的权利。然
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
的”。 所谓社会契约即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
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
合者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
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
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也就是说以社会契约的
形式结合应该是在个人意志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愿
意共同遵守共同约定。 约定是美好的，但要使约定
具有行动性和意志性则需要具有代表公共意志的
法律来实现。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
遍性，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 宪法做为国家的法
之根基， 可以说她应该是一个国家社会契约之蓝
本，因为她具有涵射力、规约力和导向力。所谓涵射
力是指宪法的包容性、感召性让人们在精神层面上
以寄托； 所谓规约力是指宪法对社会秩序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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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导向力是指宪法对社会未来的指引。要使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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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山则之利不必其取尽，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
訛
君、臣、民三者在
种能力充分发挥必须要以社会合意为基础， 因而， 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 ”譹
宪法的能力使宪法具有了契约的某种性质——
—即 法的引导下进行生活。
二、宪法同意的主体
合意性。
2.国家法人说
在哲学领域人们认为主体是与人相联系的。黑
国家法人说源于哥廷根大学教授阿尔布雷希 格尔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也就是一般的
訛
特撰写的一篇
“不引人注意的评论”。 他对“哥廷根 主体。 ”譺
在法学领域，主体被认为是在法律上享受
七君子事件”的评论创立了国家法人说的理论。 国 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包括：（1）正常的生物人；（2）
家作为法律上的人应当享有权利并具有法律上的 非正常的生物人；（3）超自然人；（4）动物；（5）无生
訛
人格。 在此基础上，国家如同私法中的法人一样具 命物；（6）法人。 譻
作为宪法同意的主体我们认为主
有较强的目的性，尽管组成国家的个体和团体他们 要有以下二者：
之间存在的目的性不同，但在国家的统治权的指引
（一）国家
下，使得各个个体、团体拥有了共同的目的性，这是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 国家的概念也随着历史
国家法人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国家作为统治权的 的发展而变迁。但国家作为“
政治性的行为主体，它
主体并且基于“国库”这一财产基础使得其权利能 区分为国内、国际两个体系和两个不同层次并按照
訛
力得以扩展。
各自不同的价值分配来具体实施法律”譼
。 在作为
国际行为主体时， 根据 1933 年在蒙得维的亚签订
（二）国内学说
其实对于宪法同意的理论渊源亦可以在国内 的《美洲国家间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中关
寻找到它的足迹，其中以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本思 于国家的规定，国家是具有国际人格者，并具备下
想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我们可寻 列条件：(1) 定居的居民；(2)确定的领土；(3)政府；(4)
找到这种理论的身影。《明夷待访录》中《原君》中提 与他国交往的能力。在构成要件上更加注重“主权、
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 承认（权威和正当性）、领土以及对公民的统治（权
訛
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人们好逸恶劳 力）。 譽
从国内体系看，国家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国家
的本性使人们都不愿意承担
“君主”之职。君主的出 阶级关系所作出的，与民族、人种、文化、宗教等相
现应当是“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天下是天下 联系，是人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因而在国内法中
人的天下，君主只是替天下人掌管天下而已。 如果 定义其为
“有组织的社会，以别于各个分子。在有的
君主只为一己私利，那么，“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 制度中，这个社会的本身，即为法人，具有法律上权
得产业，谁不如我？ ”“是故明乎君之职份，则唐、虞 利与义务能力，且往往享有普通自然人或法人所缺
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在《学校》中 少的特权与豁免”，因而，国家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指出：“
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君主的存
既然国家是具有法律人格的，那么他必然拥有
在是以教化万民为己任，若与民争利则“是亦不仁 着法律赋予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而这种行为能
之甚”。而何为臣？黄宗羲在《原臣》中发表了这样的 力主要体现在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享有和承
观点：“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 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能力，以及能够独立进行国际
