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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与其说是一个神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哲学上的概念。它以一种独
特的方式进入现代并逐步完善，政治的因素逐渐地掩盖了宗教的含义，最后以宪
政的形式体现出来。圣约观源于希伯来圣经，是基督教中一种极其独特而又影响
深远的宗教观念和思想。圣经中的“四重约”勾勒出从圣约到契约的世俗化过程。
作为一种经典的传统思想，基督教圣约观在经历现代思想洗涤后并没有消失，而
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入现代，介入政治生活，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圣约观与
联邦主义宪政逻辑相容。个体平等、权利神圣、有限政府等宪政观念恰恰为基督
教圣约观所涵括，从而赋予了这三个核心要素以神圣背景和道德基础。因此，基
督教圣约观是联邦主义宪政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之一。
基督教圣约观塑造了美国的宪政文明，指引着美国政治制度的构建。这种信
仰层面的圣约观由清教徒们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转化为实际运行的联邦主义宪政制
度，为美国奇迹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和制度根基。美国联邦主义宪政的发展
是一个从圣约到宪约的过程。圣约先于宪法，宪法先于宪政。宪法中隐含着作为
高级法的圣约思想，宪法一旦失去（神）圣约（法）的高级法背景，就缺失了神
圣性。圣约思想为联邦主义宪政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范式和抽象的观念
支撑，不断推动宪政制度走向完善。
关键词：基督教；圣约观；宪政；联邦主义

Abstract
The covenant i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ception rather than a divinity one. It
has entered the modern era in a particular way and gradually got consummate. Its
religion content has been progressively covered by the political factors during the
course and the covenant has finally performed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 is
from the Hebraic bible and also a significant and unique religion thought in
Christianity. The four kinds of covenant in bible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process of
temporalization from the covenant to the contract. Instead of disappearing through the
percolation of modern thoughts, the covenant of Christianity has merged, as a classic
traditional thought, with the modern political life in a unique way with its powerful
vitality. The covenant though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logic. Some
constitutional conceptions, such as personal equality, sacred rights, restricted
government, are coincidentally covered by the covenant of Christianity, which has
endowed these three essentials with holy background and moral foundation.
Wherefore, the covenant of Christianity has provide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with
one of the spirit support and value resource.
The covenant thought of Christianity has shape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and guided the con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he covenant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believe into the practical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federalism in Puritans’ two generations, which has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oughts and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federal constitutional system can be defined
as a process from covenant to constitution. The covenant is prior to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prior to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s the Constitution conceal the covenant
thought which is taken for the advanced law, once dose the Constitution lose the
background of the advanced law of the covenant, it would definitely lose the holiness.
The covenant has provided the specific system model and abstract thought support for
the formation of federal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pushed it to be consummate.
Key Words: Christianity; Covenant; Constitution;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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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基督教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美国
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民主的基石——《五月花号公约》记载着，要以上帝的名
义继续清教实验，来完成上帝的事业；短短的美国独立宣言中竟有四次提到上帝，
如果删去“上帝”二字，独立宣言的精神就无法理解；
《权利法案》第一条就是“宗
教自由”条款；美国历届总统除肯尼迪信天主教、奥巴马信摩门教外，其他都是
基督徒，各种演说中往往充斥着《圣经》语言；在很多州最高法院的后墙上都镌
刻着“摩西十诫”；在法庭上，证人发誓要手扶《圣经》；法庭布置以及法官袍的
设计，也要渲染教会般的神圣气氛；现在美国的钱币上赫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In God We Trust）”，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之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
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事实上，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
它对美国的法律文明尤其是宪政文明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法律只不过是
社会道德的理性表达。因此，探讨美国宪政文明的精神底蕴和发展历程，如果绕
开基督教，似乎显得有些片面 [1] 。
本文无意也不可能从“基督教对美国宪政的影响”这一宏大命题展开论述，
仅以基督教圣约观为视角，阐释美国宪政历程中的宗教因子。圣约观源于希伯来
圣经，是基督教一种极其独特而又影响深远的宗教观念和思想。个体平等、权利
神圣、有限政府等宪政观念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够融
入到民众的血液里，受到他们的推崇与践行，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宗教根基，深受
基督神学中的圣约传统的影响。圣约传统完成了美国最初的政治合法性论证，赋
予了美国以神圣性，指引着美国的宪政历程。作为一种传统、一种经典思想，圣
约观在经历现代思想洗涤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入现代，介入
政治生活，与美国的宪政相融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圣约传统是美国联邦主
义宪政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之一，对美国宪政的关注势必要从圣约观念入手。
圣约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新的历史经验不断地被整合进入旧的传统
之中。那么，圣约究竟是什么？基督教圣约观包括哪些核心内涵？它与联邦主义
宪政是否有内在的相容性？它们是否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在以一种现代的方
式融入美国宪政历程中，圣约又是怎样塑造美国民众的宪政观念，最终影响美国
的宪政历程？圣约观念在美国宪政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的解答，或
许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宪政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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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目前，对圣约传统和宪政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国内鲜有学者
涉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曾任《联邦主义学报》主编的丹尼尔 J.伊拉扎尔（Daniel
J.Elazar）。他以多种关于联邦主义的出色专著而闻名于世。他指出，联邦主义起
初是一个宗教概念，见于《圣经》中对上帝和以色列人关系的描述。以色列十二
部落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管理关系是用神契或联邦方式界定的 [2] 。在《契约与立宪
主义》一书里他反复区分 covenant、compact 和 contract 的演进关系和区别，指出
契约的含义起源于圣约，并且指出圣约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通常是建立在政治
实体和社会实体之上的一种约束关系 [3] 。他的著作还有《政治契约传统》，其中四
部著作：
《圣约与宗教传统》、
《圣约与共同体》、
《圣约与宪政主义》、
《圣约与市民
社会》，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历史发展的维度对圣约进行考察。
唐纳德·卢茨（Donald S.Lutz）揭示了圣约观念如何被用来创建世俗政治实体
和宗教团体。他在《美国宪政的起源》中指出，covenant（圣约）是政治文献的
基础，后来向代表人民主权的 compact（协约）演化，agreement 是世俗协议，它
是 compact 的变体 [4] 。卢茨认为，1636 年《清教徒先辈移民法典》是“第一部现
代宪法”，因为，新殖民地一旦开拓，殖民者就会通过订立圣约把民众联合成世俗
政治实体，“一个自由、自治的民族采用了合意创建国家的协商程序” [4] 。因此，
卢茨认为：
“1787 年的联邦制并非创新”，它源于近一百余年前殖民地通过订立圣
约而建构世俗政治实体的经验 [4] 。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orm）在《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指出：
美国社会的秩序建构根植于在上帝面前订立圣约以建立民治国家的思想，源于圣
经传统的圣约思想与建构民治国家的思想相连。最后，通过订立圣约把民众联合
在一起的方式以法案、条例及宪法等公正而公开的法律形式体现出来。
（[美]文森
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王建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
国外的研究，基本都认同了作为美国宪法根基的圣约传统，并对它进入现代
美国的方式和过程进行了考察。国内对契约论的早期研究成果体现在蔡拓的《契
约论研究》中，在本书中，他分析了契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对契
约论的发展兴衰进行了分析。但是这部著作注重的是理论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
的限制，没有把联邦主义宪政和契约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蔡拓，契约
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另外在我国还有关于美国宪法起源的专著，比如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
宪法的精神与实践》非常详尽地考察了美国联邦宪法发展过程。特别是在第一章
中所提到的，殖民地各种不同模式的分析，对理解圣约传统以现代方式进入美国
宪法是一个不错的说明。但是这种说明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说明，而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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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的分析。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
王怡的《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介绍了宪政主义的诠释、宪政的共
和遗产、宪政与民主、宪政与约、宪政的超验基础等内容，对圣约与宪政的关系
的论述是非常透彻的，有历史的考察也有理论发展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从圣约
到宪政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第四章《宪政与约》，对圣经中的契约思想进行梳理，
概括出圣经中的“四重约”以及基督教圣约观的核心特征，并与后世的社会契约
论以及立宪实践相联系，勾勒出“从圣约到宪约”的思想脉络，独到地凸显了基
督教文明对于现代契约理论的本源性作用。
（王怡，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棙，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摩西法律的契约形式和以律法为核心的希伯来宗教》
一文，通过对希伯来神人之约与古代近东契约的对比研究，探讨了以色列圣约的
神学构成、历史背景和宗教隐喻，对于研究基督教圣约观念助益颇多 [5] ；
《“圣经”
中的约法思想》一文认为，
《圣经》中的“盟约”既具有道德的属性，又是一种法
律的诫命，契约所具有的主体平等、基于合意等原则使它成为一种普世的道德、
自觉化了的法律，具有将自律与他律融合为一的文化功能，因而是后世西方契约
性社会结构深远的文化基型 [6] 。
《论基督教社会伦理学中的信约模式》一文，则从
普适价值与社会伦理角度，表达了基督教圣约观念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渗透，具
有一定启发意义 [7] 。
对于宪政的分析，曾经有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其中包括卡尔.J.
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阿兰.S.罗森鲍姆的《宪政的哲学
之维》，另外《宪政的文化之维》、
《宪政的契约之维》也都纷纷出炉，从各个不同
的角度对宪政进行了分析。最近几年，丹尼尔 J.伊拉扎尔的《联邦主义探索》、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美国联邦主义》被译成中文，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美国联邦主义助益颇多。

1.3 研究内容和思路
本文第一章阐明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综
述，并交代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二章对本文的核心概念圣约进行了界定，
并将之与协约和契约相比较，试图阐明圣约的准确含义。第三章则以《圣经》原
典为依据，从基督教教义入手，概括了基督教圣约观中“四重约”的核心要义，
并且指出从圣约到契约是圣约的世俗化过程。第四章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圣约传统
与宪政和联邦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指出圣约是宪政和联邦主义的精神支柱，
也是它们共同的价值源泉。第五章则以美国宪政历程为线索，以《五月花号公约》
等宪法性文件为蓝本，运用逻辑关联论证和历史史实佐证的方法，阐明圣约传统
对美国宪政文明和制度架构的塑造和影响，无疑是论文的重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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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圣约释义
圣约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在美国，圣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现代并逐步完
善，政治的因素逐渐地掩盖了宗教的含义，最后以宪政的形式体现出来。

2.1 圣约的概念
2.1.1 圣约的英文表述
“圣约”概念源自基督教，但是《圣经》对“圣约”一词的英文表述，存在
差别。按照《圣经》英文原典，testament 和 covenant 都有“圣约”之意，在标题
上，旧约（The old testament）和新约（The new testament）都是用 testament 来表
示，但是，《旧约》和《新约》各个章节中对于“约”的使用，则具有明显差别。
整个《旧约》中的“约”都是用 covenant 来表示，全书达数百次，且没有一处使
用 testament；与此相对，
《新约》中的“约”用的都是 testament，仅出现十四次，
且没有一处使用 covenant。 1
国内几种英汉词典对于二者的翻译也有较大出入。如《元照英美法词典》认
为，testament 有两种含义：（1）（基督教的）《圣约书》，《旧约全书》或《新约全
书》；（2）遗嘱 [8] 。而 covenant 有多种含义，却没有圣约的意思：（1）盖印合同，
盖印契约；（2）合同，协议；（3）盟约，公约，条约，专约 [8] 。在《牛津法律大
辞典》中，covenant 为“违约之讼，合同条款” [9] 。
显然，国内的英汉词典，大多将都将 testament 和 covenant 基本等同于 compact
和 contract，取世俗意义上的“契约，协约，公约等”之意，而剔除了其本身的
神圣色彩。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而言，testament、covenant、compact 和 contract，
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别。在英文文献的检索和阅读中发现，西方学界对于“圣约”
普遍使用的是 covenant，而非其他三者。

