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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社会契约不是宪法本身,而是作为宪法基础及其存在前提的“元

宪法”.这部“元宪法”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基本契约.它在授权制宪立国的同

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国家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结

构与运行程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部正当制定的宪法建立在“元宪法”
基础上,直接吸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与内涵.文章重点论证了建构社会契

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首次提出了实验主义契约框架,并回应了针对社会契约

的若干质疑,进而探讨了制宪权与修宪权的重新理解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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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修宪难,制宪迄今二百多年只通过了２７条修正案.针

对美国修宪难题,“耶鲁学派”另辟蹊径,提出“超越第五条”的惊世之论.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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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的两篇论文直言不讳地提倡“第五条之外的修宪”〔１〕,而且阿克曼洋洋三

大卷«我们人民»的主旨也是为非正式修宪程序辩护.著名的“二元主义”理论

将政治分为常态政治和非常态的“宪法政治”:人民平时会容忍政客和法院的日

常政治运作,只有到非常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立宪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才会亲自出马.〔２〕如果说宪法规范在平常政治下发挥着约束公

权力的作用,那么一个民族在非同寻常的“立宪时刻”就不能故步自封了———不

仅因为人民亲自出场了,而人民本身并不直接受宪法约束〔３〕,而且这个时候宪

法本身就是“被改造”的对象.依据被改造对象的程序去改造它自己,这简直是

自相矛盾.以美国１８６０年代为例,内战前州的总数不超过３７个,任何１０个南

部州都可以对修宪动议行使绝对否决权,而且也确实行使过一次.〔４〕 依据南

部蓄奴州可以否决的修宪程序去废除奴隶制和“３/５条款”,无疑是与虎谋皮.
即便在联邦战胜分离主义势力之后,依据第五条修宪程序通过意义重大的内战

后修正案(第１３至１５修正案)也是困难重重,乃至充满漏洞.〔５〕不论如何,阿
克曼认为内战已经彻底改变美国,原来的“各州中心主义”已经变成“国家中心

主义”,而这势必意味着建立在州中心基础上的第五条修宪程序已经过时.〔６〕

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和法国革命时期西耶斯提出的“制宪权”理论有明显

的“神似”之处.西耶斯的名著«第三等级是什么»同样区分“制宪权”与“宪制

权”:政府平时受制于既有宪法体制,非常时期即需要人民出场打破旧制度、制
定新宪法,因为旧法制早已一无是处、不可修补.事实上,阿克曼的«我们人民»
系列虽然讨论的是美国修宪,实际上的潜台词是制宪;每次“立宪时刻”也是美

国宪法某个方面的重构,相当于一次小的制宪,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无须遵从修

宪程序即可实现,如同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将修宪变成制宪一样.针对中东欧转

型,他还呼吁制宪者必须抓住机会召集公投和宪法大会,而不要沿用先前的体

制和程序修修补补,甚至主张由魅力型强势总统来动员民众,以免宪法成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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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数可以轻易忽略的“软规范”.〔７〕

然而,无论是“制宪权”还是“立宪时刻”,非常态政治的革命逻辑在实践中

都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说美国立宪仍然是在既有法律秩序之下发生的,那么法

国革命则是真正意义的“革命”,制宪脱离了任何既有法律的约束.西耶斯意义

上的制宪权是没有、无须也不可能获得法律授权的,“立宪时刻”就是不受任何

宪法与法律约束的公民创制运动———或换一种表述,社会契约订立前的无政府

“原始状态”.法国革命时期,克莱蒙 托内尔(ClermontＧTonnerre)伯爵告诉制

宪大会说:“无政府是可怕而必要的过渡阶段,只有这时才能创造事物的新秩

序.”〔８〕问题是,这也正是独裁者滥用公投或宪法大会等大众制宪过程,将威权

乃至极权宪法强加于社会的大好机会.两次大战期间,施密特的制宪权至上和

“主权独裁者”理论为希特勒的极权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９〕当代则有委内瑞

拉颇具典型意义的前车之鉴:查韦斯对制宪权的滥用轻易摧毁了拉丁美洲最成

熟的宪政体制.〔１０〕并非巧合的是,阿克曼本人很重视总统的作用,认为总统提

议加全民公投即足以修宪.〔１１〕只是不知耶鲁学派在审视了各国非常规修宪和

制宪的风险之后,是否还会坚持其激进理论.
当然,激进的主张一般是不会被主流接受的,没有多少人会真的认为宪法

规定的修宪程序是闹着玩的,人们还可以公然按照别的程序修宪,尽管对于貌

似修宪难产的美国来说〔１２〕,通过司法解释等蹊径变相修宪已成现实.毕竟,明
文修宪还得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即便修宪程序不合理,也要按既有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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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程序去修改修宪程序.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法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的

基本保障.然而,围绕修宪程序的争议表明,各方对于宪法的定性存在误区.

２０１４年２月,在美国«民权法»实施半个世纪之际,耶鲁大学法学院特地举办了

纪念研讨会暨«我们人民»第三卷新书发布会.如果说耶鲁学派坚持“我们人

民”是宪法权威的最终来源,全体人民的简单多数即足以修宪乃至制宪,那么在

另一个极端,保守自由主义则认为宪法既然是社会契约,其修改需经每个人的

同意.例如巴内特认为,“人民”意味着其中的每一个人〔１３〕,但是由于这样的要

求显然是不现实的,因而只能限于理性的想象:“如果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对于保

护他人权利是必要的,那么就是公正的,并不需要实际的同意.”〔１４〕这样一来,
保守主义又从每个人同意的极端滑向了仅凭少数人想象即可决定立法或修宪

正当性的另一个极端.
问题的关键在于,争论各方在潜意识里都误以为宪法和社会契约是一回

事.如果二者并非一回事,则有些问题立即成为假问题.如果宪法就是一部基

本立法,那么无论是制宪还是修宪显然都无须也无法获得全民一致同意;而既

然宪法不代表全民一致同意的“公意”,因而并不具备“万众一心”的合法性,那
么制宪权也就不像西耶斯所说的那样至高无上、不受制约.〔１５〕因此,要厘清关

于制宪和修宪之间的争议,首先必须正确定位宪法和社会契约的关系,并从学

理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社会契约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它的大致结构和内容是

什么? 它和宪法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如果宪法并非社会契约,宪法又是什

么? 修宪权的宪法边界在哪里? 制宪权的行使又需要遵循什么原则?
本文明确提出,社会契约不是宪法本身,而是作为宪法基础及其存在前提

的“元宪法”(metaconstitution).这部“元宪法”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基本契约.
它在授权制宪立国的同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国家不得侵犯的基

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程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部正当制定

的宪法建立在“元宪法”基础上,直接吸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与内涵.文章

重点论证了建构社会契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首次提出了实验主义契约框架,
并回应了针对社会契约的若干质疑,进而探讨了制宪权与修宪权的重新理解与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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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andyE．Barnettt,“WethePeople:EachandEveryOne”,YaleLaw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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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已较为系统地批判了卢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及其对西耶斯与施密特的制宪权理

论之影响,并指出将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反过来绑架政治实践的内在危险,在此不赘述.参见张

千帆:«整体主义的陷阱———制宪权与公意理论检讨»,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３４７—３６３
页.



