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国家宪法日」座谈会

主题演讲：国家安全与宪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端洪

尊敬的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尊敬的骆惠宁主任，各位嘉

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向大家报告的主题是 “国家安全与

宪法 ”。

当我们说 “国家安全与宪法 ”时，我们不是在简单陈述什

么，这个语式并不只表示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意味着二

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规范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是什么呢？这

便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这个话题和香港有什么关联？我们不妨从一个众所周

知的具体例子入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 “应自

行立法 ”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了香港国安法，人大常委会立法是经过全国人大授权

的，授权决定申明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

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做出

的。这里牵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全国人大常

委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还牵涉到香港基本法与宪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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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国安法出台前后，国外和香港一些人

指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僭越了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侵犯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破坏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如何回应这种指

责呢？要完整地做出有效响应，就应该厘清国家安全与宪法

的关系。

下面我将提出三个命题并逐一阐释。 1、主权安全是宪

法生命力的前提； 2、宪法是国家自我保全的法； 3、宪法忠

诚是国家安全的力量源泉。这三个命题表达三个大的道理，

我相信，明白了这些大道理，很多疑惑也就烟消云散了。

一、主权安全是宪法生命力的前提

这个命题预设了两个前提性命题： 1、国家是一个安全

系统； 2、宪法的效力和生命力是主权者赋予的。

为什么说国家是一个安全系统呢？尽管从古到今人类

有一种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憧憬，但人类政治史告诉我们，

国家是唯一现实的政治生存方式。关于这一点，所有的社会

契约理论都用理性选择的模式给出了有力证明。其中，霍布

斯理论最为透彻。人们为什么结成国家？根本的目的就是安

全，因为 ——按照霍布斯的说法 ——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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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 ”， “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

人的战争 ”。怎么走出霍布斯丛林呢？那就必须建立一种 “能

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 ”。这种权力就是主

权，那个主权实体就是国家，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霍布斯

的理论有两条逻辑线索。一条是：战争状态 ——国家 ——和

平。战争状态是起点，国家是手段，和平是目的。另一条线

是：个人安全 ——主权 ——国民安全。这里，个人安全是原

始动机，主权是手段，国民整体安全是归宿。总之，只有国

家才能提供国民整体安全，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安全系统。

关于这个论点，一些香港人可能认为不符合他们前辈或

自己的生活经验，觉得香港应该是个反例或者例外。英国占

领香港后一百多年里，很多人为了个人和家人的安全，用各

种手段从内地迁往香港，并且 “借 ”这个地方发家致富了。一

些人从此没有国家的概念，把自己当成世界公民。

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觉。第一，英国占领香港是战争的结

果，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这从反面说明了国家提供安全的重

要性。第二，人们之所以逃往香港，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英

国比中国强大，可以提供安全，这验证了上述命题而不是否

定了上述命题的有效性。第三，香港人在英殖民统治下的安

全不是真正的公民安全，而是没有政治主体资格的安全。民

 3



 

 

  

 

 

  

 

 

  

 

族整体的安全是一种自主的、有尊严的安全。

为什么说宪法的效力和生命力是主权者赋予的？简单

地说，宪法是制宪权的产物，制宪权是主权的应用。这个道

理，在成文宪法时代已经变成了常识。诚如霍布斯所言，主

权是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如果主权安全面临危险，宪法必

然处于同样的险境。无法想象，一个国家一旦丧失主权，其

宪法还能安然无恙。

一些西方国家和香港揽炒派攻击香港国安法时，在观念

上把香港基本法的效力和生命力与中国主权完全割裂开来，

甚至对立起来。这在知识上是拙劣的，其本质就是港独。须

知在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那一刹那，香港全部的法制

就切换了效力的源头，这个新的源头就是中国的主权意志，

宪法第 31 条则是一个转换插头。 “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

变 ”，这本身也是一个主权决断。因此，回归以后的香港法治

应该是新宪制法治，与国家的安全紧密相关。

二、宪法是国家自我保全的法

  英文  “Constitution”的本义是指一个事物的构造。这个词，

用于描述政治体之后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褒义词，说一个国家

 4



 

 

  

 

 

  

 

 

  