2.1.2 圣约的定义
《犹太大百科全书》对“圣约”有一个定义：一种涉及到双方的一般义务。
它可以通过誓言、圣餐、献祭，或是其它的诸如将一只牲口一分为二，立约双方
从动物尸体的两部分间通过等戏剧化的形式，得以确认生效。 [4] ”这种定义更多
的是一种宗教仪式上的解释，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在希伯来文里，是“切割”
的意思，“立约”就是“切一切”。古代近东的民族在立约的时候，要把动物分成

1

该数据通过查询电子版英文圣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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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半，然后双方从中间走过，表示如果某一方毁约，就会像这些动物一样（创世
2
记，15:9-21）。 事实上，圣约与其说是一个神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哲学上

的概念。圣约乃西方文明的创始之约。因此，它们必与上帝有关。它们发端于在
上帝与人类之间建立一种清楚而有约束力的关系的需要。这些关系自身政治上的
特性远多于其神学上的特性，旨在建立权力的边界、权力的分立、国家和法律制
度。圣约寻求将政治生活合法化并将其引入正道，用神权政治关系在天国与尘世
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建立世俗政权的神圣来源。在世俗语境中，
“约”的功能就是
使一个共同体具有内在的约束，为这个共同体确立外在的边界，或者通过立约把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从政治上联合起来。
因此，圣约实质上指的是上帝与人之间订立的具有公共性的或政治性的某种
约定，上帝作为约的直接一方或间接见证参与其中，以赋予约至高的神圣性和合
法性。在后世的发展流变过程中，世俗的因素逐渐被添加，可以用来表示世俗主
体间的合意协约，而减弱甚至排除了神性的参与。将约的成立归结为双方的意志
一致，并以是否合乎法律来判定约的有效性，其含义接近于契约甚至合同。本文
遵从圣约最本源的含义，力图还原其本身的神性色彩，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西方
政治理论中关于国家神圣的合法性论证。因此，圣约，
“乃是一个有道德根基的协
约或约。它建立在自愿同意和共同的誓约或允诺之上。由相应的更高的权威作见
证，在平等且相互独立的人民或各方当事人之间达成。
（圣约）大多数即使不具有
永久性，也意味着无期限的持续。圣约能为各种不同的目的而联结任何数量的同
伴，但其本质一定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联结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政治和社会
的共同体” [10] 。在政治上，圣约包括一个平等的人们的会合（聚会），他们通过
一个由至高无上的权力托住并有道德约束力的约而达致同意，并与伙伴们建立了
一个崭新的体系或领其走向一个新的使命，且只能由所有参与方的协议所终止。

2.2 圣约的两层含义
圣约有两层含义：
第一，在《圣经》的希伯来语版本中，圣约为“brit”，意指分立和连系，它
反映了圣约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连系的辩证特征 [10] 。在圣约订立以前，人民都是分
立的个体，上帝通过诸如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等一系列圣约链，构筑了以上
帝为中心，四向开放的网状体系，建立了个体间的连系。因此，立约的过程就是
一个从分立走向连系的过程。
第二，在《圣经》的希腊语版本中，最初试图用表示双方是同等的个体的
“syntheke”来表示圣约，但是，神人之约并非平等的个体，作为全知全能的上

2

创世记,15:9-21，表示引自和合版《圣经》创世记篇第 15 章第 9 至 21 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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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自愿降低身份接受圣约的约束，这种方式赋予了圣约以恩典的含义。作为相
对方的人类，更多的是“承受恩典”。所以在最终的希腊语译本中，采用了具有“承
约”和“见证”之意的“diatheke”来表示圣约，而非“syntheke” [10] 。

2.3 圣约与协约和契约的关系
圣 约 (covenant) 往 往 容 易 与 两 个 相 关 的 术 语 — — 协 约 （ compact ） 与 契 约
（contract）相混淆，不加区分的使用到处可见。实际上，协约与契约不仅与圣约
相关，而且可能源自圣约，这些术语甚至交替使用。但是，混用显然无法把握圣
约的真正内涵，三者间本质且重要的区分需要予以澄清。
首先，从圣约到协约再到契约，神性色彩渐次式微，世俗因素逐渐浓厚。圣
约的最初模型是神人之约或者人以神为见证所立的约，3 双方之所以信守约定，并
非彼此做出合意的承诺，而是因为有神的见证，违背约即是违背神的旨意。神的
参与赋予了约以最高的神圣性。在此意义上而言，英美的契约观从内涵和表征而
言，更接近于圣约的概念。在英美法里，契约就是承诺，所谓契约就是单个或一
系列的允诺。换言之即便没有各方的“合意”，一个主体的单独允诺，也可能产生
出必须遵行的效力来。放在欧陆的契约观传统中来看，这是很奇怪的。欧陆的契
约（contract），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由商业契约概念向政治哲学领域所作的简
单的延伸或比附。契约的根本特征是各方“意思表思的一致”。没有各方的相互“同
意”，契约的效力无从产生。这个定义是完全世俗化的和唯意志论的，它抹去了超
验的背景。 4
其次，圣约和协约具有立宪性或公共性，而契约具有私人性。就此而论，圣
约或协约上的义务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互惠性。受二者义务所约束的义务人有责任
超越法律的字面意义而不是将其义务限制于最狭隘的契约要求来彼此回应。因此，
圣约和协约内在地被设计成在某些方面灵活而在其他方面刚硬不变。作为私法的
术语，契约趋于尽可能狭义地解释，以对契约本身明确规定的义务进行限制。契
约一般包括任一方在某特定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的规定。圣约和协约被设计成永
久或无限期时，则一般需要相互同意才能被废止。
最后，圣约不同于协约和契约之处还在于，其道德约束之特性优于其法律之
特性。圣约乃神人之约，其中更高之道德力量――传统上为上帝是此特定关系的
直接一方或保证者。但是，当使用协约或契约时，道德力量仅被间接地包括。尽
管协约和契约效力在政治学中仍有伦理基础，但二者更强烈地依赖于其法律的基
础，以相互的合意而非更高权威的参与或保证为根据。换言之，协约和契约乃一
3
4

后文“圣经中的四重约”将详述。
虽 然 霍 布 斯 的 契 约 论 被 普 遍 认 为 更 接 近 于 卢 梭 而 不 是 洛 克 ， 但 他 原 著 中 使 用 的 契 约 一 词 仍 然 是 “ 圣 约”
（ covenant）而 不 是 契 约（ contract）。而 卢 梭 则 是 一 个 反 基 督 的 无 神 论 者 ，他 的 社 会 契 约 概 念 则 接 近于
后者，排除了超验背景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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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之现象，世俗色彩浓厚。
通过检视 17、18 世纪发生的术语转变，上述区别在历史上得以证实。这种转
变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余波中达到了顶点。在美国，
“圣约”和“协约”两术语
近乎被交替使用一直到 1791 年后。17 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接受的术语是圣约。
协约则于 18 世纪中期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启蒙运动世俗理论的部分被引入。美国那
些视政治事务由上帝掌管的人们继续使用“圣约”术语；同时，为政治学探求一
世俗基础的人们转而选用“协约”术语。这些区分虽一直未严格清晰，但它始终
存在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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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督教圣约观概述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基督教文化中，我们可以
找寻到圣约的渊源。宪政“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
的政治思想中” [12] 。

3.1 摩西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
没有一位虔诚地沉浸于基督教传统的人士能够避免圣约在神学上的强烈影
响。但是，圣约与其说是一个神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哲学上的概念。在基
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国家和政权的合法性根源于神人圣约，即上帝与人的摩西之
约和亚伯拉罕之约。
据《旧约·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在西奈半岛南部
的西奈山，耶和华召见了摩西，通过他与以色列人订立《西奈盟约》，其核心内容
为“十诫”，具体包括：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为自己的“选民”，答应将迦南地赐
给以色列永为基业；以色列人承认耶和华为唯一的神，接受“十诫”为自己的基
本律法（出埃及记，19-24）。耶和华拣选国民，赐予国土与律法，由此建立以色
列国，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按约立国的原创性典范，而其立国的基础就是简短的《西
奈盟约》。
《西奈盟约》揭示了基督教国家观的生成逻辑，而后来的亚伯拉罕之约则清
晰地勾勒出了统治权的合法来源。
《 旧约·创世记》第 17 章记载（创世记，17：1-14）：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你当
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
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
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
立，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
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
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
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亚伯拉罕通过神的授予，获得了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渊源。在后世的流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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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形式不断变化，并不局限于君主制，发展出了诸如议会制等多种形式，但是，
作为世俗政权的本源性证明却一直坚守其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亚伯拉罕之约奠
定了基督教国家政权本源的合法性基础。
《西奈盟约》订立以后一千多年，由于以色列人多次违反盟约的规定，不断
犯罪，上帝严厉地惩罚了他们，让他们遭受亡国之痛。为了救赎世人，上帝派遣
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作为自己与人类之间的“中保”。耶稣用自
己的宝血洗净世人所犯的罪，使上帝和全人类重新和好，于是又订立了一个新的
盟约，使全人类因信耶稣为救主而得救。这一次与上帝的订约者不再局限于犹太
民族，而是扩大到了全人类。任何人都可以因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耶酥道
成肉身，为救赎人类而舍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与升天等，从而得到上
帝的赦免而进入天国，永享幸福。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因信称义” [13] 。订约的
另一方上帝则因为耶稣的救赎，而赦免了人的罪。

5

3.2 圣经中的“四重约”
《圣经》中关于契约的思想并非仅限于摩西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涉及到神
与人、人与人的多种层面，神人之约是其核心内容。大致而言，可划分为四类。

3.2.1 神指着自己的誓约
约的效力，本质上是话语的效力。在此方面，英美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有所
差别。大陆法国家强调，契约如果有效，应当“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将契约的
效力归结于缔约双方做出一致的共同的承诺；而英美法国家则并不强求，契约是
否有效，关键在于义务方是否承诺遵守，与对方是否做出一致承诺无关。如果一
个人说出的话语全然没有不可违背的性质，那么两个及两个以上同样的人加在一
起，不可违背的效力也不可能因为数量而无中生有。一个人是否愿意接受约束，
与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并没有关系。人说出的话有无自我约束的力量，一个人若是
没有，两个人加起来同样没有 [10] 。这就是英美法不将契约理解为“意思表示一致”
的原因。因此《圣经》中的第一重约是从神指着自己的誓约开始的，并不要求对
方做出一致的意思表示。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但是神最初的大能，
也是神最初指着自己的起誓。神通过接受自己话语的约束，完成了创世行为。在
神权政治时代，神接受他自己话语的约束，在被造物中显出上帝的圣洁、公义、
良善的属性；而人和世间的秩序则接受来自神的话语及其属性的约束。
上帝指着自己的誓约之所以有效，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上帝是至高者，
是向上追溯的终点。《希伯来书》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
5

