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宪法信仰的生长根基

———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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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的基本内涵引入 ,说明了宗教对美国的广泛深刻的影响 ,着力论证了宗教赋予了美国宪法以其精神、方向
及其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由此 ,说明了中国的宪法实施必须与本土文化的互动 ,才能培植起中国宪法文化 ,也才能解决中国宪法信仰缺失的问题。
　　【关键词】政教分离　信仰自由　宪法文化

　　哈罗德·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 》中坦言 :在美国 ,“我们的全部文
化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 ”,他忧心忡忡地呐喊着“法律必
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笔者身处教育阵地数年 ,深刻体会着
中国学界的普遍担忧 :“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怎样复建”;而作为宪法领
域的研习者 ,这种担忧则具体化成为了 :“中国的宪法信仰来自何方”。

上述疑问的合理性在于———在建设宪政国家的过程中 ,人们已经
发现了 :离开了本土根基的宪法复制总是不如人意 ,是因为我们没有找
到宪政信仰的生长根基 ,即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宪法文化 ! 从“过去
会向我们昭示未来”的哲学逻辑出发 ,本文将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
一款为例 ,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证明 :是美国宗教赋予了美
国宪法以其精神、方向及其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进而说明中国宪
法必须从中国本土文化里寻找其信仰的合理性和神圣性 ,才能培植起
中国的宪法文化 ,解决中国宪法信仰缺失的问题。

　　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概述
该条表述为 :“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
前半个分句常被称为设立分句 ,规定国会不得通过立法设立宗教。

正如杰斐逊在 1802年致浸礼会信徒的信中说 ,这是在教会与国家之间
建立“一道隔离的墙”(W all of separation)。此即政教分离。

后半句常被称为自由实践分句 ,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禁止宗教自由
实践。所以 ,也有人将其称为“信教自由 ”条款 ,美国特色的“个人自
由”恰建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中把伸张这一宗教前提称作“西方文化得以发展的真正创造性因素”。

这一条款说明了宗教对美国的深厚影响 ,也说明了宗教和法律之
间存在着一种特殊且密切的关系。

这种法律与宗教的特殊且密切的关系 ,在《法律与宗教 》中 ,被伯尔
曼直接表示为“法律与宗教的隐喻关系 ”。他指出 :在西方法律文化传
统的演进史中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甚为密切 ,二者具有四个共通的要
素 ,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其中 ,宗教赋予了法律以其精神、方向
及其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接下来 ,沿时间河流而上 ,做一番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原则的
宗教历史溯源 ,这种美国宪法与宗教的关系就更为清晰。

　　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的宗教溯源
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 ,起源于基督教中耶稣对弟子的教诲———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圣经》) ,成形于的新教的“因信称义”教
义 (注释 :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 ,因信称义”。其基本
逻辑是 ,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 ,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
脱不了罪性 ,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所以 ,人获得救赎 ,必须依靠上帝
的恩典。这就是“本着恩典 ,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这一教义导致的推论是 :第一 ,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 ,也
就缺乏与政府结合的欲望 ,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第二 ,既然信仰
是上帝赐与的 ,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直接沟通 ,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第三 ,既然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那么无论政府
还是教会的领袖 ,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正是依据这些教义 ,新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在这个新教徒创立的国家 ,美国建国者们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规定 :

“国会不会制定出一种推崇某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 ”。在正式
的宪法中也导入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当了解到了宗教和法律如此密切
的联系 ,历史学家贝雷才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 ”,社
会学家施密特也才说 ,“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 ,不是因为在他
们眼里宗教不重要 ,而是太重要了”。

到此 ,以美国为例 ,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看到宗教获得了法律力量的

维护 ,而法律也自宗教中找到了其合理性和神圣性的源头。例如 ,基督
教传统认为上帝的意愿是绝对的权威 ,所以反对绝对的政治权力的 ,认
为上帝、教会和个人的尊严 ,不容被国家权威所亵渎的。进而 ,宪法的
“限政”精神获得宗教的合理性和神圣性。正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 ·
达维德所说的那样 :“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 ,取消某种制度 ,但不可能在
短期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 ,同宗教信仰相连的习惯和看法。”

于是 ,美国人成为了“二元神论 ”者 ,如果他们信仰上帝 ,那么他们
也信仰法律 ,因为上帝与法律是一体的。由此 ,我们才能理解 ,温伯格
为什么说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

当然 ,笔者并不认为西方宪政的唯一根源就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
传统 ,应该还有人文主义的、启蒙的、理性的等非宗教根源。并且 ,宗教
传统与宪政也不是没有矛盾 ,至少在中世纪对宗教信仰自由是不接受
的。直到 20世纪后期 ,所有的主流教会才改变了他原有的立场 ,完全
支持民主宪政。但我们总得承认 ,当代西方宪政大树是在吸收了其宗
教传统的精华养分后成长起来的。

