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与宪法关系概说 
— — 从 中国近现代国家构建之得失谈起 

高全喜 

摘 要-宗教与宪法的关系，是在一 个历史的过程 中展开的，其 

基本的结构性关系，是在现代国家的宪法构建中得以塑造出来的，各 

个现代国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宪法之精神 

结构 ，都有 自己的高级法背景。 

关键词：宗教 宪法制度 国家构建 

关于宗 教 与宪 法及 其 与 现代 国家 构 建 的关 系，我 曾经在 一 篇论 文 

(《宗教、心灵与宪法》)中有过讨论，当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是宪法学的 

一 般原理 ，以及基于西方 自教会改革以降的诸现代建国经历 ，并没有过多 

涉及中国问题。① 其实 ，中国在 自己的古今之变 中，也会 面临一个现代性 

的宗教与政制的转型问题 ，只是表现的形态有所不同而 已。 

依据我的政治宪法学，我对于现代世界的古今之变之宪制维度，有 

一 个动力学的认知 ，即无论 西方还是 中国 (包括 日本)，其 现代政 制 的 

转型 ，尤其是现代 国家的构建 ，都必须 面对 或经历一个 三重 的动 力学 的 

震荡或发轫促进 。一个是财 富、产权 与宪法 ，它解决 的是现代物 质财富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① 参见拙著 《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 265—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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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秩序安排 问题 ；一个是心灵 、宗教与宪法 ，它 解决 的是现代心灵 

世界的寄托安顿 问题 ，前一个是社会 秩序 ，后一个 是心灵 秩序 ，第三个 

便是战争 、革命与宪法，它解决的是政治秩序的构建问题。也就是说， 

现代世界所形成 的一个基 于民族 国家 的世界 秩序 ，其实是现代 人 的物质 

财富和现代人的心灵寄托所赖以维系的宪制秩序的构建问题，而就现实 

的演变来看，其和平与正义秩序的达成 ，经历着战争与革命的腥风血雨， 

不是一蹴而就 的 ，也 不是凭 着 自由的信 念就 一路凯 旋 的。但 即便 如此 ， 

我们也要看到 ，自由的秩序确 实是在这样一个 三重动力 发生学 的演 变 中 

逐渐构建起来 ，并 El益 扩展开来 ，表现 为个 人 的生命 权 、财产权 与言论 

权以及从事创造 、追求 幸福生活 的权利 ，这是一个 哈耶克所说 的扩展秩 

序，是一个 自由的世界，当然，这里的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是宪制意 

义上的 自由 ，不是无政府主义 。① 

关于现代性起源 的涉及 财富 、信仰 与战争 的三重主题 ，并 由此推 动 

现代政治的变革或革命以及构建不同的宪政体制，这个故事在西方历史 

中有一整套叙事 ，有 英 国版 、法 国版 、美 国版 、德 国版 ，在 其他 地方 ， 

也有俄 国版 、 Et本 版 ，甚 至土 耳其 版 以及 其他 后发 国家 版本 的 ，当然 ， 

从大 的宏观框架来说 ，中国也不例外 。考诸 中 国近现代 史 ，我们也 可 以 

发现 围绕着现代社会 的兴起 ，也有 着一个涉及 由战争与革命 贯穿 的财富 

工商社会以及立国安邦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心灵信仰世界与基督教国 

家有所不 同，似乎没有经 历惨烈 的宗教 变革 以及新 老教派 间的战争 ，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信仰世界没有变化，没有经历古今之变和新旧之 

争。究竟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及心灵安顿是如何应对新世界秩序的到来 

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与现代 中国的政制构建相接榫的，以及信仰与宪制的 

关系是怎 样 的 ，或 者 进一 步说 ，中 国传 统 且正 统 的儒 家经 史之 学 (儒 

教)，乃至民间宗教和鬼神信仰等，究竟是如何被纳入现代 中国的政治 

秩序的 ，并且 与国家意识 形态相互 对峙 、协调并镶嵌 在一起 的等这些关 

涉现代中国的政治正 当性与 主体 性 的深层 问题 ，不仅需要从 政治思想史 

和宗教学的角度予 以考察分 析 ，也需 要从政治 学和宪法学 角度予 以考辨 

① 参见拙著 《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 265～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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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梳理 。 