基 督 教 把 这 个 盟 约 称 为“ 新 约 ”，而 把 原 先 的“ 西 奈 盟 约 ”为“ 旧 约 ”，从 而 把“ 旧 约 标 准 书 ”称 为《 旧
约 圣 经 》，把“ 新 约 标 准 书 ”称 为《 新 约 圣 经 》，所 以《 圣 经 》又 称 为《 新 旧 约 全 书 》或《 新 旧 约 圣 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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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希伯来书，6：17）。这指出了立约的来源，话语的约
束力一定来自比自己更高的力量。这一向上的追溯必有一个终点，没有比至高者
更高的。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
就指着自己起誓”（希伯来书，6：13）。《民数记》中也指出说，“你们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民数
记，14：28）。其次，因为上帝这个至高者的属性就是“信实”。上帝就是上帝所
说出的话，
“诸世界都是藉着神的话造成的”。话语的效力来自神的“信实”。何为
“信实”？《旧约》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定义，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
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11：1）。换而言之，在神那里，话语就是话语所指向的对
象，“能指”就是“所指”，二者是统一的。而在人那里，话语和话语所指向的对
象可能是断裂的。所以“信实”是神的属性，人的话语未必有信实。上帝指着自
己的誓约之所以有效，即来源于上帝的“信实”，而“信实”之所以成就，则在于
上帝是一个自愿接受自己话语约束的意志。对以色列人来说，上帝的最高权柄，
并不意味着上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意味着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上
帝说出的每一句话必成为事实，必不“徒然返回”
（以赛亚书，55：11）。话语（道）
本身就是创世的力量。神说要有光，就一定有光，神说爱世人，就一定爱他到底。
这就是“全知全能”的概念 [10] 。如果在神那里，话语和话语所指向的对象是断裂
的，神就不是“信实”的，神的全能和至高就有了破绽。因此，
“我必不将我的慈
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
的”（诗篇，89：33）。犹太—基督教信仰，正是对这一自我约束、并因此与人类
立约的上帝的信靠。
《圣经》中的上帝观念，与一切偶像化的君王观念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上帝是一个自我约束的上帝。试想：如果上帝不能自我约束，谁又能约束
这位至高者？上帝背弃约定，“徒然返回”，谁也无可奈何。所以，自我约束是人
神之约得以成立的前提。能自我约束，才有信实；有信实，才能带来神人之约。

3.2.2 神与人的圣约
基督教传统中的第二重约，指的是神与人所立的约，相比于第一重约，有了
人的参与。据《圣经》记载，主要有以下这些：
（1）神与挪亚的彩虹之约，神应允不再有大洪水毁灭人和大地，并以天虹为
记号，让人记得神的慈爱和永恒的应许（创世记，9）；
（2）神与亚伯拉罕之约，神赐他作“多国的父”，“后裔繁多”，并以割礼为
记，要他们世世代代守神的约（创世记，17：1-14）；
（3）西奈之约，神应许以色列人作神的子民，他们要遵守包括“十诫”在内
的“约书”，同时以献祭和洒血为立约的凭据（出埃及记，19-24）；
（4）约书亚将以色列各支派的民众聚集在示剑，重申神的律法，再次立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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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亚记，24）；
（5）祭司耶何耶大在助大卫王后裔约阿施复位后，
“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
作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等（列王纪下，11：17 ）；
（6）还有神与大卫王之约等等。
按列奥·施特劳斯对《创世记》的政治哲学式的解读，《创世记》中“记载了
上帝的两次创世”，第一次是造人与诸世界，第二次是“大洪水”之后，神通过他
所拣选的义人挪亚与大地立约 [10]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
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创世记，9：11），“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
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创世记，9：13）。这一“彩虹之约”（也称挪亚之约）被
称为圣约，是《圣经》中关于约的最早的明确记载。施特劳斯认为，这两次创世
之间相当于霍布斯等自然法学家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即一个堕落的无秩序状态。
以《创世记》中该隐杀死自己的亲兄弟亚伯为典型，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一切
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上帝立约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诸般罪恶中拯救出来。上帝
接着拣选先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以色列），与以色列民族立约，
建立地上的国。之后拣选先知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以色列人颁下律法。
由此形成了《圣经》中一系列的上帝与人的立约链。施特劳斯之所以将挪亚之约
视为神的第二次创世，正因为这一立约带来了一个救赎的理想，上帝允诺将“流
淌奶与蜜”的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意味着“这个世界并非都是埃及”，内中包含
了对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世界的应许 [10] 。

3.2.3 人与人在神面前的圣约
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人与人的立约，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这是
两个部落族长之间的政治盟约，是《圣经》呈现出的第三重约。亚比米勒要求亚
伯拉罕“指着神对我起誓”，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亚伯拉罕给起誓的地方
取名叫“别是巴”，意思是“盟誓的井”（创世记，21：22-32）。“约”的约束力，
开始移到了神不在场的地方。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
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民数记，30：2）。人的话语籍着在神面前说出，
从而仰望和依赖神的信实，将立约的道德基础和信实的品质建立在彼此对一种超
验背景的信靠之上。因此在神面前所立的约，仍然是“圣约”，并从此在两个陌生
人之间成为可能。
除此之外，《圣经》中关于人与人在神面前的圣约的记载，还有以下几种：
（1）人与人之间高度个体化的职责与义务，比如约拿单和大卫缔结的一些盟
约（撒母耳记上，18：3；20：8；22：8；23：18）；
（2）个人之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订立的协议，如押尼珥与大卫立约，承诺
结束战争并使以色列归服于大卫（撒母耳记下，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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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落首领之间的盟约，比如亚伯兰与亚摩利人立约而结成联盟，“慢利
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创世记，14：13）；亚伯拉罕与亚
比米勒关于井的争端而立约（创世记，21：32）；拉班在追上带着妻儿、财物逃离
的雅各时，以石头为证与其立约，言明以后互不干犯，
“你我二人可以立约，作你
我中间的证据”，并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
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问作见证”
（创世记，31：43
－55）；以撒与亚比米勒结盟等（创世记，27：28－29）；
（4）个人与部落首领的代表人物之间的协议，比如喇合与约书亚的以色列探
子之间的约定（约书亚记，2）；
（5）国王与臣民个人之间的盟约，比如所罗门与示每的约定（列王记上，2：
42－46）；
（6）国王与国民之间的协议，比如大卫与以色列的长老们立约，“他们就膏
大卫作以色列的王”
（撒母耳记下，5：3；历代志，11：3）；又如年幼的国王约阿
施在祭司耶何耶大的帮助下与犹大国民立约，“耶何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
作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列王记下，11：17）；
（7）以色列王与臣属国之间的协议，比如被大卫王征服的亚兰、摩押、亚打、
非利士、亚玛力人等向他归服、进贡（撒母耳记下，8）；
（8）国与国或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盟约，平等的如基遍人请求与约书亚立约讲
和（约书亚记，9）、亚扣人拿辖请求与扫罗讲和（撒母耳记上，11）、不平等的如
亚述人强行与以色列立的约（何西阿书，12：1）、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强加给犹
大的条约（以西结书，11：13）等；
（9）婚约，比如先知玛拉基提及不能以诡诈对待“盟约的妻”等（以玛拉基
书，2：14）。

3.2.4 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最后一重，是人与人在背弃和否定上帝之后的相互立约，是在神不在场的情
形下，依赖人的信实为效力依据的契约。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将“民事契约”解
释为“意思表示的一致”，这种契约的约束力，无法仰望和依赖从神而来的信实，
不能建立在对任何超验价值的信靠之上。而人的话语无法凭自己获得一种具有道
德正当性的约束力，人把自己的话语（words）给了别人，只是把“能指”给了别
人，与“所指”没有关系。为什么非要遵循一份意思表示一致的契约？站在实证
主义立场，只能将契约的约束力建立在私人或公共暴力的威慑比如法律的强制力
之上，或以经济动物的功利盘算来论证一种世俗的合理性。这种立场一般也足以
维系私法中的契约秩序，但在公法上却毫无解释力。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畏之”，就足以颠覆一切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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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圣约到契约是圣约观的世俗化过程
在宪政主义的契约论背景中，“圣约”与“契约”是一种历史性的区分 [14] 。
如前所述，圣约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超验色彩，并不要求订约双方的合意一致，而
将约的效力归结于承诺方即神的信实。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是一个上帝与
人类立约的传统。而以色列人经受的磨难也被认为是其违背了与上帝的立约所致。
这一具有超验背景的圣约传统对现代宪政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非常直
接的影响。而契约，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由商业契约概念向政治哲学领域所作
的简单的延伸或比附，各方的相互“同意”才是契约成立并必须被遵守的合法性
源泉。
事实上，圣经中的“四重约”，即是一个从圣约到契约的转变过程。具有超验
基础的神性逐渐式微，人的理性逐渐浓厚；单方承诺的色彩逐渐淡薄，双方合意
的色彩逐渐浓厚。第一重约中，神指着自己的誓约，并没有人的参与，无须人的
意思表示，其神性色彩最为浓厚；第二重约中，神与人的圣约，尽管仍然无须人
的意思表示，但有了人的参与，其神性色彩有所减退；第三重约中，人与人在神
的面前的圣约，则终于使神由直接的在场，变为间接地参与，神性逐渐式微，人
的自主性逐渐浓厚；而第四重约，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则彻底拒绝了神的参与，
强化人的在场，人的理性达到最高点，而神性降到最低点。
强调信仰根基的圣约观和唯意志论的契约观，在 14 至 16 世纪的欧洲，通过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发展出两种宪政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呼吁
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强调理性为人先天所独有。依凭理性，人类可以
“合理地”规划人的生命、架构先进的社会制度、利用与改造自然等等。这种个
体理性，在卢梭的政治学中，汇集为“公意”，
“理性至上”，衍生出“公意至上”。
在此基础上，卢梭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契约论，通过人的意志一致，来奠定国家的
合法性来源。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通篇使用的都是
我们现在作为“合同”使用的 contract，而非霍布斯的 covenant。宗教改革呼吁的
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认为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
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因此，与其说是
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宗教归正运动。通过宗教改革，剔除宗教信仰
中的腐朽因素，使信仰得以纯净。因此，与以往所理解的不同，宗教改革并非反
宗教运动，其反教会而不反宗教，最终目的在于重塑纯洁的信仰。加尔文（公元
1509—1564 年）在美丽的日内瓦进行的政治改革，秉承了这一圣约观思想。其后，
强调信仰根基的加尔文主义从日内瓦迅速传播至荷兰，并影响了辗转于此的英国
清教徒们。这批清教徒后来乘坐“五月花号”，到达殖民时期的北美大陆 [15] 。在
这片自然上与政治上都处于蛮荒的广袤之地，清教徒们运用圣约主义思想，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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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政府。这些殖民地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前身，而这种强调信
仰根基的圣约观为美国宪政体制的建构，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怪乎，德国的
兰克以及美国的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都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的真正国父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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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圣约观与联邦主义宪政的逻辑关联
圣约观与联邦主义宪政逻辑相容。个体平等、权利神圣、有限政府等宪政观
念恰恰为基督教圣约观所涵括，从而赋予了这三个核心要素以神圣背景和道德基
础。因此，基督教圣约观是联邦主义宪政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之一。