二、社会契约为何必要

(一)社会契约与制宪权

“制宪权”概念的提出是宪法政治学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因为它揭示了制宪

(constituent)与宪制(constituted)的不同本质以及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特

殊定位,但是围绕制宪权与修宪程序的争论通常涉及三个相关错误.首先,宪
法就是社会契约,因而制宪和立约是同一个过程.其次,作为成文契约的宪法

是最高法律,在此之上没有更高的基本规范〔１６〕;如果认定社会契约或自然法只

是虚构,也会得出同样结论.最后,“立宪时刻”的制宪权是至高无上和不受约

束的权力;制宪是前无古人、开天辟地的革命事件,不可能受到任何既有法律乃

至道德规范的约束.虽然西耶斯对社会契约语焉不详,自称承认自然法而没有

系统叙述,但他仍然犯了第二和第三个错误.施密特则区分“绝对意义的宪法”
和宪法律,但并未清楚表述他的“绝对宪法”和社会契约之间的关系.无论如

何,他和西耶斯都从卢梭那里继承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都同样认为代表“政治

统一体”行使的制宪权是最高而不受限制的.他甚至认为,无法无天的“制宪

权”并非止于“立宪时刻”,而是在制宪之后“继续革命”、长期存在,继续主导宪

法的解释和实施:“制宪权并非行使一次就完结或被取消了.一种相当于宪法

的政治决断不能反作用于制宪权主体,取消其政治存在.这种意志始终与宪法

同在,并高于宪法.”〔１７〕

卢梭无疑是最重要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之一,但是他不仅创造了方法论存

在严重问题的“公意”概念,而且还强求每部立法都代表对于每个人都一样的

“公意”,从而使得普通立法基本上等同于立约;既然在制宪或立法现实中达不

到一致同意,那么只能以简单多数取而代之,但在此显然可能发生错误的多数

决定,不知为何又从“公意”中继承了其绝对正当性.绝对正确的“公意”赋予制

宪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实际上它不过代表多数(至多超多数)而已.显然,即
便是超多数也同样会犯错误和滥用权力———或更经常的,让别人以自己的名义

滥用权力.１９９９年,查韦斯借助“制宪权”发动“宪法政变”,短短半年之间即轻

易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委内瑞拉宪政体制,足以显现“制宪权”滥用的危险.〔１８〕

在现实制宪过程中,制宪权概念仍然可以有用,只是必须获得重新认识,丢

５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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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国家宪法可能受制于国际规范,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条约以及某些规章与指

令对所有成员国直接适用并具有最高效力,尽管德国等某些成员国法院坚持认为国家宪法是其管

辖范围内的最 高 规 范.SeeDieterGrimm,TheConstitutionofEuropean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pp．５３Ｇ５５.

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６页.
参见张千帆:«作为元宪法的社会契约»,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５７—１７５

页.



弃方法论整体主义笼罩在其上的神秘光环及其在权力场域的放荡不羁,并认真

探讨制宪权滥用的可能性及其控制依据和机制.要认真对待制宪权,必须谨慎

设计制宪程序,让制宪过程既能充分代表民意,又能有效防范这种特殊权力被

查韦斯这样的民粹主义势力利用.西耶斯的“制宪权”与其说是提出了一个暗

含无限权力的概念,不如说是提出了为何、以何、如何约束制宪权的问题.制宪

权之所以被认为不受任何约束,唯一可能的正当性辩护在于它代表所有人意志

的“公意”;一旦“公意”祛魅之后,制宪权也回归平常———它并不是任何绝对意

义上的神圣权力,而只是某个特定时刻基于某个多数共识而制定基本法或宪章

的权力.但设想一下,革命之后,旧制度被推翻,新宪法还有待制定出来,用什

么来规范和限制有限的制宪权就成了一个亟待处理的现实问题.
一个自然的答案是社会契约,但是这个答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首先,老

生常谈的看法是把宪法就当作社会契约.近年来,这种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

疑和挑战,但挑战的论据本身往往混淆了二者的不同性质.其次,如果社会契

约并非宪法本身,它是否存在? 或者说,如果说卢梭等人用“公意”来建构社会

契约的努力被证明失败了,是否还可能并有必要维持这样的理论建构? 最后,
如果仍有可能和必要建构社会契约,它大致具备什么样的结构? 对现实政治中

的制宪与修宪又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本文以下即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二)契约与同意

金斯伯格教授指出,虽然“社会契约”只是一个“隐喻”,并不能真的和两三

人之间的法律契约相提并论,这个隐喻在现代宪政思想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

用,形成了当代宪法的规范基础.〔１９〕 质言之,社会契约论表达了一个中心思

想,那就是国家建构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２０〕 社会契约论之所以具备不可替

代的必要性,首先是因为国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使之

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因而国家在道德上有义务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并征

求其同意.征求所有人的理性同意是立国的基本道义要求,也是国家正当性的

终极源泉.尤其重要的是,尽管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可逆的,国家的产生在事

实上不可避免,但是否获得每个人的同意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形态、目的和

功能.如果一个国家在立宪时刻即可不尊重人民的基本意见和自由选择,甚至

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对人民的恩赐,那么在这种思维下建立的国家必然是独裁专

断的,在立宪起点上就注定不会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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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SeeTomGinsburg,ConstitutionsasContracts,ConstitutionsasCharters,inDenisJ．
GalliganandMilaVersteegeds．,SocialandPoliticalFoundationsofCo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２０１．

SeeJohn Locke,Two Treatisesof Government,Peter Lasletted．,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０．



让我们先从天经地义的起点开始———被统治者的同意(consentofthe
governed).如果说这个问题在洛克发表其１６８９年巨著«政府二论»的时候尚

有争议〔２１〕,那么今天显然早已没有争论余地.正如柯勒律治在１９世纪早期指

出的:“如果政府和一伙盗贼之间有任何区别的话,那么就必须获得人民作为被

统治者的同意.”〔２２〕“这构成了主体和奴隶 、共和政体与农奴庄园之间的全部

区别.”〔２３〕如果说被统治者的同意是政府之所以正当的必要条件,这里的“被统

治者”究竟是谁呢? 在民主时代,政府决策必须获得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对于国

家政体问题,多数人的同意是否已经足够,还是需要每个人的同意? 政府是否

可以对少数人的不同意视而不见? 显然不能.首先,如果一个国家只为社会一

部分人服务———无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习惯性地剥夺其他人的利益,那么它

肯定是不公正、不合法的,至少对于被剥夺者而言是如此.譬如黑奴和妇女无

权参与１７８８年美国立宪,联邦宪法对于他们来说即没有正当性可言,而其中的

规定(如五分之三条款以及将黑奴当作“财产”的普遍理解)或沉默(如妇女选举

权)对他们显然也是不公正的.其次,剥夺部分人的措施无疑会制造社会对立、
加剧社会冲突,与维护秩序与和平的立国宗旨背道而驰.蓄奴问题长期割裂美

国社会,直到建国７０多年后经过一场牺牲５０万人的血腥内战,才得到部分

解决.
最后,多数与少数的分界线往往是变动不定乃至难以定义的;一个政府一

开始压迫少数,很可能会很快蜕变为压迫多数人乃至所有人的专制政体.即便

被压迫的少数带有明显的标识特征,一旦国家压迫或歧视少数发展成了一种内

在倾向,就很难将歧视对象锁定为特定群体.事实上,不尊重弱者是一种“丛林

习俗”;这种习惯产生的后果往往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弱势或少数群体,而完全可

能蔓延到其他人乃至所有人.如果宪法制度设计没有征求和尊重社会所有力

量的意见,变成掌握制宪权的某一方力量强加于社会的结果,那么即便设计得

再合理,如此立宪建国从一开始就孕育了危机,自身不可能长久稳定,也不会给

社会带来长治久安.
法国革命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如西耶斯在其著名檄文«第三等级是什么?»