我一直认为，宗教信仰问题是宪法学的一种重要问题，不过我所理解 

的宗教与宪法问题，不是一个宪制国家确立后所要保障的宗教信仰权利等 

日常法治宪政下的政教分离以及权利保 障问题 ，这些 问题当然也是宪法学 

的内容之一，但不是我的政治宪法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我所谓宗教与宪 

法的关系问题，集中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的信仰以及宗教力量如何发 

挥 自己的作用 ，并在 国家构建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塑造一个宪 

制国家的结构的精神底色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神权与主权以及治权的宪 

法构成问题。在基督教国家，存在着一个现代国家的高级法背景甚或新教 

国家问题，在诸如日本、俄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传统神 

权 (神道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向现代主权转型过程中的变革问题，鉴 

于各个 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信仰形态不 同，其所构建 的现代国家 的 

国体与政体 ，也就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国家特性 。而这些又都聚焦在宪法构 

造上，也就是说 ，如何整合一种信仰世界的心灵秩序，使其纳入现代政制 

的调适和治理之下 ，需要通过国家宪法 的有关规定——宗教条款——予 以 

吸纳和规范 ，否则 ，再稳固的政治秩序也难 以持久维系 ，因为现代政治社 

会的主体是人或现代公民组成的，公民不但有社会政治生活，物质商贸生 

活，还有精神和心灵生活。① 

因此，如何处理信仰问题，如何构建一种不同于古典宗教神权秩序的 

法权秩序，就成为宪法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新教国 

家、日本的神道教和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俗化运动等，都把这个现代国家 

的形而上问题 ，视为现代宪法的一个或隐匿或显 白的重要问题 ，构建其 自 

己的宪法之根基。这个根基问题又与逐渐凸显的人 民专权论 ，处于富有张 

力的复杂关系中，但其趋势是既相互对峙，但又相互接纳，甚至发展出一 

种诸如公民宗教的变体，但无论怎么说 ，从宪法结构的深层背景来看，高 

级法 (基督教、伊斯兰和天皇神道教以及 自然法等)，公民宗教，人民主 

权等，它们构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宪法的中心内容之 

一

， 则是开放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间，在现代宪制的体制下，公民乃至社 

① 参见拙文 《法的宗教分析》，载夏勇主编 《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北京大 

学 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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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具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并且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等等，这些是现 

代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最后，现代宪法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 ，最大限度地约束了公权力 

或政府与国家介入信仰领域，诸如不得设立国教、个人信仰 自由等，从 

而使得公权力在宗教领域止步，不得恣意妄为，以国家权力定夺宗教纠 

纷事宜。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确立的是政教分离，即国家体制与 

教会体制的分离，不是政治生活与信仰生活的绝对分割，而是有限度的 

分离，因此，一个国家的根基依然还需要保持其高级法的底色，宗教和 

信仰问题不可能彻底从政治秩序中隐退，而是隐匿起来，在关键时刻重 

新被呼唤 出来 ，以便重铸宪法 的精神基础。① 因此 ，如何处理宪法与宗教 

的关系 ，就具有 隐与显 的双重 结构 ，这 考验着 一个 国家 以及 国族 的政治 

成熟。 

宗教与宪法的关系，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展开的，其基本的结构 

性关系 ，是在现代 国家的宪法构建 中得 以塑造 出来的 ，各个现代 国家都 

有 自己的经验与教训，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宪法之精神结构，都有 自己 

的高级法背景 。英美 国家如此 ，法德俄 国家如此 ，H本土耳其也是如此 。 

考诸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看到，在中国之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构建中，宗 

教 与宪法 的关系 ，并没有得 到很好 的处 理 ，尤 其是在 宪法制度方 面 ，并 

没有形成一个传承有序 的精 神结构 ，因而致使 处于千年转 型 的现代 中 国 

之政治秩序 ，缺乏一种强有力 的精神支撑 ，进 而难 以富有 成效地度 过这 

个 “历史三峡”，构建不起来 一个 稳 固的宪 政体 制。 固然 ，现代 中国 的 

国家构建之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成败利钝也是可圈可点的，但失败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配套性转型，也是存在 

的，即这次古今之变的动力机制中，或缺了一种精神性的变革，没有激 

发 出信仰力量 的助益功能 ，反而导致 了本来就赢 弱的精神 创造性 ，遭 遇 

① 参见爱德华 ·S．考文 《美国宪法的 “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卡 

尔 ·J．弗里德里希 《超验正义——宪政的政教之维》，周勇等译 ，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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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残地的败落，无以焕发出新的构建性新机。这是非常可惜的，其结果 