4.1 圣约观与宪政的逻辑关联
4.1.1 宪政的含义
一般而论，宪政是近现代民主社会特有的政治法律现象。它乃是法律化的政
治秩序，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换句话说，宪政乃
是以一种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等。宪政具有下列基本概念要素：
第一，宪政意味着宪法的高效益实现，国家用宪法这种根本法的形式，将国
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领域纳人宪法调整的范围，全部政治活动都按照宪法规定的范
围和限度、原则、程序、方式进行，形成政治统治下的政治秩序。
第二，宪政意味着国家在性质上具有次生性和服务性，它是由作为主权者的
人民通过宪法和创制的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权体系，它存在的合法
性基础乃是为个人和相对独立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
第三，宪政意味着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归宿是保障每
个人的基本人权，这些基本人权的核心内容是财产权、自由权和平等权等。
第四，宪政意味着国家的权力应当分立和相互制衡，意味着通过宪法和法律，
使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处于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之下，以保障的公民的权利不会受到
来自国家权力的侵害。
宪政必须具备三个核心要素，即个体平等、权利神圣和有限政府。而这三个
核心要素，恰恰为基督教圣约观所涵括。正是基督教圣约传统赋予了这三个核心
要素以神圣背景和道德基础，使之能深植于美国民众心中，生生不息。

4.1.2 个体平等
平等是圣约传统得以实现的基础。只有承认个体价值的平等，才可能彼此平
等地订立圣约，组建政府，建立自由国度。圣约传统尊重每个人的平等价值。上
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据《圣经》记载：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
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 1：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
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记 2：7）因此，在尊上帝为至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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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社会中，不尊重个体的价值，即是对神的亵渎和不敬，这是绝对不允许
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既然每个人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那么，在上帝
之下，个体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统称为兄弟姊妹。

4.1.3 权利神圣
基督教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神性，天
地万物，唯有人具有神的灵明 [17] 。圣约传统预先承认人人享有源自上帝且不可剥
夺之神圣权利的事实。因此，在神权之下，个体有权利按照自己意愿创建政治实
体。上帝在造人后，将其他“行动的活物”和菜蔬果子赐给人类做食物，并赐予
了人类“治理这地”的使命。据《圣经》记载：“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
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
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创世记，1：29）。要治理这地，前提是要治
理好人类自己，由此，创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政治体成为必要。因此，基督教认
为，人权，诸如生命权、政治权等等，源自神权，这种来源上的神圣赋予了权利
不可剥夺的神圣性。正如宗教改革所宣称的：“上帝之下，个体为尊”，在神权之
下，人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只有享有权利的自由人才能彼此开始达成一致
的协议。在保证以一种合作或伙伴式的方式来保护权利和运用权利之原则的基础
上，它亦预先承认建立政府的必要。

4.1.4 自我限制
圣约的希伯来词“berit”，还有分离和连系的意思。圣约包括一切事物的分离，
又包括它们的重新统一。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
要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
（创世纪，
17：4—11）。同时，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
立的约，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创世纪，17：4—11）。作为立约凭据的“割
礼”，其政治哲学意义是非常鲜明的，它并非指向一种物质上的代价，而是要求人
割去自己的血气、意志、欲望乃至知识和理性的一部分，作为顺服圣约的记号。
安息日和“什一奉献”的诫命也是如此，前者在时间中割去七分之一，后者在财
产中割去十分之一。在新约中，使徒保罗将“洗礼”在属灵意义上视为基督徒所
受之割礼。信徒在入浸时归于基督的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出浸时靠着恩典，
因着信心而在灵里重生，从此活在一个将在末日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应许之中。在
改革宗神学中，
“新约”和“旧约”并非两个不同的约，旧约中的律法与新约中的
福音，同属上帝与人的“恩典之约”。而亚当在堕落之前，上帝颁下“治理这地”
和“修理看守”的使命，及“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诫命，则被称为“行
为之约”。大洪水是人违背“行为之约”的结果之一。上帝拣选挪亚之后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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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约”，则是“恩典之约”呈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开端。因此施特劳斯才将“彩虹之
约”视为第二次创世 [10] 。
人若不接受被一种更高的价值约束，不愿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念，就不能
被归于圣约之下。因为如前所述，连全知全能的上帝也是以自我限制的方式来启
示和完成其立约行为的。立约意味着立约者和承约者都将割去自己的一部分，通
过放弃而得到自由。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意味着束，没有约（束）就没有自
由，这就是基督教圣约神学之下的自由观。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割礼和洗礼等仪
式，形象地展现出一个在约中“分离和连系”的两个部分。而在人间的契约论中，
往往只强调联合的一面，不强调割去的一面。或者只要求公民个人的“割礼”，却
不要求国家的“割礼”。这样的社会契约论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缺乏“恩典”的、无
情的丛林法则的更新换代产品。
宪政的设计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冲突的技术而存在的。它确定了政府权威存
在的依据和基础，规定了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冲突，第三党以及合作治
理都是缓解冲突的工具。但政府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宪政的精义就在于有限政
府。宪政主义意味着在政府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进行法律限制，在被统治者的权
利与自由和政府的有效运作中间谋求微妙的平衡。政府的权力过大，且缺乏法律
限制，就必然会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必须借助于法律和法制给政府的
权力划定一条合理的边界。宪法要成文的必要性就是旨在建立有限的、负责的政
府，防止专横的、威权的统治，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认为，
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
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一
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府，必然是
一个很坏的政府。
所谓有限政府可以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规定的决策过程限制着政府，
或者说，程序限制着政府：第二，对立法享有直接的监督权、人民咨议权、否决
权限制着政府；第三，经人民同意的对各种权利加以规定的法律内容限制着政府；
第四，超于人民之上的更好的法律和自然法限制着政府。一部自由主义宪法通过
限制政府官员的专断权力，可能在适当条件下增加国家解决特定问题以及为了解
决共同目标而动员集体资源的能力。

4.1.5 圣约观孕育了现代立宪主义
圣约观孕育了现代立宪主义，因为它强调参与方互相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
—一种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包括了自愿妥协的限制。就如清教徒充分理解的，限权
观念在圣经世界观中并对人类的联合至关重要，因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全能的上
帝在人类事务上未施其全能。与人类订约之时，上帝至少就部分地放弃了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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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控制。他给予人类在圣约下的自由，同时保留圣约上的权力以在将来之日
因为行使自由的后果而赏赐或惩罚人类。同样，通过圣约自我约束的人类，根据
清教徒为圣约之自由而放弃本性之自由以实现其圣约的条件，来接受其圣约的限
制 [18] 。 6 除此之外，在圣约的条件下，人民的领袖被限制于服侍人民。所以，立
宪政府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源自圣约的理念。
因此，宪政文明的最高范畴就是“约”。“约”具有最宽广的意义光谱，同时
涵盖了形而上的价值约束和具体而微的制度约束及文本约束。
“约”既显明在先约
束的超验来源，也表明了世俗的约束力的产生途径；既论证了立宪的必要性，也
预示了立宪的可能性，因而能够发展出约束世俗权力的立宪制度。

4.2 圣约观与联邦主义的逻辑关联
4.2.1 联邦主义的含义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 J.伊拉扎尔的研究，联邦主义在他看来是起源于一
种情结，在 16、17 世纪的时候被称为联邦情结，或联盟情结。这种情结强调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伙伴关系，即 partnership。这种关系延伸到共同体之间，也
是一种伙伴关系。这个思路为联邦主义奠定了神学上的基础，强调了人与人之间
的 平 等 伙 伴 关 系 。 没 有 谁 是 “ powered over somebody ”， 而 是 “ powered with
somebody”。人们分享权力，而不是某人行使权力 [7] 。联邦主义或联邦制(federalism)
意味着更多政府之间的主权分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倾向于更宽泛的理解，他认
为要超越政府之间权力的划分去理解联邦主义。他借用了波兰尼的概念“多中心
秩序”，认为不仅在州和联邦之间有权力划分，在共同体或者社会中也有无数个中
心在行使权力。不是只有一个决策中心，而是有无数个决策中心 [19] 。也就是说，
在州以下的每两个政府单位仍然是按照联邦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下面的县镇仍然
是以联邦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市的政府做决策，而是有无数个决策中心。这是一
个重要的观点，称之为网格状的秩序 [19] 。它把社会分成一个网络，无数个中心在
行使权力。没有一个中心有垄断性的权力可以控制其它的中心或者其它的共同体。

4.2.2 圣约本身具有联邦性
在联邦主义的制度安排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
是契约关系。无数个小的共同体形成一个大的共同体。这样的契约关系进一步延
伸，国家也是一个契约。联邦的最初的意思是“受约法约束的（状态）”。该词在
公元四世纪译出的圣经中用来表达的含义是圣约。在英语中最早使用 federal 这一
词的是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所说的 federal theology 指的是上帝与北美的定居

6

关于何为“圣约之自由”和“本性之自由”，后文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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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圣约，当这种圣约以宪法和宪章的形式存在之后，就变成了宪约。到十
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初期，这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已经演变到包括邦与邦之间的
协议。例如，到 1721 年，federation 己经用来指“联合起来的同盟”。其中暗含
的是圣约各方（在上帝面前的）相互间的平等地位。
联邦主义是在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下对盟约传统的一种深化。
第一，政治盟约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之上，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性质的契约
关系。而联邦建立在多数原则之上，从私法自治走向了公法内的共和。
第二，建立在政治盟约之上的共和，是一种简单的共和，是城邦或州部之间
的一种邦联。而经过了社会契约论改造的共和是一种复杂的共和。宪法不仅是城
邦之间的契约，同时是人民之间的契约。基于这两重契约，每个公民同时接受地
方和联邦双重主权下的统治。
在中央集权日趋衰微、合法性资源欠缺的幅员辽阔的后进国家，宪政转型的
道路甚至民主化的道路，在本质上都可能与某种联邦主义的道路相重合。联邦主
义观念的引入，意味着在政治合法性上给全社会带来了一次重订契约、重修旧好
的机会。 联邦主义之下，国家中枢的权力将很清晰的来自地方共和体的同意和授
权，地方不再是中枢的下级。联邦主义是权力之间相互并列的关系，而不是权力
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它是一种平等的联盟，而不是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的秩序。
它是相互制约的各种自主的力量，它是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
圣约本身具有“联邦性”。换言之，一个人的身份要通过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来说明。不再凭借固定个人在社群中的地位的出身论，而是通过能获得某种自由
的某种义务的假定和同意，在有机结构论上界定个人身份。因此，在“阿尔培拉”
号船上对其乘客的著名布道《基督之爱的典范》中，约翰·温思罗普尽力平衡乘客
间的个人身份与在联邦中的身份。如佩尔柯克（Peal Coch）的结论：“《基督之爱
的典范》是美国从圣约到宪法之深化过程中第一台阶中的一级。 [20] ”
联邦主义的基本预设是对社会作“多元主义” 的理解，更准确地把握了现代
社会的复杂性。另外，信约模式强调人的建构的主动性，是通过人的理性反思自
主建构，并非依据社会的自然成长或外在权威的强加，超越了一般立约的偶然性。
这是在有差异的人之间展开的，是强调在共识和相互性中达到一种稳定可信的制
度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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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督教圣约传统与美国联邦主义宪政
基督教圣约观塑造了美国的宪政文明，指引着美国政治制度的构建。这种信
仰层面的圣约观由清教徒们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转化为实际运行的联邦主义宪政制
度，为美国奇迹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和制度根基。美国联邦主义宪政的发展
是一个从圣约到宪约的过程。圣约先于宪法，宪法先于宪政。宪法中隐含着作为
高级法的圣约思想，宪法一旦失去（神）圣约（法）的高级法背景，就缺失了神
圣性。圣约思想为联邦主义宪政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范式和抽象的观念
支撑，不断推动宪政制度走向完善。