以群工。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 求偿的能力。而其权利能力是指拥有着相对稳定的
民非为一姓也。”因此，无论君或臣他们的存在只是 居民、领土、政府和主权。同样，自然人类似，国家也
为万民谋福利。 黄宗羲在《原法》中认为：“三代之 拥有着自己的意思能力。从表面上看国家是没有意
法，藏天下的本质是在于天下者也。”是法的最高境 志，因而是没有意思能力的。 然而，人格是“一种只
界——
—“
无法之法”。同时认为法是社会治理的先决 能在心理层面把握的抽象关系”，“它以处在恒定的
条件即，“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从中可以看出在黄宗 关系中的人的群体为前提”。 国家是由一个共同体
羲看来，法是君、臣、民三者共同约定的一种生活规 构成，该共同体依靠共同的力量追求持续、统一、相
譹[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段志强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4 页。
訛
訛同譹
譺
訛，第 14 页。
訛同譹
譻
訛，第 23 页。
訛同譹
譼
訛，第 25 页。
訛同譻
譽
訛，第 23 页。

44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互联接的统一体，这种共同的力量就是将国家成员
的个体意志上升为群体意志，基于此，虽然国家不
像自然人那样拥有着诸多的生理特征， 但其与自然
人有着共通的特点——
—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 实现
其存在的目的。国家的意志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
是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强制手段实现， 使个体的意志
与集体的意志相互结合，从而达到统一。这种统一的
意志在法律上的表现即为宪法的制定与认可。
（二）公民
公民的概念源于西欧，多数学者都认为古希腊
与古罗马是公民概念的发源地，它与城邦和共和国
紧密相联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公民的概念也在逐
渐发生变化，突显着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和历史
延展性。
1.地域性
根据《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地域是
指：①面积相当大的一块地方；②地方（指本乡本
土）。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地域性是
这样认为的：
“栖居于大地之上，这是人类状况的最
本质之处。 就我们所知，在宇宙中唯有地球上的自
然界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栖居之所，并且使他们无
需付出任何特别的努力就能够自由地移动与呼
吸。”对于土地的依赖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类在
自然条件、土地面积、风土人情各不相同的地域中
繁衍生息， 正如中国古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 人类以地域性为界一方面是由于交通与通讯
技术手段的限制，另一方面与人们内心的认同感与
归属感的契合程度相关。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契
合程度越大，对于地域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强。因此，
人类以地域为依托，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这样的利
益共同体下成员之间
“所有成员都对于其他成员实
现其价值追求的努力持积极的和支持的态度，至少
不会妨碍或者破坏这些价值的实现。由此而产生了
‘共同体利益’，可以期望这些利益能够整合进共同
体所有成员所接收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各种习俗、规
则和模式中得到其保护。 ”
2.时代性
唐代诗人卢照邻《羁卧山中诗》中曾写道：“卧
壑迷时代，行歌任死生”，时代的含义与时世相通。
时代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者对时代的概念的
理解也各不相同，但从马克思时代观来看，时代是
具有阶级性、实践性、强烈的革命进取精神和无产
阶级的策略性， 而时代性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它
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社会历史性和实践性。公民的
时代性体现在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和所生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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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并且推动着社会发展。
公民时代性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情
况相结合，并且推动着特定社会的发展。 由于时代
性具有普遍性， 公民自身发展受到时代的影响，留
存着时代的印记。 由于时代性具有社会历史性，因
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公民
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每一时期的公民都会具有所处
时代的烙印，公民朝着时代指引的方向进行自身的
规划与设计。
3.延展性
公民是一个动、静结合的政治概念，这种动静
结合使得公民具有了延展性。它的动态性体现在时
间与空间上。 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探讨延续千年，而
公民是时间与空间的载体之一。
公民的时间性。时间之所以被称为时间是因为
人的存在，“因为时间只有在人存在的情况下才成
其为时间。 没有一种时间是人不曾在其中的；所以
如此，不是因为人是从永恒而来又存在入一切永恒
中去，而是因为时间不是永恒而且时间只有作为人
的历史的存在才成为一个时间”。 公民在时间的长
河中，认识和理解着时间。 我们从不同的历史文化
中可以发现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分为“自然时间” 和
“主观时间”。 所谓自然时间是指人们根据日月星
辰，地球运转规定的时间制度，它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也称为客观时间。 所谓“主观时间”是与人的