是眼看着这个国族的精神被一步步地滑向一种人格神的悖逆轨道，最终 

导致党国意识形态的崛起，从而颠覆了现代宪制的宗教与宪法的正常构 

建关系，新的神圣性——人格神或党魂——成为政治秩序的精神基础， 

由此也就出现了革命激进主义的乌托邦 ，而现实生活中的宪政一政教关 

系也就荡然无存 。 

下面，我沿着这个现代中国之国家构建的逻辑，选择三个重要的节 

点，来阐释上述我的基本看法，这三个节点分别是 ：晚清立宪、民初制 

宪与国民革命 ，从上述三个前后 相继 的中国近现代 国家构 建之得失 ，来 

审视宗教与 宪法 关 系之 于 中国公 共生 活 的历史 成 因、问题 意识 和 重要 

意义。 

1．晚清立宪 

晚清立宪是从传统帝制转型为现代政制的一个关键的革故鼎新的时 

期，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原因，这次古今之变并不十分成功，当然也并非完 

全失败。① 本文不准备赘述 ，仅从宗 教与宪法 的视角来审视一下 ，这 次变 

革之所以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成功，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宗教 

性的国族精神或缺 ，没有超验性 的动力打破政治博弈 中各派势力 的僵局 ， 

从而实现 国家转型与立宪政体的构建。 

一 般说来，晚清立宪的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皇族搞假立宪真专制， 

挫伤了立宪派的积极性 ；二是满汉民族冲突不能化解，导致革命党要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转移了立宪变革的大方向。确实上述两个原因 

是最为重要的，但除此之外 ，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 

中国传统帝制的精神基础，缺乏一种超验性的宗教力量，儒家视为天道 

人心 ，固然有超验性 的一 面 ，但世 俗性是很强 大的 ，尤 其是加 上法家 的 

法术势的统治术，儒法合流成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天然依托，而道墨 

两家的 自然法的一面并没有凸显强大 ，反而在 囵侧 的世俗政权 的高压 下 

变成逍遥的无政府主义和庄子式的游戏人生，有些为儒法所吸纳 (例 

如苟子一韩非以及黄老之学 )，也就是说 ，中国古往今来 ，一直是一种 

① 参见拙著 《立宪时刻：论 (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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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俗主义 的生存 哲学 ，没 有超 验性 的宗 教之 维 ，并 且 形成 一种 制 约 皇 

权 的制度性力 量 。所 以 ，在 古今 之 变 的革故 鼎新 过 程 中 ，宗教 性 的动 

力机制缺失，形成不了统合君权民权、满汉畛域两个领域的中介性制 

度 ，故而只能看 到上 述两 个方 面 的对立 的两极 在斗 争 中相互 摧 毁 ，最 

终 同归 于尽 。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 ，大多提到古 今 、朝野和满 汉之 间在变化 

中，缺乏妥协性 的合作 机制 ，它们 之 间 的斗 争是 零和博 弈 ，你 死我 活 ， 

但为什么没有妥协的可能性呢?其 中的一个 制衡机制就是 宗教力 量 的介 

入，而中国却没有考诸其他步入现代化的国家 ，英 国、美国、法国、日 

本、土耳其等 ，其近现代 的立国制宪过程中，都有宗教性的力量介入 

(表现为新教改革或教法改革)，并且为妥协机制提供了可能性，考察这 

些国家的立国之宪法 (成文和未成文)，都有涉及宗教的条款，其中扮 

演着调整教会 与政府 、个 人与教 会 以及个人 与 国家的多 重关 系 的功能 。 

例如 ，英国的国王继承法 、宽 容法 ，美 国宪法 第一宪法 修正案 ， 日本 的 

皇室典范 ，都与宗教有着密切 的关系 ，对于它们 的立 国建政 起着举 足轻 

重 的作用 。 

反观 中国的晚清立宪 ，不能说没有这方面 的努力 ，例如谭嗣同的佛学 

革命论、康有为的新公羊三世说 ，以及 张之洞 的中体西用 ，还有皇族立 宪 

派的奉天承运论，但基本都还是古典意义上的准宗教复古论，缺乏现代性 

意义 的超验性 ，尤其是在几个朝廷颁布 的宪法文本 中，诸如预备立宪 、钦 

定宪法大纲等，均没有凸显宗教与政制关系的条款，而且对于宗教意义上 

的宪法定位 ，也缺乏深入 的认识 ，还是天道 民心那一套 儒家 旧说。当然， 

这也不能责怪当时的立宪者们 ，因为 中国千年政制史 中，确实缺乏对于政 

治合法性以及统治正当性的宗教之维的说辞、辩护和相关的精神性力量之 

诉求 ，所以 ，在制度变革的非常时刻，也就激发不 出来塑造新权威 的宪制 

合法性了。故而，底座不厚，只能任凭政治势力的现实角逐，吏治变革与 

族群斗争，就上升为晚清立宪的根本问题并走向零和博弈，一个可能的君 

主立宪制也就失败了。 

2．民初制 宪 

现代政治的实质是脱离不了宗教议题的 ，尽管可以避而不谈 ，或改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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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面 ，因为一种政治共同体 ，不可能不诉诸精神信仰 的最后支撑。晚清立 