5.1 圣约传统为美国联邦主义宪政开创了理论模式
5.1.1 清教主义对圣约传统的阐释
“圣约神学”是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认为，人与上帝之间有一
个契约，那是人自愿与上帝订立的契约，即恩典契约 [20] 。通过恩典契约，人从上
帝那里得到了赐予，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为这个赐予而存在的。清教主义出
现于 16 世纪 60 年代，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分支，因此深受加尔文圣约神学的影
响 [21] 。清教分离派首领罗伯特·布朗于 1582 年在荷兰出版了两本书，提出了契约
思想，他写道：
“建立的或集合成的教会是一群或一些基督徒和信教者。他们按自
己的志愿，与他们的上帝订立契约，受辖于上帝，并在神圣的共同体中得到了上
帝之法。 [22] ”而重要的是，布朗把清教的契约思想引入了政治领域。他说：“人
们应该有什么协议呢？”
“对于教会神职人员，必须有教会协议；对于民事行政官，
必须有人民的协议或共同体的协议。[23] ”也就是说，一切合理的权威来自上帝的
圣谕和人民的协议，其民主倾向清晰可见。清教徒来到北美，继承和发展了清教
分离派的契约理论，确认了契约思想及相关的权利，即教会或政府的建立是被治
者同意的产物。在《五月花号公约》中，教会契约已成为自治共同体的基础。
“《五
月花号公约》不仅使契约缔结者联合起来崇拜上帝，而且缔结契约是为了建立新
的共同体和新政府。 [24] ”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在论述美国革命时指出：这种革
命精神通过殖民地宪章而源自于十七世纪的教派。 [25] ”而托克维尔说得更清楚：
“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犹如我们
从人类的第一个祖先身上看到了人类后来的整个命运。 [26] ”“因为，清教的教义
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在许多方面与最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相一致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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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改革中，新契约思想后来成了新政治的核心，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城市
共和国中，可以发现宗教改革、政治改革与契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先于加尔
文的何瑞斯·布林格是第一个清晰地阐述契约神学政治理论的改革者，他在《上帝
契约或者永恒遗嘱的一份扼要说明》中指出：
“契约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和基督教
国家的基石。契约既是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宗教的道德基础。 [27] ”
庞德说：清教一直奉行个人行为“理性诚实的自愿契约”学说，强调个人的
选择自由和责任自负，并在宗教组织上形成了“联合但不从属”的体制。清教徒
为人类宪政留下了两个基本信念：一是在政治学上，“人民” 的概念不是一个实
体而是个人之间的联合，权利明确地归因于每一个个人；二是在法律上，宪政给
予人们以契约的抽象的自由观念 [28] 。契约和协议是所有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基础。
在清教徒文化里，人类社会的契约是两重的，一重是人与神之间的圣约，人保证
服从神意和道德，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另一重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约，政府
的目的是阻止人的堕落和罪恶，政府领袖只有恪守神意、为民造福，人民才接受
其领导，若其背叛神意和信约，人民有权反抗 [29] 。
约瑟夫·盖尔在所著的《清教传统》一书中描写到：“在探究《圣经》中的有
关经文时，清教徒很容易发现他们自己与以色列人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
把英格兰视为他们的埃及，把詹姆斯一世视为他们的法老，把大西洋视为他们的
红海。他们也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
划。 [30] ”
清教徒不仅渴望建立一个理想的教会，也同样渴望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他们的
理想。在早期的殖民过程中，首先存在的是宗教盟约，它是圣约在 16、17 世纪的
最初形态。其中最著名是 1630 年的宗教契约：
“以我们神圣的基督的名义，以我们对他的神圣的一致和圣洁的法规为名。
我们的全名是以他的智慧和善良的意志把我们聚集到美国的马萨诸塞，并且在基
督的指引下，把我们自己组成一个公理会，或者一个宗教联盟。我们由那些能够
自觉和自律的人所组成，并且按照基督神圣的指示、命令而改变自己，引领我们
按照福音书的规定而行动，完全按照它的神圣的法规而相互爱护，相互尊重，以
实现上帝对我们的关照。 [4] ”
在这份文献中，宗教联盟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上帝是这份协议的见
证者；第二， 立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福音书所说的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立约
的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第四，它规定了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通
过这些分析，我们能看到圣约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它所包含的联邦和宪政的因素。

5.1.2 立国理论中的圣约模式
美国联邦主义政治学者丹尼尔 J.伊拉扎尔将所有的政治体制分为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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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式（hierarchical）、有机体式（organic）和圣约式(covenantal) [31] 。
等级制模式政体一般以某种外在或内在（宫廷叛乱、政变）的征服形式来建
立，并组建等级森严的权力金字塔。统治者居于塔顶，对其下被整合进权威和权
力“层”且每层隶属于其上层的人们发号施令。在等级制中，政治采用向统治者
邀功争宠的宫廷政治的形式。这一切极少宪法化，即使宪法化，也是由统治者向
其臣服者正式颁发宪章组成该宪法。封建等级制即属于此类。
有机体模式表面上“自然地”生长，其模型为两个同心圆：更有权力或更有
才能的领导者们形成一个政治精英集团位于中心地带，处于边缘地带的是被统治
的大多数人。处于中心者统治处于边缘者，即使后者有权选择谁居于中心。在有
机体模式中，政治活动表现为一种俱乐部政治，该俱乐部的产生和运转依赖于宪
法及大量被接受的传统规则。威斯特敏斯特型议会至上主义是该模式发展的顶峰，
行政部门亦由俱乐部成员领导且居于议会之下。
圣约模式在一种迥然不同的基础上运转，同等的个人或者实体以平等之地位，
借圣约或政治协约联合而统一并建立公共统治制度。个体通过圣约或政治协约，
形成一个并非以血亲为纽带而是以同意为条件的政治实体。在此过程中，个体完
成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渡，但并不牺牲他们各自的权利和自由，而
是通过权利的让渡，获得规范稳定的体制保障。在圣约模式中，宪法至关重要，
因为它包含将个人或实体联合起来的协议并创设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一致同意”
的游戏规则。源于这种宪法的政治学是一种以谈判和协商为基础的平等人的政治。
联邦制度乃其发展的顶峰，每个组成单位在政体结构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且在未授
权给政府机构的诸领域还可保持他们各自的权力。因此，federal 既可以表示“联
邦主义的”，又包含“基督圣约教义的”意思。
丹尼尔 J.伊拉扎尔的三分法暗合于前辈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之滥觞
的霍布斯，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力取得的国家”，一类是“按约建立的国
家”。前者大多通过武力征服，使子民臣服，以此取得政权合法性；后者则是公民
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服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由此产生国家和政府。等级制政体
属于“以力取得”，圣约模式具有典型的“按约建立”的特征，而有机体政体则大
体介于二者之间。
圣约模式与现代联邦主义相联系。尽管圣约理论渊源久远，但其现代理论的
全面发展和政治上的成功应用却是在 18 世纪末期的美国才出现。
《 联邦党人文集》
中留下了关于圣约模式最精彩的现代阐述。美国立国的先辈们将这三种政体的形
成描述成分别是强力、机遇、或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产物。
《联邦党人文集》第
1 篇表明所有先于美国的政体不得不依赖于强力和机遇，这显示出美国的创建者
们已相当清楚地意识到联邦政体与其他政体的根本不同之处。
“时常有人指出，似
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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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
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32] ”这种圣约模式的思想，被美国人民
吸收并付诸实践，构建了一个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圣约政制。

5.2 圣约传统指引着美国的联邦主义宪政实践
5.2.1 圣约传统在欧洲的复兴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欧洲大陆，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均发生了巨变。风起
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等级制，为崇尚平等的圣约传统奠定了制度环
境。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尽管过分高扬了人的理性，但打破了束缚在个体之上的
封建枷锁带来了平等思想的迅速普及也是不争的事实。宗教改革则在批判腐朽教
会的过程中使基督信仰更加纯正，为圣约传统奠定了相对纯正的信仰根基。这一
系列变革为圣约思想的进一步开拓披荆斩棘。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人力
需求的极大增长，原本被束缚于土地和狭隘农村的人们被隆隆的机器声驱赶到城
市，导致了中世纪形成的个人、社区、城乡间的纽带解体。人们被迫离开家乡，
作为丧失了社区的保护和支持的个体去寻找工作，并不得不找寻新的住处。他们
与其周围环境日渐分离甚至疏远起来。当人们开始认为自己与其所属的阶层、社
区和家庭格格不入时，圣约传统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在社会上孤零零、在信仰上
却有共同的家园的个人，开始通过圣约，来寻求他们与社区的联系。
这些巨变，带来了欧洲大陆圣约传统的伟大复兴。圣约模式开始逐步走向成
熟，并被付诸实践。正如佩尔柯克所描述的：
“16 世纪和 17 世纪出现的个人开始想像自已――既非社会体的一个器官，亦
非心理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与其他个体结合成家庭、行业、阶层、政府等的一个组
织，但本性上能够容忍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公共机构。因为他们之间日趋分离。相
反，中世纪的人对自我的描述，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它是此政治社会的一个器
官――他是一肢体还是一首脑则视其所属阶层的地位而定。这种‘器官’的形象化
描述充斥于中世纪的官方纪录和世俗的与宗教的文献中。此政治社会被认为是上帝
对社会的世俗预备。他已为每一个国家预定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它的各个部分结合
在一起，因其自然的生命像任何一个有机体一样注定兴旺又注定死亡。 [33]”