主观意念相联系， 波考克认为：“社会存在于时间
中，并且是作为时间中的连续性存在而保持着自身
的形象。 因此，个人作为社会动物所获得的时间意
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社会连续性的意识，是对
这一社会所拥有的连续性存在而保持着自身的形
象。因此，个人作为社会动物所获得的时间意识，在
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社会的连续性的意识，是对这
一社会所拥有的连续性的形象意识。 ”公民在参与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公共时间意识”，这
种意识与政治行为相关联，“政治行为不但发生在
时间之中，而且人们所形成的特定时间框架，会通
过作用于人的意识而塑造他的政治行为”。 人们的
时间意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中传承，这种连续性
维度让公民与国家精密相连，柏克曾经说过：“国家
不是一个地域与个人短暂聚集的概念，而是一个在
时间上、人数上和空间上延伸的连续性概念，因而
它不是一天或一群人选择的结果；不是激愤、轻率
的选择结果，而是若干世纪、若干代人的慎重选 择
结果， 是某种比政体优越千百倍的东西造就的成
果；是由独特的环境、时机、脾气、性情，以及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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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内才能显露出的道德习惯、政治习惯和社会
习惯造就的结果。 ”这说明公民与国家关系的认同
是具有连续性的，这种认同不会因为公民群体的更
迭而在政治行为中发生巨大的变化。
公民的空间性。 对于空间的概念的研究，柏拉
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到：“空间，不朽而永恒，并作
为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 感觉无法认识她，
而只能靠一种不纯粹的理性推理来认识它；它也很
难是信念的对象。”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
希腊人没有“空间”一词，因为“希腊人不是从广延
方面考虑空间性的东西，而是从处所（tops）作为
（chora）来体会的，这个 chora 既不意指处所也不意
指空间， 却是通过立于此者被接收、 被占领的”。
变者在“空间”中来去，空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不
会受到变者的影响。 传统的形而上学空间概念里，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有限空间， 牛顿提出了绝对空
间，康德提出了纯直观形式空间。 黑格尔认为：“空
间是自然界的一种抽象、普遍的外在规定性，它内
部没有任何明确的差别，是一种相互并列的和连续
的状态‘此处’ 和‘彼此’没有干扰，它们是完全相
同的，因而没有真正的间断和界限，但这不等于说
空间不能加以区分和分离，如分为一尺、一寸，所以
空间是一种纯粹的量。自然界就是从这种量开始它
的发展。”物质将空间填满，物质是空间中的实在东
西，通过物质的运动将空间与时间相联系，人类在
空间中存在与运动，政治的本质是“共同生活”，所
谓共同生活是指共同的参与与享受。 而对国家信
仰，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追求，以及个体与群体间
的相互依存的认同等，这些公民意志的表达，使得
“共同生活”的秩序得以延续，以至于在一个国家中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公民可以对这种“共同生活”
的制度给予认可。
三、宪法同意的客体

法律上认为，客体是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
向的对象。 宪法关系的客体是宪法行为，即公民和
国家等主体依法行使宪法规范所赋予的权利和权
力的行为，包括公民的宪法权利行为和国家的宪法
权力行为两种基本类型。宪法同意作为一种宪法行
为，是国家和公民在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与权力成为
客观实在，而且使国家和公民的权力和权利与宪法
的精神相统一。
（一）表现形式
从历史发展来看， 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各不相
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成文宪法国家还是不
成文宪法国家中， 宪法是全体公民共同意志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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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它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协调着各
个利益集团相互关系，从而为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
保驾护航的作用。 宪法同意作为宪法行为，主要体
现在国家与公民对国家治理权的相互认可。就其表
现形式而言，是以宪法文本为载体将国家与公民之
间的合意载入其中，而宪法序言是宪法合意的集中
体现。所谓宪法序言是指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相对
独立的叙述性文字。它一般是以宣布宪法制定的历
史经过、目的、制宪者的意志及其基本原理等等，但
是序言中应包含什么内容完全取决于制宪者。 例
如， 诞生在 18 世界的美国宪法序言虽然短短几百
字，但却道出宪法合意。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
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
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
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
立这一部宪法。
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不仅是当代与子孙后代共
同关注的主题，也是当代公民及其子孙与国家达成
的合意，这种合意意味着后世子孙对当代人与国家
的合意的认可，他们必然也会遵守宪法的约束。
同样， 在 1993 年 12 月 12 日颁布的俄罗斯联
邦宪法序言中我们亦能看到类似的宪法合意：
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共同的命运联合起来的