有宪法，就好比说一个人发育良好、身体健康一样。衡量好

宪法和坏宪法的标准，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是否安全，

二是人民是否自由。

宪法是国家自我保全的法，而不是一个 “自杀契约 ”。因

此，一方面，宪法制度设计必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不能朝着相反的方向解释宪

法，将宪法规范解释为具有从根本上有害于国家安全的内

涵。

宪法的任务是将主权权威转化为客观的法律秩序，在个

体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同一性，在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建构统一

性。为此，立宪者必须宣示主权原则，并创设主权代表机构；

界定谁是 “我们人民 ”，划清 “国民 ”与 “外国人 ”的界限；划定

领土边界，以与别国领土区分开来；将主权转化为具体的法

律权能，并将其授予各中央国家机关；设立统一的公民资格，

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合适的权力配置方式将各个地

方整合起来。

宪法的效力覆盖全部领土，主权所及，即宪法法域；宪

法是最高的法律，中央立法凌驾于地方立法。当民族的同一

性和国家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宪法授权特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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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例外状态，悬置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范，动用一切必要

的手段保卫国家。

世事如云，变幻不居，宪法设计不可能一劳永逸。美国

独立后从邦联条例到联邦宪法的变迁，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

邦联权力太小，无法保障内外安全。

关于宪法解释如何符合国家安全的目的，这里不做抽象

论述，我想讲一个美国宪法的故事。林肯的前任总统叫布凯

南，南部州开始闹分离时，他在司法部长的法律意见的支持

下认为，尽管南部没有分离的权利，分离是违宪的，但联邦

也没有权力用强制的办法阻止南部分离。林肯是律师出身，

上台以后，不顾国会的反对势力，排除了最高法院的阻碍，

动用了战争的手段，挽救了美国。从此，美国才真正成为一

个 “民族 ”（ nation）。有人称这场战争为 “血的救赎 ”。林肯在

《 1861 年 3 月 4 日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详细地论述了反对分

裂的宪法理由。他一开篇就阐述了他的宪法信念： “永久性，

在一切民族政府的根本法中，即便没有明确表达，也为其所

隐含。 ”然后表达了他将竭尽全力执行联邦法律的决心，并申

明 “这样做，纯粹是我的职责。只要行得通，我将履行这个职

责，除非我公正的主人，美国人民，撤回必要的手段或者以

权威的方式作出相反的指示。我相信这不能被当作威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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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被视为联邦公开宣告的目的，即：它将合乎宪法地捍卫

和维护自身。 ”何谓 “合乎宪法地捍卫和维护自身 ”？此语可以

做双重理解，一是，联邦将按照宪法捍卫和维护自身；二是，

联邦捍卫和维护自身是天然合宪的。

针对最高法院的阻碍，他直接诉诸主权者 ——人民。他

指出， “正直的公民必须承认，如果政府在重大的影响全体

人民的问题上的政策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无可逆转地固定下

来，那么，在当事人的普通诉讼中，在个人诉讼中做出这种

判决的那一刻，人民将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实际上在判决

所涉的范围内将他们的政府交到了那个位高权重的法庭手

中。 ”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很多方面打破了经典的主权理论，香

港基本法关于香港高度自治的宪制安排确实是世界宪法史

上的独特现象。但是，无论单独解释还是结合国家宪法一起

解释，它都不能被理解为是 “国家自残的法 ”或者 “港独的保护

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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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宪法忠诚是国家安全的力量源泉

国家安全依靠诸多力量，人力、武力、财力，最重要的

是人心之力。没有忠诚，什么力量都难免成为敌人的战利品。

忠诚是构成政治体同一性最重要的道德要素和原则，也

是代表制责任原则的道德基础。没有公民的忠诚，国家就没

有政治同一性；代表若不忠诚，就会出现代表制危机。

忠诚是这样一种道德情感和行为方式，即一个主体心甘

情愿地将自身与对象同一化，并愿意为对象付出努力、做出

牺牲。忠诚具有极强的区别功能和排他性。忠于一个人或一

个组织，同时也就意味着当这个人或者组织与其他人或同类

组织发生利益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效忠对象的利

益，并为之斗争。可以不夸张地说，排他性或敌友区分是国

家忠诚和宪法忠诚的实质。美国的入籍誓言便是一个极好的

例证，这个誓言是一个五重誓，包含五个方面的道德和法律

义务。

国与国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需要忠诚，而在于忠诚的模

式不同。也不妨反过来说，不同的忠诚模式产生和维系了不

同的国家形态。纵观人类政治史，国家忠诚模式的变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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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大规律：第一，从下对上忠的单向结构演变为以公民相