中正当要求的,大革命的初衷只是要求取消贵族特权〔２４〕,但很快就发展成一个

小集团控制的雅各宾暴政;革命运动一开始只是针对“一小撮”贵族,后来波及

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同派别,最后直接针对激进派自己.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后不

７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Menarenaturallyfree,andExamplesofHistoryshowingthattheGovernmentofthe
World,thatwerebeguninPeace,hadtheirbeginninglaidonthatfoundation,andweremadeby
ConsentofPeople．”Id．,p．３４６．

S．T．Coleridge,TheFriend (４thed．),１８４４,pp．２３５Ｇ２３６．
S．T．Coleridge,OntheConstitutionofChurchandState,１８３９,pp．１５Ｇ１６．
参见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１—４９页.



久,革命恐怖的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也步其后尘.讽刺的是,１７８９年法国«人
权宣言»是一部伟大的文件,看上去很像一部精简的社会契约,因为其中的每一

条都可以说是契约原则.〔２５〕然而,革命精神和社会契约是如此对抗,以致«人
权宣言»一直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直到１９７１年第五共和的宪政院在一项里程碑

决定中适用了宣言.〔２６〕这个结果是戏剧性的,却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革命一开

始就不是一场立约运动.〔２７〕在本质上,暴力革命和社会契约是截然相反的立

国基础;如果说革命的根本是一群人推翻另一群人的统治并取而代之,那么社

会契约则要求获得所有阶层的同意.
因此,如果少数人的同意也是维持合法政府的要素,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

国家不能先验地排除其管辖区域内任何人的同意.哪怕只把一个人排除在外,
也将摧毁整个同意原则,进而将国家建立在蔑视个人尊严、纵容公权傲慢、不对

任何人负责的专横习俗之上.这是因为个人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系列

相关特性的综合———性别、种族、信仰、出生、阶级、地域换言之,一个人实

际上代表了具备某些特征的一群人,排除一个人即等于排除一群人.假如在立

国过程中可以排除任何一个人的同意,那么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排除和他类似

的一群人,并把制宪方案强加于他们之上,而这已被证明违背了同意原则.即

便这群人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这部契约对于他们来说也无疑是没有合法性

的.既然人民的同意是国家正当性的基本要求,那么也就不存在任何先验的标

准将任何人排除于此要求之外.
当然,实践中不可能在物理上征求每个人的同意.如果“秀才遇到兵”,有

人就是满不在乎加入什么契约,拒绝严肃考虑相关问题并解释其不同意的理

由,那么社会将不得不忽略他们的缺席或无厘头反对.社会契约是在广泛的公

共对话中谈判协商形成的,利益立场不同的各个群体就基本事实、价值及可能

８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５〕

〔２６〕

〔２７〕

«人权宣言»只有１７条,大意总结如下:(１)自由和平等权利;(２)自然权利,财产与安

全;(３)主权在民,权利来自主权授予;(４)只有法律才能设定自由的边界;(５)法律只能禁止对社

会有害的行为;(６)法律是“公意”,平等保护、对公共职位的平等机会;(７)刑事正当程序;(８)惩

罚与犯罪严重程度成比例;(９)无罪推定;(１０)表达包括宗教意见在内的自由;(１１)言论自由,法
律规定边界;(１２)军队只能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设立;(１３)在公民中公平分配财政负担;(１４)决定

税收和获知其用途的权利;(１５)行政责任;(１６)分权对于宪法而言必不可少;(１７)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征收要求公共利益与事前公正补偿.
SeeJohnBell,FrenchConstitutionalLaw,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pp．２３９Ｇ

２４２．
在此并非要批评法国革命本身没有沿着立约的方向展开,因为长达数个世纪的中央集

权早已摧毁了立约的制度与文化条件.参见 AlexisdeTocqueville,TheOldRegimeandthe
FrenchRevolution,StuartGilbert(trans．),Doubleday,１９５５,pp．３２Ｇ４０.



后果进行自由辩论〔２８〕;各方都对其同意或不同意提供理由,直到穷尽所有理

由.如果最后有些人对其反对意见提不出可接受的理由,那么他们继续反对也

不会被认为构成有效的不同意.〔２９〕同意原则意味着社会某些人对于建立国家

表示有理由的同意,且没有人对其不同意提供了可合理接受的理由.〔３０〕

譬如一个人拒绝接受立国契约,因为他认为自己“一如既往是天才”〔３１〕,完
全有能力打理自己的一切,那么我们可以提醒他回到“自然状态”的可怕后果;
霍布斯早已将这种状态下的悲惨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孤独、贫困、龌龊、野
蛮、短命.”〔３２〕如果他继续坚持过于乐观的人性假定,却对其立论提不出事实与

理由,那么他的反对将不被认为是可合理接受的.由于显而易见的后果,对国

家的简单拒绝是不可理喻的.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契约论的批评者认定国家是

必需的,并非自愿契约的产物.〔３３〕然而,如果有一个富人出于自身利益而反对

高税与福利挂钩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反对可被推定是有理由的,因为这种安

排确实可能伤害他及其所在群体的利益.我们可以尝试说服他在道德上有义

务资助穷人,或他自己最终会因为福利政策减少犯罪并节省企业运营的社会成

本而得到好处,但是如果他仍然没有被说服并提出了可合理接受的理由,那么

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并未达成社会契约,尽管社会福利体系仍然可以通过

普通立法建立起来———因为他在同意建立国家的时候即已经同意将社会的日

常管理委托给民主立法程序.
虽然同意(consent)本身未必需要契约,但社会契约对于同意立国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里必然涉及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我们可以同意今天下午一

起去爬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这么做,而这种同意并不需要什么契约.但是

如果我们想在一起长期和谐生活,我们必须相互承诺放弃除了正当防卫之外的

武力,并服从国家法律的统治,尽管某些法律的适用对于某些人来说未必直接

有利.如果这个基本承诺可以从国家政权的内在必要性中推断出来,那么我们

９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对于商谈理性在制宪中的运用,SeeJürgenHabermas,“ConstitutionalDemocracy:A
ParadoxicalUnionofContradictoryPrinciples?”,PoliticalTheory,vol．２９,no．６,２００１,pp．７７６Ｇ
７７９．关于法律本身是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内部与之间的永恒对话过程,参见张千帆:«法律是一

种理性对话———兼为司法判例制度的合理性辩护»,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５卷第１辑,第
６９—１００页.