多民族是俄罗斯联邦人民， 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的和睦与和谐， 维护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依
循普遍公认的民族平等和自决原则，缅怀将对祖国
的热爱与尊重、对善良与公正的信念传递给我们的
先辈，复兴俄罗斯的主权的国体并确认其民主基础
的不可动摇性， 努力保证俄罗斯的繁荣和昌盛，基
于为自已的祖国而对当代和后代人所负有的责任，
意识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特通过俄罗斯联
邦宪法。
在这段序言中我们也看到宪法合意，国家与公
民个人拥有着“
共同的命运”——
—公民对“自由”、
“权利”、“平等”的渴望与追求，国家对“主权”的捍
卫对“统一”、“
繁荣”即
“国际责任”的承担。 这些是
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前辈、当代及后代俄罗斯公
民所追求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与责任。
（二）宪法同意的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是一种心理准则，也就是说有效的法
律应该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规范性的作用，同时
也是具有指导性的作用的。当然这种心理准则是要
获得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意，它才会真正具有法律约
束力。如前所述，宪法同意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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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社会主
义、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本权利
保障。中国宪法的精神也逐渐由富强向自由进行演
进。 国家在追求富强、民主的同时也更加强调国家
与公民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彰
显了国家与公民合意的智慧结晶，尤其是一国两制
制度。 国家的和平统一“
是历史问题、是政治问题、
也是法律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宪法问题”。 1982 年
《宪法》第 9 自然段，后半句提到“完成统一祖国的
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这里显然包括了特别行政区内所有中国公民。
在此序言之后的《宪法》第 31 条的规定，即国家在
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实
施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对特别行政区内的事物具有全权。虽然这一合意是
20 世纪产生的， 但并不影响其法律的时效性。 因
而， 我们认为只要国家与公民合意产生的宪法存
在，并且其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无论
什么时候，只要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范围内，任何人
都必须遵守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不论你处在何种政
治制度之下，公民身份的特性要求你必须服从和服
务于你与国家所达成的合意。 那么，维护国家的统
四、宪法同意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一是公民与国家合意的具体行为的表现，任何有违
有学者提出， 我国宪法中蕴含了“五大根本 宪法同意的行为都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合意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序言中。对宪法同意的
法律效力探讨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宪法同意的
效力空间范围；二是，宪法同意的拘束对象和作用
领域。因而，问题也就转化为，对宪法序言的效力范
围、拘束对象以及作用的领域的探讨。第一，效力范
围。 对于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的探讨，学者们观点
不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全部无效力说、部分
有效力说、模糊效力说、全部有效力说、强于正文效
力说。 从宪法同意的角度而言，我们基本上同意宪
法序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从宪法序言的内容构成
上看，它对一个国家的起源、历史发展、国体、政体、
奋斗目标都做了明确的阐述。因而它的效力范围从
时间上看是自该宪法诞生之日起至宪法废止之日。
从空间上看， 是宪法诞生之时国家所拥有的领土、
领空及领海范围。第二，拘束对象。一国的公民是所
拘束的对象。 但如前文所述，由于公民具有时间性
和空间性，公民的这种延展性使得后世公民对前世
公民与国家达成的合意是能够给予认可的，合意作
用的领域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及公民个人的各项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如果
宪法是“法律的法律”，那么宪法序言就是“宪法的
宪法”。

Constitutional agreement
HU Jinjun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state,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 and Citizen
Consensus, the agreement i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 the preamble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constitution agreed legal basis,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agree agreed to subject object study, hope
to analyze the appearan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eace and 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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