5.2.2 圣约传统在美国的开拓
15 世纪下叶天主教改教运动失败与 1517 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
改革开始之间的那段时期，欧洲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次被后世称为“伟大
的开拓”的探险，让欧洲人开始了在 500 年内成为世界统治者的扩张。它开创了
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移民和殖民运动，它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如果说圣约传统的伟大复兴出现在欧洲，那么，圣约传统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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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出现在北美。经济落后、思想闭塞、文明蛮荒的新大陆为圣约传统提供了天然
的政治实验室。移民新大陆的人们借着本性或文化，带来了自己先进的文明。在
此过程中，圣约传统得以传播，并在清教徒们的足迹中得以实现。在创建美国的
过程中，新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圣经上最初的圣约主义主要通过新教徒且主
要是加尔文宗信徒的渗透而进入新大陆。在那里，它转变成一套可操作的原则、
制度和惯例常规。清教徒们成为文化的奠基者、制度的塑造者和对政治及其他行
为的重要影响者。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们远离已有的文明秩序，汇集到一个生疏蛮荒之地，
必须建立共同的行为规范并组建自己的政治组织。因为平等地参加了冒险，他们
自然趋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去分享权益。圣约传统为圣约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
首先，在蛮荒的新大陆，出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必须将人们意志
置于一种共同道德的监督之下，新的文明的行为规则亟需建立。面对生疏的环境，
人类很容易陷入“本性的自由”不能自拔，导致社会无序。此时，基于共同的信
仰的圣约观发挥重要的行为指引作用。人类必须通过圣约以明确，他们在新大陆
寻求的自由将是一种“圣约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一种“本性的自由”。
“圣约的自
由”和“本性的自由”是当时到达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清教徒中一员的约翰·温思
罗普(John Winthrop)所做的划分。作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
普于 1645 年在对议会的演说中提出了“圣约的自由”的概念，他认为，圣约的自
由与本性的自由（Natural liberty）相对立。他指出：
“此乃一种双重的自由――本
性的自由（我意指吾等本性在此时是堕落的）和法定的或圣约的自由。第一种自
由乃人类与兽类及其他生物所共有。此刻，仅处于人之状态下的人有随心所欲的
自由；它是一种既趋向恶亦趋向善的自由。此自由既不尊敬权威也不与其相容，
并且丝毫不能忍受最公正权威的约束。固守并运用此自由会使人更加邪恶，最终
人比野兽更加狠毒。此乃真理与和平的大敌，最为野蛮，上帝的一切法令决意反
对、约束并制服它。我称另一种为法定的或圣约的自由；它也可能被叫做道德的
自由，道德律法中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圣约和人们间政治上的圣约及宪法与它相关。
此自由是权威正确的指向与目标，没有它权威就不能存在。它乃是一种只趋向善
良、公正和诚实的自由。你们若坚守这种自由，将在必要时冒（不仅是你们的利
益，而且是）你们的生命的风险。阻挡它的不是权威而是对权威的桀敖不驯。此
自由乃以一种服从权威的方式来维持和运用；它与基督使我们解放的自由一
样……若你企图固守你本性中堕落的自由并行那你看为善的事，我们就丝毫不能
承受权威的责任重担，却是抱怨、反抗并总图尽力除去那轭；然而，若你满意享
有基督送予的法定的和合法的自由，那么你将为了你的善，平和又高兴地在其一
切统治中服从那置于你上的权威。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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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这两种自由予以了呼应：
“ 我们不能安于我们因独立而应当得到的
一切。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
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
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
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或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
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
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如有必要，应
当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 [26] ”
的确，一部分人起初是为了寻求本性的自由，才来到北美此莽荒之地的。只
要不伤害其他人，本性的自由就意味着，每个人可自由地做他或她喜欢的事情。
在美国人的口语中，它指“行自然之事”(Do What Comes Naturally)，而非被社会
或政治的限制所约束。在美国人的传奇中，通常是文明的限制难及之处的边区居
民，尤其是山地人能够最好地实现本性的自由这种欲望。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
需要显然不仅仅如此。
“圣约的自由”是对“本性的自由”的驾驭和超越，如果没
有前者，新大陆将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野蛮无序的自然
状态，这是十分可怕的。清教徒的传教活动，将上帝的救赎恩典带到了在信仰上
蛮荒的北美土著之中。依赖宗教信仰，清教徒们在蛮荒的新大陆，克制了“本性
的自由”，而自愿规制于“圣约的自由”之下，将本性的自由和圣约的自由相调和，
由此建立了最初的秩序。
其次，如果不发展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政治规则，圣约政体的梦想仅仅只是浪
漫主义。美国立宪主义对圣约传统提供了一种现代阐释，为它注入了新的血肉，
并且使它像其过去一样成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的工具。所以新大陆因
欧洲人移植的圣约传统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是一个人类在“上帝之下”
立下的而非与这位至高无上者一起立下的现代之约，以在法律之下创立一种有秩
序的自由的故事。历史，不再如有机体理论所要求的被看成是周期性的，而是象
圣经史一样被看作是目的论的。换言之，历史本有圣经预定的起初和末了，但因
人的堕落，需要上帝介入使其有一适当的结局。于是，上帝为了拯救人的罪，通
过一系列约来重新奠定人间的秩序，来成全恩典的完满和爱的丰盛。新大陆的清
教徒们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为圣约传统“量身定做”了为后世所称道的政治制度，
将信仰层面的思想转化为实际运行的制度，其开创性意义令世人瞩目。

5.3 《五月花号公约》等宪法性文件是圣约传统的政治实践
5.3.1 《五月花号公约》的开创性意义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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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
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
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
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 [26] 。一句话，要回到起源和开端。然而，由于年代的
久远，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童年已经无从查考，因为时间已使其摇篮时期蒙上一层
乌云，而无知和傲慢又用一些离奇传说把它包围起来，致使其真面目无从得见。
但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使人看清它的社会的
自然成长历程的国家 [26] 。尽管严格说来，美国并没有自然意义上的起源或童年，
它不是自然而然、土生土长的有机政治体。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一个清晰可
辨的非自然的起源和开端。在《论美国民主》中，托克维尔将这一起源和开端追
溯到了 1620 年 [26] 。这一年，一批避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或者说“朝圣客”，带着
英王的特许令，乘坐“五月花号”木船前往北美，预定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就五
月花上的这批殖民团来说，他们赴北美弗吉尼亚地界垦殖原本是经过英国伦敦一
家名为“弗吉尼亚公司”的授权，而且与之签订有严格、详细的经济和约，规定
了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引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
最初几批移民的去国离乡情景：
“于是，他们离开了自己休养生息的这座城市（德
尔夫特—哈勒夫特），但他们是心安理得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此生是朝圣者和异
乡人。他们不留恋世间的东西，而是眼望上苍，认为那里才是他们亲爱的故乡，
上帝已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神圣的城市…… [26] ”
然而，当乘客们抵达北美时，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五月花号航船驶出了
弗吉尼亚的地界，这一意外在船上的乘客中引发了争执和骚乱。因为，船上不仅
有原来避居荷兰来顿的虔诚的清教徒，而且也有一些所谓的“陌生人”，相比之下，
他们来北美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至于宗教上的追求，则非常淡漠，智
识和道德水准也不及那些从荷兰辗转来北美的英国清教徒或“朝圣客”们。很显
然，由于这一新的情况，他们原来与“弗吉尼亚公司”所签订的和约的效力就成
了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已经偏离出既定目的地几百英里。此外，船上
的一些没有宗教追求的“陌生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体，并不隶属于从荷兰社区来
的那批朝圣团体，从而也不受这一避居荷兰的英国宗教团契及其约法习惯的管辖。
也就是说，当五月花号航行至北美即将登陆时，他们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因为无
论是与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经济和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传统
和习惯都不再有规范的效力。或者说，他们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然而，
如果他们登陆后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
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托克维尔这样描述：
“他们现已渡过宽阔
的大西洋，到达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但既无亲友来迎接他们，又无房屋来供他们
栖身。当时正值隆冬，而知道我们这里的气候的人都熟悉冬天是凛冽的，这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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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狂风来袭。在这样的季节，到熟悉的地方去旅行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在一无所
知的海岸上安家了。他们的周围满目凄凉，一片荒芜，到处都有野兽和野人。他
们不知道这些野人有多么凶狠和有多少人数。大地已经封冻，上面布有树林和灌
木丛。到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景象。他们回头望去，只是把他们与文明世界隔开
的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为了能够得到一点慰藉和希望，他们只能仰首求天。
[26]

”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签署了一份公约，此即后

人所称的《五月花号公约》，并以此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民政治体，成为美国立国
历程中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五月花号公约》这样写到：
“因上帝的名义，阿们，作为敬畏全权之上帝和因上帝的恩典而治理大不列
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詹姆士王――信仰之保护者的忠诚臣民，我们写下自己的
名字，为上帝的荣耀、基督信仰的前进和吾王吾国的荣誉，开始移民到弗吉尼亚
北部第一殖民地的航行。我们，根据本文件，在上帝面前，互相庄严地依次进入
圣约，将我等联合以组成一个世俗的政治社会，此乃为了我们有一更好的秩序与
对上述目的的保全和推进，并借此制定，应常被认为是对殖民地的公益最恰当和
适宜的宪法和公职。我们在此基础上才全部地顺服和服从。在主的见证下，11 月
11 日我们在圣经上签下我们的名字…… [35] ”
“五月花号”开创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偏航。在传统王权所不及的地方，
在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权力合法性急需找寻源头的时候，殖民者通过在神面前订约，
来奠定权力的合法性渊源。
《五月花公约》成为首批殖民者融合宗教权威和思想统
一的典型方式，从而将自己全盘纳入单一政府的管辖 [36] 。这个合约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视为“美国的第一部宪法”，奠定了随后诞生的弗吉尼亚北区的法理基础 [37] 。
《五月花号公约》是圣约式的民主协定。它表达了初来殖民地的移民希望政
府是来源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愿望。五月花公约也是宗教契约转化为政治
契约的最有力的历史证明。公约虽短，但宣示了殖民地的目的，政治实体的基础
和殖民地政府的权力。公约援引上帝的旨意为其存在的根据，是一种不容怀疑的
对全体清教徒的神圣约束，是世俗政府的法理基础。通过公约，签字的清教徒相
互认可了自己与上帝的特殊关系，并将这种特殊关系转化为了一种政治权力。无
怪乎约翰·奎恩斯·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不无自豪地将《五月花号公约》
称作“也许是人类制定的最早社会协约史中的唯一实例。它曾被坐而论道的哲学
家们设想成政府合法的唯一根基。 [38] ”
布莱福特是乘坐“五月花号”于 1620 年抵达北美垦殖的第一批朝圣客，他于
1621 年接替死去的卡佛先生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掌舵人，此后连选连任（每年
选举一次）不少于 30 次，统治这个殖民地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其《普利茅斯垦
殖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虽然我已经步入老年，但我仍然十分渴望用我自己的眼
睛阅读用最古老和神圣的语言写成的东西，里面不仅有上帝的律法和奇迹，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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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上帝和天使说给远古长老们的话，也有赐给造物的名。其中之精髓我虽然不
能悉数领会，但我仍然能够从远处瞥见一二，就像摩西从远处瞥见迦南地一样。
[38]

”由此可见，布莱福特等清教徒们内心深处曾以摩西自况，而五月花公约的立

法行动与旧约中的约法传统实在是血脉相连。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通过领
受上帝的律法，在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订立摩西之约，最后到达迦南地，建立了
自己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五月花号之旅”也是清教徒们的一次圣约立国
的伟大实践，最后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暗合的是，摩西在进入上帝应许之地迦南
之前就死去了，而布莱福特身前也没有看到美国的诞生，余下的事业要由犹太人
的总司令约书亚和他的战友们（华盛顿、汉密尔顿等等）来完成了。汉密尔顿将
军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篇第一段里所提出的美国“例外论”无论是在修辞
风格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承继了犹太人的“选民”观念以及作为其实质内容的
约法传统 [32]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月花公约这一立法行动乃是《圣
经》创世记开篇中所说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1：2）的最好注脚，
从而也是洛克所说的“太初有美洲”的最好注脚。托克维尔也坦言：
“我好象从第
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犹如我们从人类
的第一个祖先身上看到了人类后来的整个命运。 [26] ”“他们的祖先给他们带来了
爱平等和爱自由的习尚，但把他们安排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并给予他们以
长期保持平等和自由的手段的，却是上帝本身。 [26] ”