对于此类对话的一个范例,参见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董玉华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斯坎农把“合理接受”表述为更为消极的“不会合理排斥”原则,SeeT．M．Scanlon,

“Contractualismandutilitarianism”,inA．SenandB．Williams,UtilitarianismandBeyond,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２,p．１１０．

特朗普总统曾在一次电视出镜中,回应反对者说自己是stablegenius.
ThomasHobbes,Leviathan,Penguin,１９６８,p．１８６．
例如对于戈德温的观点,SeeJ．Gough,TheSocialContract,TheSocialContract:A

CriticalStudyofItsDevelopment(２nded．),ClarendonPress,１９５７,p．２００．



仍然需要就立国原则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譬如我们想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

和政教分离的国家,那么不同信仰的个人就必须相互商谈并达成协议:我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国家作为正统,以换取你的类似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

通过立约过程才能达成同意.当然,在实践中不可能通过两两谈判,而是通过

每个群体的领袖或代表之间谈判,而每个成员都信任其领袖或代表以他的名义

谈判并形成妥协方案.譬如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的立宪谈判就是首先在主要

政党之间进行,目的是达成基本和解与共识,进而在没有大众广泛参与的条件

下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作为后来永久宪法的原则和基础.〔３４〕

综上,同意原则隐含了一个社会契约;如果没有契约,国家及其宪法就失去

了可靠的合法性基础.社会契约往往是暗含的,人民对统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可

能只有一个默示同意(tacitagreement).如果连默示同意都不存在,或人群中

相当部分都拒绝接受契约原则,宪法文本仍然可能规定了契约原则,但这类规

定通常是无意义、无效力的.如果社会契约不存在,那么国家统治就失去了人

民同意,统治合法性也就不存在.

三、社会契约如何可能

然而,社会契约需要每个人的同意.在现实中,这又如何可能呢? 首先需

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社会契约和宪法一样,是真实———至少可以真实发

生———的契约,而不是像卢梭或罗尔斯提出的假想契约.这是因为我们要用社

会契约来指导现实中的制宪过程,因而不能再用“公意”“政治统一体”之类子虚

乌有的空想来误导现实.我们宁可承认社会契约的现实不可能性,也不能通过

理论抽象的“捷径”制造出一个虚构的社会契约.如果不得不进行理论抽象的

话,那么我们的理论必须保持谦逊、远离神话、贴近现实.总之,我们需要一个

现实主义的宪法世界观.
(一)怀疑主义与实验主义认知框架

在１９１９年的“抵制征兵第四案”〔３５〕,霍姆斯大法官的著名反对意见即提供

了这样的现实主义视角.这个判例的背景是关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

案”中的言论自由.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情苏维埃的左派工运势力在

美国发展迅猛,并频繁激烈抵制美国参战.联邦与各州出于对“红祸”的恐惧,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惩罚左派言行.这些法律是国会多数制定的,代表当时美

国社会多数的“公意”,但是即便“公意”也可能是错的.霍姆斯认为,国家对政

治言论的限制和惩罚违背了“第一修正案”,因为再自信的“真理”也不是绝对正

０１ 北大法律评论

〔３４〕

〔３５〕

SeeRosalindDixon,“ConstitutionalDraftingandDistrust”,InternationalJournalof
ConstitutionalLaw,vol．１３,no．４,２０１５,p．８１９．

Abramsv．UnitedStates,２５０U．S．６１６(１９１９)．



确的,法律所代表的多数人意见显然可以犯错.因此,国家可以强迫公民守法,
但法律不得限制人民的自由表达:

一旦人们理解,时间曾推翻过一度富有战斗力的许多信念,他们终

于坚信:他们所期望的至善,最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换获得;对真理的

最佳检验,在于思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接受的力量,并且这项真理是其愿

望得以实现的唯一基础.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宪法理论;它是一场试验,
正如任何生活都是一场试验.每年每月,我们都必须把命运押在对未来的

预见之上,而这种预见必然基于不完善的知识.

以上这段文字表达了霍姆斯的怀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宪法观.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一个基于现有知识和愿景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们知道目前的知识和

愿景都是不完美的,但是社会亟须法律的规范,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制定明知不

完善的法律并立即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当下法律的弊端和更

好的解决方案,再按照调整后的认知和愿景不断修改立法不论我们是否认

同现行法律,所有人都同样受其约束,因为社会不能一日无法,法律适用显然不

能取决于个人认同.然而,这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法律之所以对所

有人都有强制力,是因为有法胜过无法,而不是因为像卢梭定义的那样,法律代

表“公意”,“公意”就是“正确”的.〔３６〕这是为什么全体公民都有服从法律的义

务,但也都有批评法律的自由.这正是霍姆斯的反对意见所表达的中心思想:
法律只能管制行为,至多包括和有害行为一样会产生“清楚与现存危险”的言

论,而不能触及一般的言论,尤其是批评法律和政府的政治言论.“抵制征兵系

列案”本身即以事实证明,法律显然是可能错误的,多数人的意志也可能是错误

的.在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等法官关于言论自由的精彩论证长期是少数意

见,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转变成多数意见.〔３７〕

以实验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宪法观来看,公意论将多数人通过的法律设定为

“正确”简直是一个玩弄文字游戏的笑话.多数人的判断当然可能错误,真理完

全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怎么能按多数—少数作为划分正确—错误的绝对标

准呢? 按照孔多塞的“陪审团定理”,如果可以假设每个人的判断力大致均等,
且正确判断的概率超过０．５,那么判断错误的概率和人数的平方根成反比.〔３８〕

换言之,在此前提假设下,人数越多,正确的概率确实越高,多数人判断比少数

人判断更可能正确———然而,也只是更可能而已,显然不可能绝对正确.这也

１１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３６〕

〔３７〕

〔３８〕

SeeJeanＧJacquesRousseau,OntheSocialContract,D．A．Cresstrans．& ed．,
Hackett,１９８７,p．８６．

同前注〔２８〕,第８０—９０页.
SeeMarquisdeCondorcet,“EssayontheApplicationofMathematicstotheTheoryof

DecisionＧMaking”,inKeithMichaelBakered．,SelectedWritings,BobbsＧMerrill,１９７６,p．４４．



正是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议制的认识论基础:我们知道多数人可能会犯错误,但
多数人判断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可能正确的结果,因为多数人犯错的概率毕竟

比少数人更小;但我们知道多数人的法律方案也是不完美的,因而必须永远为

批评、改造和进化保留充分的自由空间.
当然,多数主义民主只是暗含于霍姆斯的上述实验主义框架之中,孔多塞

“陪审团定理”的成立也是有条件的,显然并非什么决定都是人数越多越正确.
关键在于,判断者对自己判断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必须充分知情,判断正确的概

率必须至少比一个醉汉扔骰子碰对的概率更高,孔多塞的逻辑才成立,多数人

的集体判断才具有压倒少数的正当性.这就要求言论自由和信息交流获得可

靠的制度保障.即便如此,仍然需要区分不同领域的决策.有些领域涉及艰深

的专业知识,特定领域少数专家的判断显然要比一头雾水的大众投票更可靠.
譬如,我们显然不能依靠非物理专业的一般读者来决定爱因斯坦—波尔之争的

胜负.〔３９〕宪法和法律解释或许是另一个范例,法治国家的通行实践是委托法

官等法律人去做.有些问题未必涉及多么专业的知识,却牵涉一系列常人不甚

关注的长远后果.譬如,英国“脱欧”涉及国家之间的贸易、财政等合作关系,在
一般公民并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贸然诉诸“公投”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另一方

面,某些问题更多涉及利益、偏好、价值立场而非专业知识或复杂事实,但凡身

处其境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因而也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集体的

基本利益.譬如,村民可以目不识丁,却完全有能力选举产生自己信赖的村委

会主任.在某些情况下,“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确实成立.譬如,陪审团制

度本身表明,除去法律解释的专业知识,普罗大众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可以胜过

一位睿智的法官.霍姆斯本人无疑是一位睿智的法官,但他对多数主义民主的

尊重是毋庸置疑的.在１９０５年的另一个著名反对意见中〔４０〕,他明确反对最高

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这个宪法工具,用保守法官的主观思维来捆绑民主立法决策

的手脚.
因此,“陪审团定理”的成立确实是有条件的,但是这并不否认某种集体决

策的必要性.即便睿智如爱因斯坦,也不能违背“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

官”的法治规律,而是要把和自己相关的争议交给适当专业团体的自由判断.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直接民主确实不是什么好主意,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国家决

策可以委托个人独裁.个人决策的错误风险实在太高,选拔标准又高度任意.
且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如何保证这个人能够可靠地代表所有人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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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两位物理大师之间的争论,物理学界本身还没有定论.参 见 Manjit
Kumar,Quantum:Einstein,BohrandtheGreatDebateAbouttheNatureofReality,W．W．
Norton&Co．,２０１０.