不过今天 ,这棵宪政大树最大的危机 ,也正来自其宗教根基。这就
是伯尔曼所指出的———当代西方 ,法律与宗教的观念均已陷入偏狭 ,以
致割裂了传统中法律与宗教的这种关系 ,尤其忽视了法律中应有的宗
教因素 ,法律因而失去了神圣性而沦落为尘世中的一种工具。

有鉴于此 ,伯尔曼指出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 ,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所以 ,他才呐喊“法律必须被信
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所提示的那样 ,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
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要建成宪政中
国 ,也必须要找到宪政实施的精神力量———国民的宪法信仰 ,但问题
是 :该从哪里植根国民的宪法信仰呢 ?

　　三、中国宪法的传统文化之根
宪法信仰是无疑是属于宪法文化的命题。当一种文化面临危机的

时候 ,应该从何处寻找并通过何种途径来寻找解决的路径呢 ? 诚如本
文开篇强调的那样———过去会向我们昭示未来。事实上 ,西方文化不
正是一次次地从其文明的源头找到应对危机的方法吗 ? 最后还实现了
文明和传统在得到继承的同时不断向前发展。

但是这样简单的道理却让今人犹疑。
的确 ,从我们这个民族诞生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我们也认为 ,当遇到文

明或者民族危机的时候 ,是可以也应该从祖先那里得到启发的。所以那时
即便是对于现存社会的变革 ,也是从先前的历史中找到当下改革的“先例”
和“模型”,甚至到了 19世纪末 ,康有为还不得不采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来
证明维新变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 ,在此之后 ,随着一系列战争的失败
和旧文明体系崩溃 ,中国人开始对伟大的中华文明形态失去信念 ,也就丧失
了从从自己祖先的智慧中汲取营养的勇气———“对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的积
极态度都容易被当成不合现代性的需要而遭到质疑。”而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的思考方式被从西方寻找答案所取代。

后来 ,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徘徊 ,我们也明白了未来的中国不可
能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文明的样式———因为即便“改造国民性 ”是可取
的 ,它却也永远洗不掉黄河泥沙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累累斑痕。但是一
百多年的疑惑毕竟不是可以瞬间消退的。人们迷蒙的问 :我们真的能
够从祖先那里 ,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嘛 ?

让我们重复《法律与革命》序言中的这句话 :“如果没有一种对于过去的
重新整合 ,那么 ,既不能回溯我们过去的足迹也不能找到未来的指导路线。”

上文已经说明了 ,法律与宗教的融合、分离与博弈是美国社会永恒
的话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其法律制度中由显性和隐性的宗
教因素构筑的精神支柱 ,确实支撑着这个承载着整个 (上转第 3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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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砂浆回归分析计算
表 3

n W i ai W i2 ai2 W i. ai

1 120 1538. 87 14400 2368120. 88 184664. 10

2 360 5206. 20 129600 27104518. 44 1874232. 00

3 600 9837. 12 360000 96768929. 89 590227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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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fns = Kn ×645. 48 ×8. 65 - 0. 78 = 119. 95 = 120kg/cm2。
根据多次检测结果 , fns值应乘以 knc修正系数 , kns = 0. 85则。

　　此检验结果相关性好 ,准确可靠。

　　四、几个技术要点的说明
LGJ法的理论依据是雷延智破碎定律 ,若获得理想的结果 ,必需掌

握下述几个技术要点。
1. 关于冲击功 (W i)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即锤重 (Q )落距高度

(H)和冲击次数 (N )。只要总的冲击功已定 , Q、H、N必需根据被检验
的砂浆强度高低、令期、科学的选择其选择原则是 :对于 9. 8MPa ( 100#)

以下的硬化砂浆 ,冲击次数 N宜选定为 10次 (2 + 4 + 4 = 10次 ) ,在此 N
值的前提下 ,应根据硬化砂浆强度范围 Q和 H参量。一般情况是随着
强度的增高 , Q和 H参量逐级增大。但 H值不应大于 50cm。而 Q值不
宜过小 ,因为锤重过小会使得一次冲击所得到的破碎比过小 ,造成试料
变形 ,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就要偏高。所得到的表面偏小 ,这就直接违反
了雷延智定律 ,从而所获得的试验结果相关性很差。