5.3.2 其他宪法性文件的政治意义
事实上，
《五月花号公约》只是一个标志，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有许多这样
的圣约。在北美殖民地上的居民之间立下的世俗圣约，缔造了一个个清教徒的政
府。美国清教主义的伟大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曾对最初奠定美国政治理
论的基础作了如下总结：
“对清教徒来说，基本观念乃是圣约……主要是一个宏大
神学的概念，它亦成为一种社会理论。在清教徒的系统阐述中，它主张一个政治
社会若能正当地建立，不仅要有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还要有一种不是根据人民
自己设计的条件，而是只以上帝永恒的正义之法的预定条件为依据的协议……
[39]

”因此，就如同在立国之初要制定根本大法一样，每当清教徒们开创一块殖民

地，就会有一个奠定殖民地政府权力来源的圣约产生。
《五月花号公约》是这些立圣约的行动中的第一步。随后，这种模式延伸到
北 美 创 建 的 每 一 个 移 民 点 和 其 他 殖 民 地 的 众 多 移 民 点 。 亨 利 ·斯 梯 尔 ·科 马 吉 尔
（Henry Steele Commager）评论道：
“整个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
协约——1639 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1638 年朴次茅斯的‘神圣协约’及其后继者
1647 年圣城普兰泰申宪章、1707 年宾夕法尼亚的基本权利宪章（此例不甚清晰却
能确定）和此后在一个接一个的拓荒地上立下的 20 个协约和协议。[40] ”又如 H·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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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尼尔布尔(H· Richard Niebuhr)指出：
“在美国民主形成的那个时代，指引人们
的伟大的公共模式之一……曾是圣约或联邦社会的模式。 [41] ”
多纳德·卢兹是北美殖民地宪法性文件最重要的收集者和解释者。通过这些文
件，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北美殖民地和美利坚合众国是如何从圣约主义走向
立宪主义的。
据卢兹的归纳，从 1610 年到 1721 年的 74 个北美殖民地的宪法性文件具有
13 种类型：宗教信仰型（Religions）、俗世圣约型（Civil Covenant）、誓约型（Oath）、
协 约 型 （ Compact ）、 契 约 型 （ Compact ）、 组 织 法 型 （ Organic Act ）、 协 议 型
（ Agreement）、 合 约 型 （ Combination）、 和 基 本 法 型 （ Fundamentals ）、 法 令 型
（Ordinance），特许状型（Patent）、宪章型（Charter）和宪法型（Constitution）；
包括 4 种基础要素：人民的创建、政府的创建、自我限定条款和一种特定的政体
或一套政治制度的创建。卢兹从 13 个州中的 11 个州收集了上述文件 [10] 。
从所列文件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立宪主义恰好为圣约模式所容纳，并体现了
圣约模式已成功地融入了延续至今的美国政治制度当中。
“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都始于社会的上层，然后逐渐地而且是不
完整地扩及社会的其余不同部分。在美国，可以说完全相反，那里是乡镇成立于
县之前，县又成立于州之前，而州又成立于联邦之前。[26] ”而从小的乡镇到大的
联邦的建立，却依赖于一个个的世俗圣约。这些世俗圣约，先形成链，再组成网，
将个体的人和分散的殖民州联结起来，最后形成了美联邦。因此，美国联邦制度
正是圣约理论与美利坚民族政治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5.4 圣约传统塑造了美国联邦主义宪政思想
在赴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的路上，在每次美国本身似乎注
定要解体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一如既往地专程来到费城瞻
仰独立厅。1861 年 2 月 21 日，林肯驻立在这块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前，唤起他
的听众们注意，他已经“倾听到在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最初制定之地神圣的城墙
内高扬而出的言语。”林肯继续说：“任何非来自那城墙的言语，我从不询问。在
我所有的政治冲突中，我依靠那来自神圣不可冒犯的城墙中高瞻远瞩的教义。若
我曾真的背离了那教义，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31] ”
由此可见，在林肯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以圣经的教义为原则。林肯的这种
观点源自美国人的经历，可与圣经上以色列的经历相提并论。即使美国人不是上
帝的选民，但在林肯的眼中，他们至少是一个“近乎上帝的选民”。
林肯在独立厅和类似场合的评论表明他继承了美国人一种普遍的圣约使命
感。这与杰出的清教徒——约翰·温思罗普总督所叙述的的相似。1630 年，在大
西洋的“阿尔培拉”号船（The Arrabella）上发表的《基督之爱的典范》中，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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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罗普对第一代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在新大陆开创的伟业作了总结：“因这未竟事
业，我们和上帝立下圣约，我们已经领受了一封委托状…… [10] ”
1965 年 1 月，温思罗普的这种圣约使命感在约翰逊（Lyhdon B.Johnson）总
统的就职演讲中找到了回应：
“为寻到一块自由之地，背井离乡、孤独无助的他们来到这儿。他们立约于
此地，用正义构想，用自由来书写，用统一来联合，它意味着有朝一日鼓舞起所
有人类的希望，它至今仍约束着我们。只要我们遵守其条件，我们应会繁盛。美
国之圣约号召我们致力于指出人类自由之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因此，尽
管作为一个国家远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但作为一个民族没有哪位异乡人不在我们
的期望之中。 [31] ”
所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逃离法老的奴役并用“阿们”来同意摩西立下西奈
之约的近 3000 年后，视已为新以色列人的清教徒的先辈们，开始了进入“荒芜险
地”的历程。当时的北美，既是自然意义上的荒芜，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处女地。
他们亦以签名和“阿们”同意圣约。在此过程中，清教徒的前辈将源于圣经上的
圣约传统引入北美。
事实上，在缺乏规则的殖民地初期，圣经成为有些殖民地立法的蓝本和源头，
据托克维尔考证：
“在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中，一个最有特色的法令集，是规模不
大的小州康涅狄格在 1650 年颁布的法典。康涅狄格的立法者们，先从制定刑法开
始。在制定刑法时，他们想出一个奇怪的主意，从《圣经》里找来一些条文。这
部刑法的开头说：‘凡信仰上帝以外的神的，处以死刑。’接着，有十条到十二条
是逐字从《申命记》、《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抄来的同类性质的条文。 [26] ”因
此，托克维尔才认为：
“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
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 [26] ”
清教徒来到新大陆，迎面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调和营利之商业与慈爱之
事业之间的矛盾。广袤而富饶的北美，激起了每个清教徒潜伏于内心的物欲，许
多人开始不择手段谋取利益。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存在。约翰·温思罗普，马
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在远航的“阿尔培拉”号船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建
议通过上帝与清教徒的圣约来调和二者。他详述了圣约的条款，并在实践中用以
指导这种调和。温思罗普的论述以真正的圣约风格强调了富者帮助穷者的义务，
而这并非因为穷者的道德或他们享有被帮助的权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责任
调和营利与慈爱间的矛盾，并给那些比他不幸的人们奉献基督之爱，而不论接受
者是否值得被帮助。
除此以外，圣约还被用来调和自利与良知之间、物质手段与终极目的之间、
以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温思罗普在《基督之爱的典范》的演讲中
表明他意图致力于解决这些冲突。正是在其演说中，他表明北美正成为“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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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之城”并且“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清教徒“应当发现以色列的上帝
正在我们中间。[34] ”信徒坚持圣约条款和奉献基督之爱才能调和这些冲突，以此
过上圣洁的生活。唯有保持完满信仰的品质，这个政治社会才能坚定，因为个体
本身不过是一根易折的芦苇。
温思罗普所钟情的理论曾是把他的奉献、营利和平等观念统一于这个政治社
会之中的粘合剂。他阐释到：“……若无回报之期望，圣爱当无培育和维持的可
能……圣爱总是处于报答之中，它从未付出却一直有效地得到……在同一社会的
成员中，圣爱和人爱在一种非常平等又甜美的交流中互存互惠……考虑到爱的运
行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我们可以在这自然身体中看到……劳作……与如此的愉悦
和满足相伴随以至于远远超越了它所承受的痛苦：因此，基督徒间圣爱的一切劳
作中，正在爱的那方，将如以往显明的一样再次获得爱的丰收，灵魂所渴求的超
过了世上的一切财富……因为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天国，去爱和活在爱中乃是灵魂
的天堂。 [35] ”
清教徒圣约传统视所有的社会都是上帝与其子民间立下的根本性圣约的产
物。温思罗普将标准的共和国称为一个致力于“圣约的自由”或者自愿倾听、思
考、选择、同意圣约律法的自由的共和国。清教徒们寻求将人们间的所有关系都
置于圣约的基础之上。他们的聚会是在圣约基础上形成的“圣徒”的肢体关系。
这种关系只有在将来可能的成员互相立下圣约时才会存在，而且只要立圣约的行
为保持有效，它就能存留下去。
清教的教义既是宗教学说，又是政治理论。圣约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逐渐削弱了封建等级制。在政治体制上处于荒芜状态的北美，不包括军队似的控
制链中的上下等级，而包括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个体。在一个圣约的社会中，
国家本身仅仅是一个社团。它通过圣约式的宪法被授予了特殊的权力，但同时要
受到宪法的约束。如果苏联的人民被称为“同志”，那么，美国人的称呼则应当是
“伙伴”（partner）。这种典型的美国式称呼体现了在公共的政治国家面前，个体
之间平等且和谐的关系。他们在上帝的旨意和见证下，通过圣约重新聚集，构筑
了被后人称道的联邦政治体制。