Lochnerv．NewYork,１９８U．S．４５(１９０５)．



好? 如何解决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中所要平衡的决策错位成本问

题? 认知难题就足以使得某种民主决策成为必需———去哪里寻找又如何鉴别

这么英明至善、大公无私的中立“决断者”? 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经过正常的公

民教育和自由交流之后,普通民众至少有能力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立法者.这

是总体权衡之后决策成本最低、错误概率最小的制度选择.〔４１〕 至于哪些决定

由公民自己做出、哪些由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的立法者做出、哪些又由相对

独立的法官做出,属于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不论谁来决定,所有决策都可能

出错,立法者和法官也不例外,而制度设计的目标无非是把决策错误的成本降

低到最小.
(二)实验主义契约观

法律是如此、司法判决是如此,宪法及其解释也是如此,甚至社会契约也不

例外.人天生是不完美的,凡是由人创造的东西也注定是不完美的,都需要在

批评、辩论、妥协过程中不断改进.这或许是我们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我们需要

一个国家,没有谁愿意生活在霍布斯所说的“孤独、贫困、龌龊、野蛮、短命”的自

然状态〔４２〕;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部保障人民权利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宪法,因为

我们同样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政府权力无边无际、个人权利不受保障的国家;我
们知道任何宪法方案都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分歧几乎是必然的,但既然必须

基于现在的认知、愿景和共识制定一部宪法,我们只能通过合理的制宪程序制

定一部让最大多数人满意的宪法.这部宪法注定是不完美的,宪法缺陷只有通

过一个尽可能合理的修宪程序不断完善.
建立在实验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以上认知就是我们可以共享的社会契

约,这种共识是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取得的;在此普遍同意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符

合民主原则的过程制定宪法、建立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不是宪法本

身,却是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妨称之为“元宪法”(metaconstitution),
意指在宪法之前或之上,如同形上学(metaphysics)在物理之前或之上.〔４３〕 宪

法则是落实社会契约的一部授权立法,代表着形成基础共识的人民对国家的委

托(trust).我之所以同意制定这部宪法,尽管未必能亲身参与制宪,那是因为

我基本上能够信任负责行使制宪权的机构及其过程;即便我亲自参与,多数选

民也可能投票通过一部我认为瑕疵甚多的宪法.但是用霍姆斯的话说,这是一

场不断持续进行的宪法“试验”.只要这部宪法保留了自由讨论和修改的可能

３１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４１〕

〔４２〕

〔４３〕

SeeJames M．Buchananand Gordon Tullock,TheCalculus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ofConstitutionalDemocracy,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１９６２,pp．６３Ｇ８１．

Supranote〔３２〕,p．１８６．
事实上,亚历山大教授多年前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将“元宪法”作为宪法的大原则,只是

未加 以 深 入 探 讨.SeeLarry Alexandered．,Constitutionalism:PhilosophicalFoundation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pp．２Ｇ３．



性,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我毕竟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而我还有机会使之让变

得让自己更满意.因此,社会契约之所以成为一部契约,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得

有失,而总的来说得大于失:自由民主政体对我来说是总体有利的,尽管不能避

免某些立法或政策对我不利;即便遭遇这样的立法,我也选择服从宪法以及依

据宪法程序产生的法律结果,同时保留批评和反对的权利.
由此可见,社会契约本身也注定是一部不完全、不完善的基本契约;它与其

说是一部成形的契约,不如说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进化的立约过程.任何国家都

不可能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近乎完善的社会契约.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有权订

立自己的社会契约,但这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因而每一代人的契约

都必然建立在已有契约的基础上,围绕自己的焦点问题修修补补.不论如何,
是否存在一个全民同意的基本契约框架,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命

运.任何国家的决策都会出错,程序、制度乃至契约本身也都可能出错;实验主

义契约的目的正是要永远保留自由试验和纠错的机会,杜绝无可挽回、不可纠

正的错误,尤其要谨防委内瑞拉的悲剧重演,防止任何人以行使“制宪权”等名

义摧毁自由立约和试错的制度.
实验主义契约观也有助于让每个人都保持谦虚、务实、宽容的态度,远离自

以为是以及崇拜绝对正确和无限权力的习惯,而这类习惯对人类的和谐生存有

害无利.除了每个人都能理性同意的社会契约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决定都注定

存在不同意见,因而每个人都应当理解,治国就是一场结果未知的试验,某个多

数通过的法律绝非唯一绝对正确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
都有可能错误,因而唯一理性的态度是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言论自

由和民主权利,而非认定某个绝对正确的立场而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道德

正当性.即便自己的立场一时被证明“正确”,也要保持宽容和开放的心怀面对

未来.这正是霍姆斯在“抵制征兵案”的著名反对意见中所表达的言论自由

精髓.

四、批评与回应

综上,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并非具体的宪法安排,而是建立在怀疑主义基

础上的实验主义宪法世界观.每个人都能同意的普遍共识仅限于:(１)建立一

个国家并共同生活在其律法之下,(２)国家需要履行某些基本职能,(３)国家

不可侵犯某些基本权利与自由,(４)国家形态和权力结构须符合某些基本原

则,(５)制宪和修宪程序须使宪法文本具备足够正当性,并为今后的改进留下

足够自由的空间.以上五点构成了社会契约的“原型”(prototype),或者说是

每个国家实现善治的基本必要条件.换言之,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

就以上五点达成基本共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达成更多共识,当然更好.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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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实践中,许多国家离如此基础的社会契约都相距甚远,有的国家可能永远

都不能接近满足以上条件,甚至连第一个条件都满足不了.如果这样,社会契

约只能说是为制宪提供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国家宪法就在契约欠缺的

条件下产生了,因而注定带着致命的缺陷.但如果幸运的话,至少有的国家可

以接近满足全部五个条件,或至少在行宪过程中不断反思并重新塑造社会

契约.
(一)批评与挑战

数百年来,社会契约论自提出后即不断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４４〕 归纳起

来,这些质疑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社会契约在理论或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第
二,社会契约在历史上是不现实的,只能算一个纯粹的假想虚构;第三,社会契