互忠诚为基础，以公务人员忠诚为核心的模式；第二，从多

层次复合结构演变为直接对主权者效忠的结构；第三，效忠

对象从具体人格转变为国家的抽象人格和宪法；第四，国家

忠诚从卑微的义务上升为道德自由，即 “积极自由 ”加 “服从意

识 ”的综合情感与德性。总之，宪法忠诚是现代国家政治忠诚

的普遍模式。

在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内，香港中国公民的政治忠诚是

一种复合结构的忠诚：一方面要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另一

方面也要对国家有最起码的忠诚，香港国安法就是维持底线

忠诚的常态法治手段。

如何培养公民尤其是官员的宪法忠诚呢？人类最虔诚

的情感莫过于宗教情感，除非宪法成为公民宗教，否则国家

就不具有最牢固的情感基础，就难以建立最根本的同一性。

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就缺少连接的精神纽带。

一旦宪法成为公民宗教的圣典，宪法宣誓也就成了共和

国的公民宗教仪式，是镶嵌在世俗国家之内的神学结构，是

将人民聚集在一起的力量。

 9



  

 

 

  

 

 

  

人们不会忘记， 2016 年 10 月 12 日，香港第六届立法会

多名候任议员在宣誓过程中的丑陋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

时主动出手，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第 104 条的解释》，起到了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重要

作用。有人质疑《解释》加料，主要的理由是，香港《基本

法》第 104 条没有规定行为规范和后果，而《解释》详细地

解释出了两方面的内涵。这种质疑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做

法理的论证，只想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质疑是多么滑

稽。

人类各民族普遍存在发誓的文化，这是因为人类作为言

说的动物，当他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时，学会了用语言玩游戏，

撒谎就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一旦人会撒谎，语言原初的指

意功能便遭受了挫折，能指与所指便不能吻合。如何让别人

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呢？于是产生了另一种语言游戏  

——誓言。誓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其目的是禁止谎言

游戏，确保恢复语言原初的正常功能，从而使人相信发誓者

所说的话。

为什么誓言具有特殊的力量？按照古典学者的定义， “发

誓实际上是招引一种比自身更伟大的力量来维护声明的真

实性，其方式是，如果声明虚假，即施予自身一个诅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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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一个完整的誓言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一

个关于事实的陈述或一个承诺；第二个要素是引诸神为见

证；第三个要素是一个针对伪誓的诅咒，也就是发誓者自愿

承担的后果。

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誓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惧

怕神灵的暴怒和报复。但是，在当代哲人阿甘本看来，誓言

的真正秘密就藏在 “我发誓 ”这个语式中。 “我发誓 ”是一种 “言

说行为 ”的完美范式。所谓言说行为，即用言说就完成的行为，

述即是行。这个语式将 “我自己 ”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直接

推向前台，并配合一定的誓礼，也就是仪式。在这个类似于

法律中的例外状态的特殊时刻，起誓者还原为一个赤裸的生

命，并且将自身的赤裸生命献祭出来。在阿甘本看来，正由

于誓言首先是语言的圣礼，因而誓言能够作为权力的圣礼。

宪法宣誓是神圣的言语行为，是权力的圣礼。公开的宪

法宣誓意味着引人民为证，向人民奉献自己，因为在共和国，

人民是主权者，是制宪权主体。主权者人民即便不在场，也

必须被假定为不能缺席。你见或者不见，主权者就在那里，

见证着宣誓。亵渎誓言就是亵渎神灵，就是向神灵宣战，怎

么可能没有报应呢？亵渎宪法誓言就是亵渎主权，向主权宣

战，怎么可能还有资格担任议员呢？起誓，已然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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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诸人的良知，最后一次求助于言语的力量，一旦起誓也无

效，言语之力既已穷尽，道德信任业已破产，那就只能退而

求助于法律制裁了。

在我国，港澳基本法最先确立宣誓制度，就是要把两个

基本法作为港澳的公民宗教。如果基本法不被信仰，港澳本

地居民拿什么作为政治共识？港澳地区依靠什么与中央建

立互信？

让我们真诚而严肃地对待宪法和基本法吧！愿祖国平

安，香港平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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