宪放逐了宗教议题 ，那么 民国政治 的起点其实就是重新设置 了这个议 题， 

不过换了一个符号 ，那 就是人 民，或汉族 民众 ，最后 又转化 为 “五族共 

和”之人 民，人民成为新 的宗教——人民拜物教。孙 中山革命党 就是打着 

人 民或 “主权在 民”这个现代新宗教而登上政治舞台的 ，并赢得了辛亥革 

命，进而通过南北议和，清帝逊位，构建出一个现代的共和国——中华 

民国。 

人民出场了，应该说 ，这是现代政治 的一个必然 ，也是现代性 的一种 

标志 ，中西政制的现代转型都 如此 ，都必须经历一场人 民出现 的洗礼 ，人 

民成为现代政治的精神基础 ，这是不可避 免的事实 ，也是不可阻挡的世界 

潮流。主权在民，这是现代宪法的立论基础。但是，何为人民呢?其实， 

这里大致有三条道路 ，因为人 民只是一个化身 ，一个现代 的宗教符号 ，一 

种精神的凝聚力 ，至于何为人民 ，是可以有多种表述的。第一 ，是英美 的 

道路，即人民在生活生活中转化为个体公民，主权在民转化为一种宪政制 

度，而在其背后，有高级法可以制约人民的恣意出场，人民也要受到高级 

法 即自然法 以及基督新教诸原则 的制约 ，至于国王可以代表人 民，有虚君 

立宪的英国模式 ，也可以去除君 主体制 ，有美国共和制的 “我们人 民”模 

式 。第二 ，就是法兰西的人民共 和制 ，即人 民成为宪法的主体 ，但如何制 

约人民的恣意呢?那就是建立公民宗教 ，通过人 民的拜物教形式 ，构建一 

种政治美德 ，以消除人 民的非统一性 ，拒斥私人公民的 自私 自利和唯我独 

尊，但其效果并不好 ，由人 民建立起来 的乌托邦很可能是走 向地狱之门的 

通道。第三，就是革命先锋队的俄国模式，通过一个先知先觉的先知群 

体 ，并最终 归结为一种世俗上的伟大领袖 和伟大导师 ，领导人 民建立一个 

地上天国。政治先锋队——党，尤其是伟大领袖，成为人民的化身，成为 

神的化身，担负起宗教的功能，并把宪法建立在这个先锋队和领袖的基础 

之上 。① 

我们看到，民初十年的制宪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宪政道路的关键 

时刻。这里宗教问题 ，虽然不是制宪问题的关键枢纽 ，不是国家构建的关 

① 参见拙著 《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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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步骤 ，但其实 已经隐含在其中了。先是有康有为 、陈焕章 、严复等人 的 