约即便可能现实存在,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它让先辈为后代立约,剥夺了人民订

立契约的基本自由.
首先,社会契约被认为在理论上不可能成立.其中一个主要困难在于人们

因为利益分化而不能达成共识,因而不同版本的契约论都要求个人在立约时刻

忘记自己的私利,只考虑公共利益.卢梭指出,“公意”不能有特定的对象,否则

就改变了自身的性质:“作为公意,它不能对任何人或事做出决定.”〔４５〕罗尔斯

的“无知之幕”也要求人们暂且忘却自己的一切特定身份,在推断正义原则时把

自己想象成一个抽象的人.〔４６〕 如果说卢梭的问题在于他的“公意”是一个虚

构,那么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同样是一个假想的“原始状态”,因而即便某些人

喜欢这个隐喻及从中推导出来的若干正义原则,也不能证明为什么在一个假想

状态下达成的共识能成为指导人们选择的“正义原则”.但事实上,“无知之幕”
是现实存在的,因为我们往往不能足够清晰地预见到宪政制度对自己的未来利

益所产生的后果.如下所述,尤其当契约所要求的国家制度只是一个朦胧的雏

形,制度和利益之间即隔着一层“无知之幕”.譬如除了极少数有能力和野心做

总统或总理的政治精英,绝大多数人对究竟采取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并无直接的

利益纠葛,因而完全可能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国家权力结构的类型达成

共识.
除此之外,社会契约论也被认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譬如有人指出,社会

契约之所以要建立国家,是因为人们陷于“囚徒困境”,不能自动履行互利契约,
因而需要第三方实施;但是这样一来,人们为了实施契约又要建立另一个实施

５１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４４〕

〔４５〕

〔４６〕

高夫教授甚至将社会契约论的雏形上溯至古雅典时代,supranote〔３３〕,pp．８Ｇ１８．
Supranote〔３６〕,p．３３．
See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１,p．１２．



契约,以至陷入无穷循环.〔４７〕 然而,这个逻辑困难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
仅重复博弈可以解决一次博弈所产生的某些困境,而且人性并非是纯粹理性自

私的,道德感、自尊心等某些非理性因素可以帮助解决某些似是而非的悖论.
譬如休谟即认为人主要是理性自私的,但也有感恩、同情、友爱等天生的道德情

感,并认为它们(而非契约承诺)才是公民义务的基础.〔４８〕

其次,社会契约被认为是一个“反事实”的历史虚构.休谟早在１７３８年出

版的巨著«人性论»中就明确指出,真实的国家不可能通过社会契约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约定俗成的惯例逐步形成的.〔４９〕在习俗论看来,社会契约迄今为止只

是一个虚构,并非真实的法律契约,因而也不具备真实契约所要求的当事人明

确同意、固定期限、第三方实施等基本要素〔５０〕,可见社会契约论只是一个被用

来解释国家起源的假想理论;实践中,这种解释并没有一起成功的例子.但休

谟的习俗论本身未必和契约论必然冲突,他只是反对契约论将立约作为突然从

天而降的“神来之作”,主张共识和习俗是在漫长的社会交流中逐渐产生的.〔５１〕

在这个问题上,契约论完全没有必要排斥习俗论;无论是社会契约还是私人之

间的法律契约,通常是在漫长乃至艰难的谈判过程中形成的.二者更深层次的

分歧在于休谟认为正义观本身是习俗的产物,而霍布斯和洛克则把它作为先验

存在.休谟认为,“正义起源于人类习俗”,目的是解决原始社群的“某些不

便”.〔５２〕人类通过习俗,逐渐发展了语言、宽容、权利、责任和财产观念.虽然原

始人达成了相互承认对方利益的协议,前提是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对等尊重,但
休谟仍然坚持协议并非通过相互承诺达到的,而是通过习俗或同意共同协调自

己的行为.〔５３〕本文并无必要在此深究这些细节,因为社会契约并非严格意义

的法律契约,而是在漫长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明确或暗含的协议,
因而在形式上未必和习俗有截然分明的区别.

另外,休谟还反对社会契约论将公民忠诚全部取决于契约承诺所产生的义

务,认为“要在自然法中寻找比利益和人类习俗更强有力的政治义务基础”是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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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的〔５４〕,而如果社会契约得不到每个人的明确同意,就失去了要求公民守法并

服从政府的道德约束力.然而,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现代契

约论所要重点论证的早已不是公民守法义务的依据,而是个人权利和公权限制

的起源.
总之,社会契约不是一般意义的法律契约,而是一部国家形成前的“社会”

契约,因而重点并非是它的实际效力———它不可能具备实际效力,而只是在理

论上确定人民之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不少批评者指出,它不像法律契约

那样具备第三方实施者.〔５５〕问题在于,社会契约本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法律

契约.〔５６〕既然它是制宪立国的正当性基础,因而在理论(而非实际)上是国家

生成之前的产物,社会契约不可能有第三方实施者.虽然现实中的社会契约并

非生成于无序“自然状态”,而是制定或修订于既有秩序之中,它也独立于既有

秩序之外,因而并不能指望依赖其实施机制,因为社会契约的目的正是改变既

有制度,至少是其某些重要方面.社会契约的主要特征在于其“社会”性,意味

着契约形成过程是完全自愿和免于国家强迫的.契约只是带有道德义务,各方

均被期待履行相互作出的承诺:我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你,以换取你尊重我

的信仰自由;我不通过任何强制手段限制你的言论自由,以换取你尊重我的言

论自由;我不歧视你,以换取你对我的平等和公正待遇社会契约的终点是

授权制宪立国,国家会强制实施体现于宪法和法律中的承诺,但这只是立约过

程的自然结果.某些人认为纯粹自愿的过程允许随时撤回承诺,因而过于脆

弱、不够稳定,不足以凝聚一个民族.〔５７〕但不要忘记,最终支撑社会契约的是理

性;撤回承诺的人有义务提供理由,否则撤回或反对不会被认定有效.
最后,社会契约还被认为是对后代不公正的,因为它束缚了每一代人自我

立约的自由.不少学者纠结于宪法或契约的时效,譬如为了解释为什么两个世

纪以前制定的美国宪法仍然约束今天制定的美国立法,而发明出人民主体的连

续性理论〔５８〕,或把契约解释成上帝和以色列订立的“盟约”(Covenant)〔５９〕,这
些论证均显得牵强附会.事实上,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认为,自己从

雅典城邦的民主和法治中得到的好处使之和城邦之间产生了一种承诺,因而即

７１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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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自己受到不公的死刑判决,也选择服从法律并坚决拒绝逃亡.〔６０〕 洛克和卢

梭都将默许当作有效的暗含同意(tacitconsent):“一旦立国,居住即暗含同意,
在领土上栖居即意味着服从其主权.”〔６１〕施密特则认为:“人民也许只是单纯地

参与宪法规定的公共生活,但从这种参与中已经可以推导出人民的同意,人民

的制宪权意志通过这种行动而明确表露出来.”〔６２〕和协调论类似,暗含同意论

有一定的说服力.关键不在于人民是否明确表示同意,而在于赋予人民随时参

与立约、立法、修宪乃至制宪的自由.如果人民享有但并未行使这项权利,那么

就可合理视为他们默认接受了现有秩序;如果哪一天有人打破了沉默,对某些

契约原则表示反对,那么就应该回到说理和辩论环节,重新检视先前共识的合

理性.
一旦形成了基本社会契约,它将适用于国家管辖之下的所有人,包括未参

与者和未出生者.事实上,将现有社会契约“强加”于新生代是完全公平的,因
为它为其出生和成长提供了一个文明安全的国家.他们长大以后,也许会认为

这部契约并非完美,但是生活在这部契约之下显然比没有契约的原始丛林要好

得多.他们早年从社会契约之中得到的滋养足以为其服从国法提供理由,而契

约的改良也只有在安全和宁静的文明秩序下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所谓的

“强加”绝非永久.一旦新生代长大成熟并成为国家公民,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

参与属于他们自己的立约过程;他们可以肯定既有的社会契约,也可以决定修

订乃至推倒重来.当然,也不要夸大事情的严重性.只要这个世界没有遭遇前

所未有的灾难性侵袭,上一代中的积极公民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不会那么快过

时.历史经验与教训证明,低估前辈的智力一般是不明智的,“暴力推翻所有现

存社会条件”〔６３〕只会比旧秩序更糟糕.更为可行的是,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继