2. 合理选择求
& S
&W

值的试验点数和每次筛分时间对保证结果的可

靠性具有重要意见。试验操作者在决定筛分次数时应考虑两个原则 :
一是要尽量减少筛分和称量次数 ,这不仅是称量工作费时费事 ,而重要
的是在筛分过程中由于试料的互相撞击也是在给试料作功的过程也会
使试料的表面积增加 ;二是必须保证有最低限度的试验总数来描述《功
耗 W - 表面积 S》直线部分的斜率。试验已充分证明不同硬化砂浆 (W

- S)都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 ,其相关系数 r值都在 0. 997
以上 ,因此采用《2·4·4》制三个不同功耗和表面积的对应数据来计算
值 ,已能满足试验精度要求。

3. 关于砂浆中砂子含量对《fns～
& S
&W

》关系的影响。试验指出 ,当

砂子的细度模量 Mn超过 2. 1～2. 9范围以及每立方米砂浆中含量超过
1300～1600㎏ / m3的范围时 ,按强度计算出 fns值必须乘以相应的修

正系数 Kn = 0. 54 + 0. 46 .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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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砂浆碳化对冲击结果的影响 :
砂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受到大气中 CO2 (3～5‰。)的作用使砂浆

中的 Ca (OH) 2逐渐形成 CaCO3,导致碱性降低 ,硬度增高使强度和耐
久性降低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碳化后砂浆硬度增高 ,冲击功能也就

会增加。因此 & S
&W

值偏低 ,计算出的强度 ( fns)值偏高。但碳化后的砂

浆强度究竟偏高多少 ,我们现在尚没有找出规律性。因为要做出模拟
的完全碳化的砂浆试件供对比试验比较困难 ,目前正在探讨试验中。

实践证明 LCJ法检测硬化砂浆强度 ,能够迅速而准确的鉴定砖石结构
中各类砂浆的强度。为控制和处理工程质量开辟了新的检测途径。

(下接第 324页 )社会越来越高期望的庞大法律框架。
法律与宗教的理想图景应该是两者的融合。这非意味着回复原始

的彼此不分的混沌 ,而是对两者原始状态的一种现代性回归。即强调
不应仅仅关注于书本上的法律 ,而应深入到法律赖以制定、解释和适用
的过程中去 ,进而回溯法律浸渍于宗教的神圣性痕迹。基于此 ,基督教
成为了“美国的遗产”,虔诚的宗教信仰推动了美国的发展。

为了不让“法律被信仰”或者“宪法被信仰”仅仅停留于口号 ,中国
宪法就应该回溯。这种回溯 ,应该是包括了宗教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
文化 ,即包括儒释道三大主流文化在内的诸子百家。当然 ,这种回溯还
有一个前置工作 ,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 ,解读出属于中国的
遗产。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没有发展出能统驭全国的宗教 ,但我们有
一个独具特色的儒释道三大主流文化共同烘托的爱国主义传统或称整
体主义传统。这就是中国的浸渍于宗教的法律信仰之光 !

例如 ,道家讲究“道法自然”,儒家讲“天人和一 ”,不正是中国的传
统文化中的“限政”因子吗 ? 如此种种 ,还有很多 ,都有赖于我们对中国
文化的深入解读 ,我们对此应该具有信心。放开视野 ,君不见在海牙国
际法庭一个名为”人类伟大法官”的展厅里 ,在美国国会里 ,都挂有我们
孔子的像吗 ? 这已经说明了西方已经开始重视孔子的司法实践活动与
法学研究活动。 (注释 :事实上 ,孔子确实当过鲁国最高司法长官 :大司
寇。他任职过程中 ,断狱公正 ,执法严明 ,羊贩子 ”沈犹氏不敢朝饮其
羊”,三年中 ,如一向胡作非为的”慎溃氏逾境而徙 ”。孔子作为一个大
法官 ,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 ,使无讼
乎 !”,这也许能体现儒家对法律的看法。孔子和所有的法官一样 ,在审
理案件时“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 》

所记载的孔子断案“文辞有可与人同者 ,弗独有也 ”。所以孔子办案和
所有法官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听讼犹人”,但是 ,孔子的最高理想
是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诉讼 ,这是“必也使无讼乎”。)

在我看来 ,我们提出中国宪法文化及宪法信仰的可能的危机的意
义在于 ,促使人们不断反思我们今天的宪法文化是否已经走入歧途 ,然
后及时的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向。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这种带有预言性
质的反思被认为是多么的荒诞不经 ,作为法律学者也并不尴尬。毕竟 ,
每个时代总需要一些冷静或保守的人来唱唱反调 ,以便让整个社会不
会因过于狂热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总之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一方面 ,我们也反对那种固步自封
弃西方悠久的法治文明不顾 ,一切从头做起 ,耗费大量成本从“本土资
源”中去寻求点滴“法治”的因素 ,这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但另一方
面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 ,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宪法信仰
的过程中 ,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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