孔教人宪的构建国教运动，后又袁世凯、张勋等人的孔教会之推波助澜的 

活动，但均没有成功，或者说，均必然失败。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原因 

有三：第一，孔教或传统儒家，并不具有宗教的超验性力量，它们只是具 

有准宗教的功能 ，而且附着于皇权专制体制 ，并不具有独立 自主性 的精神 

力量。也就是说，依附于传统科举制度和帝师传统的儒家孔教，随着王朝 

帝制的瓦解 ，已经失去了制度性的生命力 ，其本来就微薄 的超验性就更是 

丧失殆尽，已经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王国维、梁济的以死殉道就是一种 

表征。第二 ，孔教会的国教之争 ，最缺乏 的是他们没有把 自己的政治诉求 

与人 民以及现代公 民的内涵结合在一起 ，不能转化为一种人 民之声音 ，孔 

教没有找到与中国人 民的接榫点 ，没有转化为一种人民的制度机制 ，只是 

一

种德性诉求和传统遗绪 ，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不可能进入宪 

法体制，成为政治性的力量。第三，从形式上看，儒家体制很难成为一种 

宗教制度 ，因为超验性不足 ，没有 自己的制度 自主性 ，且表现为人义论的 

立论，没有信仰的对象和先知、使徒、教会等一套体制，在巨变时期的民 

初制宪过程 中，就显得不堪重负。所 以，康有 为掀起的孔教人宪成为 国教 

的运动，就不仅仅是一个宪法条款的成否，而是涉及中华文明传统的特性 

以及转型中国的精神根基问题 ，在这轮 中国版 的民国革命 中，孔教 以及传 

统文明维新的话语抵挡不住革命激进主义 的话语。① 

3．国民革命 

这里所谓 “国民革命 ”，指的是孙中山领导的以党建国的第二次革命 ， 

这场革命不但没有终止辛亥革命的革命浪潮，而且是那场不彻底革命的进 

一

步升级版，是一场全面掀起社会革命的国民革命运动，因此是国民党的 

建国运动 ，并且取得了胜利 ，开辟 了一条新的建国伟业。关 于孙文在 民初 

之际重新改造国民党 ，发起 国民革命 ，建立黄埔军校，联俄联共 ，扶助农 

工，军事北伐等第二次建国的事业，以及在 1928年底定中原，东三省归 

顺 ，打垮北洋军事势力 ，建立 国民党一统江山的 中华 民国，已经有众多历 

史学专论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 

① 参见拙著 《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李富鹏：《共识与争议 

天坛宪草之孔教人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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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及军政建国，是否与宗教无关呢?其 

实不然 ，而是大为相关 ，只是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 ，变换 了一种形式 ，即 

以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取代 了早期现代西方所构建 的民族 国家 的精神之路 。 

也就是说，人民这个新宗教在这个时代变迁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化身，即 

意识形态所打造的先锋队与领袖 ，超验的上帝变成 了在世 的党 国领袖以及 

政治组织体制，神人变成了人神。我们看到，伴随着国民革命尤其是在孙 

中山逝世后 ，在国民党建国底定后 ，就开始了新一轮 的造神运动，不但中 

山陵巍峨壮观 ，而且孙文三民主义成为建 国制宪的首要原则 ，写进 中华民 

国宪法 ，成为总纲第一款 ，即以孙文三 民主义构建现代 中华民国，主权在 

民转化为主权在三民主义，在孙文之先锋队的革命领袖。革命成为建国的 

动力机制 ，反革命成为最大的宪法之罪 。① 

由此一来 ，宗教与宪法 的问题 ，就转换 为意识形 态 的主义 与宪法 的 

问题 ，革命 的三民主义具有 了宗 教教义 的性质 ，成为 政治秩序 的不二法 

门，孙中山成为革命领袖 ，被视为革命的新人神，在他之下 ，有所谓党 

军、党政和党国体制。我们看到，这种搞法不是中国民初制宪失败后独 

特的政治现象 ，而是从属于 当时盛行 的一股世界 潮流 ，法 国就是 这样兴 

衰的，人民这个新神折腾了法国政治两个世纪之久，其中帝制复辟、革 

命再起，反反复复，至于俄国革命，就更是如此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 

克建立 了一个新的国家 ，其依据 的就是一个现代 意识形态化 的新 政教合 

一 的国家体制。国民党所学习的便是这个俄国革命的道路 ，国民革命就 

是效法俄国革命的一种举措。传统的宗教问题被阉割，英美宪制的政教 

关系被打垮，革命主义的新型政教关系，构成了新的国家组织原则，宪 

法成为党国体制的背书。 

这条 国民革命 的道路在孙 中山的国民党那里还没有深入全社会 ，尤其 

是还没有深入 中国的劳苦大众 ，深入广大 的农 民之中。而新一轮 的革命通 

过发动农 民运动 ，重建 了新的国家 ，这个故事本文在此就不去展开 了。② 

① 参见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② 参见杨奎松 《革命》 (四卷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2；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 

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高全喜 ：《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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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通过上述描述的中国近现代 国家构建的道路选择 ，我们可 以看 

到 ，中国在古今之变的革故鼎新的变革时期 ，宗教问题 不是没有凸显 ，而 

是一直作为一个隐秘的问题 ，伴随在建 国创制 的宪法发生学之 中，只不过 

由于传统儒家和孔教 的缺乏生命力 以及革命话语 的人 民意识 形态之崛起 ， 

宗教与宪法的问题 ，没有走向一条正常的政教分离以及 高级法 的二元共治 

之路 ，而是走向一条意识形态化 的人 民一党 国一领袖 的一元集权之路 。从 

晚清立宪到民初制宪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以及党 国体制之构建 ，中国社会 

的现代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 ，就走 向了一种新的中国特色 的国家道路 。从 

百年历史的风雨苍黄中，我们可以窥视这个 国族 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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