承了社会契约,并在有所修订之后传给下一代.社会立约和重新立约是一个不

断连续的过程,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在其历史上留下值得纪念的痕迹.
(二)超越制宪权与协调论

迄今为止,社会契约论对于论证和提供国家正当性、规范并制约国家权力、
指导宪法的形成并评价宪法制度的利弊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除了社会

契约论之外,解释国家正当性的替代理论主要有制宪权和协调论,但无论哪种

理论都不能像契约论那样对制宪过程发挥有效的规范功能.二者都认为社会

契约完全是一个隐喻或假想试验,也未曾有任何人宣称它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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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契约论或许存在这样或那样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其他理

论或概念即可取而代之.制宪权和协调论分处两个极端,一个假定全体人民积

极参与,一个假定全体人民消极“默许”,但各自均不能自圆其说,对于制宪实践

也无甚值得称道的建树.
在一个极端,自西耶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后,制宪权理论曾红极一时,

但自身却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制宪权”之所以成为至高无上、不可约束、号令

一切的权力,是因为它假定自己是“人民”和“公意”(generalwill)的合法代表;
果真如此的话,这项权力只有在人民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才存在.然而,“制宪

权”的无法无天恰恰表明,制宪权理论仍然将宪法和社会契约混为一谈,认定在

制宪之前并不存在社会契约.〔６４〕在实践中,无法无天的“制宪权”已经产生了

诸多危害,甚至摧毁了拉丁美洲最成熟的委内瑞拉宪政民主.然而,英国公法

学家洛夫林仍坚持认为,制宪权概念对于当下仍有意义.〔６５〕 但如笔者在别处

论证,在被剥离了整体主义光环之后,“制宪权”就是特定超多数立法权的简单

指称;虽然这项权力确实和宪制权存在本质差异,但它实际上并不代表全体人

民,因而并不具有什么神奇的魔力.〔６６〕洛夫林自己也承认,制宪权理论的困惑

在于,人民实际上是“不能行使主权的主权者”〔６７〕;行使制宪权的人民是高于宪

法的主权者,日常生活中的人民又必须服从宪法及依宪创设的法律其实,
这些看起来似是而非的问题都是学者给自己制造的概念陷阱.既然制宪权理

论的基础是“人民”“主权”等本身有问题的概念,“制宪权”对于立国立宪造成的

问题比其所解决的更多.洛夫林陷于规范主义和决断主义两极之间,提出一个

折中的“关系主义”理论,目的是要消解主权与主权者、宪制者与制宪者之间的

矛盾关系———人民如何既是制宪者,也受宪法约束.事实上,二者本来并没有

什么矛盾.卢梭早已说过,“自由”就是人民自己为自己立法.这是一个制宪权

理论给自己制造的难题,即便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也不会给制宪过程提供什么

实质性指导和帮助.总之,“人民”“公意”“制宪权”这样的旧概念早已过气,从
中已经挖掘不出太多有用的养分,因而在此不再赘述.

在另一个极端,当代学者哈丁继承了休谟的习俗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

“协调论”,指出契约论假设人在自然状态下处于“囚徒困境”的零和博弈,但事

９１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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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处于“协调”(coordination)博弈.〔６８〕 这一论断本身值

得进一步推敲,因为自然状态缺乏契约实施机制,由此产生大量的背信弃义等

短期自利行为,而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场景.和习俗论一样,协调论的中心

概念也是“习俗”(或译为“惯例”,convention)和“默许”(acquiescence),认为宪

法治理要求在两个层次上形成有效的惯例:“政府从某种特定形式的协调———
惯例———得到统治的权力(而非权利),民众则通过自己的惯例默许这种统治.
一旦获得这两个惯例的授权,政府即有能力做许多事情.”〔６９〕

协调论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不要求人民的积极参与———人民只需要“默
许”;政府则只需要有效治理并协调和社会的关系,一般即能长久获得人民的默

许,而这样的宪法就是“成功”的制度.〔７０〕 无论是在立宪还是行宪实践中,“人
民”往往是被动的,因而协调论的长处在于比较符合现实,不存在像“制宪权”或
“公意”论那样用规范理论绑架现实的危险.然而,它的优势也正是它的短处.
只靠“默许”,并不能为宪法与法律带来尊敬.人民会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假装服

从,并在自认为不会受到惩罚的时候逃避法律,从而使法治变得不可能实现;法
治不可能,则协调治理也就不可能实现.美国制宪者麦迪逊批评１７７６年弗吉

尼亚州宪“只是基于默许”,因为这对于一个政府而言是“危险的基础”.〔７１〕 协

调论赋予人民纯粹消极的作用———默许,在低估人民作用的同时,高估了政府

协调的意愿和能力.它基本上复制了威权国家的治理模式:相对有效的治理,
默许;糟糕或无效治理,不默许.到那时它并不能解释一个自利型政府为何会

甘冒失去人民默许和统治基础的风险而胡作非为,而这在现实中其实经常发

生.事实上,“默许”本身也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如果人民有权自由表达,那
么他们的默许具有实质意义;但如果被剥夺了表达自由和参与权,人民除了“默
许”之外将别无选择.抽除了人民的同意之后,协调论无法鉴别宪法体制的善

恶,因而也不能为设计什么样的宪法提供规范指导.
现实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虽然许多人可能不关心政治,但同样有许多人

是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在风起云涌的“立宪时刻”.没有公民参与,
“立宪时刻”不会自动到来,许多宪法里程碑事件根本不会发生.许多人想要远

离政治、选举或公投,这或许是不幸的事实,但这并不能使政治参与变得不重

要.社会契约与其说是一个结果,不如说是一个不断说理和辩论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行使自己的权利,选择或尝试改变对自己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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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公共生活方式,而那些无动于衷者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机会.立约的

使命落在了积极参与者身上,他们会讨论并就公权力如何运行达成某些基本共

识,由此建立的国家和律法约束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在不存在合理反对的

前提下,某些被统治者的同意对赋予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必不可少的,并对国

家与宪法的性质产生决定性作用.虽然社会契约并非宪法本身,但是对于宪法

的制定和实施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五、结语———重新理解制宪与修宪

“制宪权”是重构国家根本法秩序的“大杀器”,其运用不能不慎.用得好,
可以像南非那样消弭社会裂痕,救国于内战与分裂边缘;用得不好,也完全可以

像委内瑞拉那样分裂社会、摧毁宪法、树立独裁.绝对意义的“制宪权”自封代

表“人民”、绝对正确,不受任何既有法制约束.这种无法无天的“制宪权”早在

法国大革命中即已显现出其杀伤力———宪法不是建立在团结整个民族的社会

契约基础上,而成了“第三等级”打倒特权阶级的斗争工具.结果是,法国立宪

政治从刚一开始就注定了动荡不安、内乱不止的命运.在一个崇尚“绝对”的社

会,不会有谈判和妥协,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契约.即便美国

联邦制宪确实经历了一个精英立约过程,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带着致命缺陷,排
除了妇女和黑奴等社会群体.只是七十余年后一场伤亡惨重的内战才部分纠

正了宪法缺陷.没有社会的充分交流、融合、谈判、妥协,没有一部全民都参与

形成并接受的社会契约作为基础即匆忙制宪,那么宪法很可能成为一个阶级压

迫另一个阶级、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一种利益或观点压迫另一种利益或

观点的工具.
可见,至高无上的“制宪权”完全是偷换概念、混淆逻辑的产物;现实中的制

宪权至多代表了社会的某个超多数,当然不可能“绝对正确”,也不能被赋予不

受制约的权力.正当的制宪必须有立约作为前置过程,在全民同意社会契约的

基础上授权制定新宪.因此,宪法的原则、内容以及制定程序永远是受社会契

约这部“元宪法”约束的.在一个幸运的国家,制宪以立约为基础,宪法直接吸

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幸忽略了社会契约的形成,在
没有契约基础的情况下匆忙立宪,甚至制宪被作为社会压迫和个人独裁的工

具,那么“制宪权”就确实成了无法无天、不受约束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难免会

招致灾难.因此,关于制宪或修宪的争议焦点放错了.关键不在于程序难易,
而是如何利用“立宪时刻”,重新反思与塑造国家的根本契约,并以此凝聚新的

民族共识,在此基础上完成立国制宪或修宪.由此可见,立约或立宪的主要目

的并非是利用某个超多数程序通过某部宪法或修宪案,而是锻造与形成国家共

识;至于单个的法条,不论其多么重要,对其进行通过,在性质上都仅仅是多数

１２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决策程序的立法事务.立约和制宪的目的不是让多数压倒少数———民主立法

程序的正常发挥即足以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得到法律体现,而恰恰是为多数人的

权力设定边界.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立宪及其后的数次“立宪时刻”都可以被视为社会契约

的重大调整.阿克曼认为,除了１７８８年制宪之外,这些时刻还包括有内战与重

建、１９３３年“新政”以及以１９６４年«民权法»为标志的黑人民权运动.〔７２〕１７８８
年联邦制宪是一次精英集团的立约运动,各州在政治精英主导下通过了联邦宪

法.内战与重建则纠正了精英契约的一个重大缺陷,第１３—１５修正案废除蓄

奴制,将黑人等不同种族吸纳入民主政治轨道,并要求各州保障所有人的法律

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权利.和废奴与限制州权不同,新政其实并不要求改变宪

法文本,而主要涉及宪法思维的重大调整.诚如霍姆斯大法官在１９０５年“洛克

勒诉纽约州”的少数意见中指出的〔７３〕,联邦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契约自由”;如
果这项自由存在的话,它可以说是暗含于作为社会契约的美国古典自由主义,
并体现于“洛克勒诉纽约州”等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之中.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
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国家开始系统干预经济.代表多数人意志的

民主立法来势凶猛,但最高法院的老人们仍然固守旧契约不放,只是几经较量

之后才扭转多数意见,配合总统和国会的新政立法.事实上,新政只是打破了

旧契约,并未就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形成真正的“新契约”;私有财产不再像以

前理解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立法可以实施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只是不得

侵犯财产权的核心———譬如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并给予公正补偿.新政与

其说要求修宪,不如说要求最高法院调整其对美国契约的陈旧理解.
相比之下,民权运动则既没有修改美国契约,也没有修正美国宪法,而是推

动落实第１４修正案体现的平等原则.如阿克曼指出,当年北部强迫南部对联

邦宣誓“表忠”并勉强通过了内战后修正案,但并未能就这个问题形成新的社会

共识.〔７４〕１８７４年之后,联邦政府停止在南部武力维持,共和党很快在南部选

举中全线失守,南部民主党的种族歧视全面回潮,第１４修正案规定的法律平等

保护也成为一纸空谈.虽然蓄奴制度被废除,但针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歧

视乃至暴力攻击仍无处不在,有的州和地方立法公然授权歧视并实施种族隔

离.１８９６年,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维持了许多州推行的“隔离但平等”政策.〔７５〕

虽然第１４修正案规定了平等保护,种族平等作为社会契约并不存在.在这个

２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当然,也有人认为,“立宪时刻”不止这四次,譬如或许还包括“里根革命”的经济自由化

改革,但阿克曼否定了这些论点,同前注〔４〕,第３９９页.
Lochnerv．NewYork,１９８U．S．４５(１９０５)．
同前注〔４〕,第１８０—１８５页.
Plessyv．Ferguson,１６３U．S．５３７(１８９６)．



意义上,宪法过于超前了———走到了契约的前头;但没有契约作为基础,宪法承

诺难以落实.１９５４年的里程碑判例推翻了维持“隔离但平等”的司法先例〔７６〕,
启动了重构平等契约的第一步.１９６０年代开始,民权运动在美国社会如火如

荼开展起来,第１４修正案所规定的平等保护才逐步得到落实.〔７７〕这个过程在

本质上是修补契约的内部调整,以落实内战后修正案通过后的未尽事宜.当

然,这个过程迄今为止仍未完成,今天美国社会仍不能说每个人都接受了平等

原则.虽然美国宪法的实施总体上比较成功,但美国少数族群的命运表明,具体

的宪法实施仍离不开人民的广泛参与.尽管参与越多未必表明宪法越成功,但人

民的同意和社会主要力量的共识对于一部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见,对于美国等许多国家而言,制宪和修宪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陷入

杰弗逊的“每代人再来一次”的程式则不仅显得教条,而且也忽视了不当制宪或

修宪带来的政治风险.“耶鲁学派”的问题在于过分倚重明文修宪对于社会变

革的必要性,甚至不惜超越宪法明确规定的程序主张“大众修宪”,而这显然不

是一个法治社会所能接受的.如果修宪程序过于困难,那么也需要通过现有修

宪程序修改修宪程序,更何况即便是美国联邦修宪实际上未必那么困难〔７８〕,或
即便困难也未必是坏事.〔７９〕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立宪时刻”未必涉及制宪或

修宪;有的可能只是涉及精英集团的认识调整,有的则需要广泛参与的社会运

动重构契约与共识.和制宪或修宪相比,立约更为重要;没有社会契约作为基

础,即便宪法规定了也未必能落实.当然,如果现行体制未能体现社会契约的根

本重构,那么确实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制宪或修宪也是建构

契约的最佳时机.尤其对于深度分裂的危机社会,制宪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南非

的分阶段制宪经验体现了立约先行的基本思路,具有相当普遍的借鉴意义.为了

促进社会契约的形成,各主要政治与社会力量应首先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然后制

定临时宪法以规定立宪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再正式制宪.这样不仅有效降低了

制宪风险,而且也使正式宪法尽可能准确地体现社会契约的精神与内涵.

(审稿编辑　康　骁)
(校对编辑　王泓之)

３２社会契约为何必要、如何可能?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Brownv．BoardofEducationofTopeka,３４７U．S．４８３(１９５４)．
早在１９４０年代,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撤销了德克萨斯等州对黑人的选举歧视,

落实了第１５修正案对少数族群选举权的平等保护.
Supranote〔１２〕,p．２３３．
Supranote〔１２〕,pp．４１Ｇ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