5.5 基督教圣约观与世俗契约观在美国宪政历程中的关系
基督教圣约观在美国宪政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霍布斯、洛克、卢梭
等人开创和发展的世俗契约观，也在此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常人不必在圣约
与契约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或许是这种综合的最佳典范。
正是二者的汇合，催生出了现代最为发达的美利坚合众国。
要理解基督教圣约观与世俗契约观的关系，必须熟悉基督教的三次分离对圣
约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在西方两千年圣约传统史的进程中所经历的三次分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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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了圣约存在着分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每次分离开掘出圣约传统自身的一
条支流，传统的后继者作为活涌的支流而存留，同时，几大支流不时在人类历史
的关键时刻重新连结。三次分离如下：（1）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离；（2）基督教
与其改革宗的分离；（3）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约观信徒与世俗契约观者的分离。本
文要关注的无疑是第三次分离。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期，第三次分离产生，其中犹太教和新教改革宗的圣
约传统被斯宾诺莎、霍布斯和洛克等哲学家利用。他们将其世俗化为契约理论，
给新的世俗政治秩序提供一个新的根据。大约一个世纪后，这个运动在美国革命
中达到了巅峰，持续的时间达三代人之久。这两条支流的互动导致了美殖民地独
立战争、
《独立宣言》、
《联邦宪法》和后来对世界事务有着强大影响的美利坚合众
国的产生。
但是，基督教圣约观与世俗契约观在美国立国历程中的作用，却存在时间上
的差别。
世俗契约观政治哲学家在 17 世纪中后期才开始他们的巨著，而在此 20－30
年前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就在圣约传统的指引下开始了圣约探索，并且取得了伟
大的成就。1620 年 11 月 11 日，当踏上新大陆的清教徒们签订《五月花号公约》
时，霍布斯（1588-1679 年）年仅 32 岁，即将担任培根的秘书。31 年后，其传世
名著《利维坦》问世，在该书中他才提出了“按约立国”的伟大构想。再往后 39
年，洛克才出版《政府论》，此时的卢梭还未降生。北美其他殖民地陆续出台的
宪法性文件虽然在《五月花号公约》之后，但也基本在霍布斯和洛克之前。比如：
“1639 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1638 年朴次茅斯的‘神圣协约’及其后继者 1647
年圣城普兰泰申宪章、1707 年宾夕法尼亚的基本权利宪章（此例不甚清晰却能确
定）和此后在一个接一个的拓荒地上立下的 20 个协约和协议。 [40] ”由此可见，
清教徒政府立宪的实践从未也不可能依赖于霍布斯、约翰·洛克、其先人或其后辈
政治哲学家的著作。清教徒们用其圣约传统详细地阐明了清教徒政治制度并且确
立了其正当性，它们领先于洛克至少二代人的时间。美国立宪主义是在吸收了一
种源自圣经的古老、经典和神圣的圣约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伟大探索与开创。
事实上，世俗契约观真正发挥作用一直要到十八世纪中后期，直至美国 1789 年宪
法出台。
即使如此，世俗契约理论的开创与发展也深深地打上了圣约传统的烙印。霍
布斯和洛克等人首先阐释了该理论，但他们的阐释却无法摆脱圣约传统的“地心
引力”，因为他们与清教徒一样，源自同一种圣经上的根源，只是被他们以一种准
清教徒的方式转化。所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始至终都用极具基督教色
彩的 covenant 来表示约，而不是后来卢梭的 contract。洛克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哲
学的先驱，自由主义的鼻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架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洛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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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不否认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与敌对者争论中始终强调他的学说
7
是有益于宗教的。 洛克的《政府论》虽然是以批判菲尔默(Robert Filmer)开始的，

但他在批判菲尔默君权神授的圣经政治观时，也建立了其自身的政治观念与圣经
的联系，只是《政府论》的上篇常被人所忽视。换句话说，洛克是用另外一种方
式来建立政治和圣经的联系，而不是斩断。理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洛克也
在《政府论》(下篇)中强调，他的政治哲学是以理性为基础。
“人的自由和依照他
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
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42] ”但
是，在洛克式的基督教神学语境中，洛克始终坚持理性的神圣来源 [43] 。圣经上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记，1:26）按
洛克的解读，“上帝的形象”就是理性的神圣来源：“无论上帝的形象表现在什么
地方，智力的禀赋当然是它的一部分，并属于全人类所有，因而才使人类有能力
享有对低级动物的统治权。[42] ”理性的神圣来源决定了政治理论的神圣基础，因
此，尽管洛克对圣约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但他所有理论的架构依然建
立在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之上。

7

“ 我 肯 定 我 是 基 督 徒 ”，这 是 洛 克 对 John Edwards 指 控 其《 基 督 教 的 合 理 性 》的 回 击 ，参 见 The Works
of John Locke，vol VII，Rontledge/Thoemmes Press，1997，p359。此 前 ，围 绕 着《 论 宽 容 的 信 》，洛 克
也与 Jonas Proast 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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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宪政己经成为学者广泛研究的课题，而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对我们把握现代
宪政颇为关键。这新世界确实有全新的起源，但实际上来自旧世界的传统依然存
在。宪政，作为联系新旧世界的中介，其背后的核心观念就是圣约。宪政只是对
圣约传统的现代解释，使之有血有肉，成为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的工具
[2]

。联邦宪法是美国的立国之基，在美国公民心中具有极大的神圣性，甚而成为

一种世俗化信仰，历数百年不变而依然生机勃勃。但宪法的确定不是凭空而来的，
除了来自美国建国前期的一些政治经验，更具有深厚的宗教渊源，这个根源就是
基督教圣约观念。圣约传统是美国宪法的一个直接背景。从圣经中的数次立约，
到相信上帝与北美居住者之间的圣约，这是宪法在美国能够成为一种世俗化信仰
的根基 [10] 。美国联邦制中的核心观念是依赖订立圣约把民众联合在一起的程序形
成自治的关系社群。这些关系始于新英格兰的小镇，扩展至殖民地特许状、州宪
法、《邦联条列》、《美国联邦宪法》及构成当代美国社会的新的秩序模式 [44] 。美
国社会的秩序建构植根于在上帝面前相互订立圣约以及建立民治国家的观念以及
在遭遇未来紧急情况时根据这种观念行动的相互承诺。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
与建构民治国家的思想相连。最后，订立圣约把民众联合在一起的方式以法案、
条例及宪法等公正而平等的法律形式体现出来 [44] 。正如伯尔曼所说，假如不去探
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宗教方面，就会难以理解西方法律的传统和特点 [45] 。因此，在
对美国联邦主义宪政的考察中就不得不去寻找它的宗教根源，基督教圣约传统就
是这一追溯的关键所在。
美国联邦主义宪政的发展是一个从圣约到宪约的过程，圣约作为一种古老的
传统融入美国的传统中，并且为现代性所修正。圣约思想在政治哲学上赋予了联
邦主义宪政以神圣背景和道德根基。圣约先于宪法，宪法先于宪政。宪法中隐含
着作为高级法的圣约思想，所以，宪法一旦失去（神）圣约（法）的高级法背景，
就缺失了神圣性。联邦主义与宪政都具备相同的高级法背景。圣约是宪政和联邦
主义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之一。自清教徒时代以来，圣约观念融入了美国理论
和文化之中，尤其是世俗立宪主义之中。圣约观念不仅成为美国创建基石的重要
部分，而且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对于塞缪尔·亚当斯
（Samuel Adams）反英压迫的“神圣盟约和圣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中的爱国者，对于 1787 年立宪协约的制定者们，对于在首任演讲中称年青的共和
国为“选定的国家”的杰弗逊（Jefferson），对于常将“一个美好婚姻”作为美联
邦典型特征的林肯，对于约翰逊，对于千千万万的美国百姓，圣约观念已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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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历程的真实经验中体现出来，并内化为美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焕发出勃勃
生机。
不论其宗教的意义如何，圣约传统在政治上为宪政和联邦主义提供了宗教与
道德的基础。不论是圣约，还是宪约都是平等的各方之间的神圣约定。在联邦主
义之下，圣约与宪约都不是统治者下达给被统治者的中央文件，其签约方也不仅
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协定，最终也须由公民（通过其代表）来签署批准。签
约各方也不应赋予任何一方以绝对的支配权，而是维持各方之间的平等地位。如
果有任何一方绝对凌驾于他方之上，宪约与联邦主义就不复存在。圣约思想为联
邦主义宪政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范式和抽象的观念支撑，圣约精神与宪
政彼此推动，产生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不断推动宪政制度走向完善。
美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特例，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更是如此。我们不
可能寄希望于历史重演，但可以抽象出一般性的规律，希望“窥一斑而见全豹”，
从而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有所启发。我国当前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时期，宪政制度的完善无疑是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所在。美国是现在世界唯
一的超级大国，其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其宪政制度和经济
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带来了美国奇迹的诞生。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从学习
美国先进的经济制度转变为学习其先进的宪政制度。但是，表面的宪政制度架构
的照搬，往往带来水土不服，并没有发挥出其原本的功效。因此，必须挖掘美国
先进的宪政制度背后起支撑作用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唯此才能把握美国宪政
制度的精髓。而基督教圣约观则是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之一。探讨联邦
主义宪政的宗教与道德基础并不是为了进行知识考古而去挖掘，更重要的是去理
解联邦主义宪政中的丰富的价值内涵。在建设我国宪政大厦的宏伟工程中，第一
要务并非搭建具体而微的制度结构，而是夯实支撑这些上层建筑的坚实的观念根
基和价值源泉。只有建立起民众对于人人平等、权利神圣、有限政府等宪政理念
的信仰，才可能在宪政舞台上谱写出动人的乐章。
受限于学识的贫瘠和资料的匮乏，本文从开题到完成，过程并不顺利。即使
是现在所呈现的定稿，也仅仅肤浅地阐释自己的一点理解与体会，其中还有许多
不尽如人意甚至谬误之处，但若能从中汲取一点真知、增进一点理解，也无愧于
恩师教诲和点滴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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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终究还是要划上句号，不管心里有多么不舍。因为明白，这可能也是自己学
生时代的一个句号。从此，不能在法学楼的 206 听课了，不能在图书馆闲读了，
不能在建设村食堂吃剁椒鱼头了，也不能不买票爬岳麓山了，更不能晚上和兄弟
们胡侃了……，多少美好的记忆啊，我们终究还是要说再见了。
湖大七年，是一个少年从懵懂逐渐走向成熟的跋涉历程。我无疑是幸运的，
在这两千多个日夜当中，我获得了太多太多，老师的教诲与关爱，同学的真诚与
鼓励等等，这些都是我一辈子的财富，支撑着我前行的脚步。
导师温晓莉教授不仅给予了我学识上的启蒙，更为我树立了品德上的典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恩师用一言一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学问，什么是高品
格。“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您何尝不是板仓先生这句名言的身体
力行者？成都的那个春节，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一缕清新的阳光照进我的胸膛，
洗涤着我的心灵。“骇浪千堆终是水，华章万古始流芳”，张老师的才气与骨气依
然历历在目；流沙河、王怡、冉云飞等知识分子为信仰和道德默默坚守，言行中
无不折射出知识分子寥寥仅存的古风，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大木欲成，长天可
柱，恩师的教诲，学生刻骨铭心。
感谢七年时间中给予我知识和帮助的各位老师们：在我为大学学费发愁的时
候，是辅导员郑琼英老师为我排忧解难，七年中您给我的鼓励和关照值得我一辈
子铭记；给我上第一堂法理课的是赵迅老师，至今依然记得您对我一些肤浅问题
不厌其烦的讲解，并时刻关注和指导着我的成长；高中老师是我们法理班的“大
管家”，课堂上为我们生动地传授知识，课外又为我们十三个同学的顺利毕业殚精
竭虑，高老师，您辛苦了；肖洪泳老师是我们年青学子的典范，您对真知的孜孜
以求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时刻激励着我们前行的脚步；郭哲老师待人真诚，要
求严格，办公室的那次促膝长谈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张秋航老师善良、和蔼，论
文从开题到定稿，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不甚感激。
感谢法理班十二位可爱的同学们，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天各一方，但心会彼
此牵挂，记住我们“法理一体、我们一家”的口号：无法不行，无理不行，无法
有理不行，有法无理不行，无法无理不行，有法有理还不行，还要有我们十三个
人才行。
感谢 312 的三位兄弟们，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充实而快乐的三年：于智勇，
同窗七年，也同寝七年，更是包容我鼾声七年，这就是缘分，以后记得少抽点烟；
何昌文，我们寝室的老大，佩服你的毅力和勇气，一路走来，你是榜样；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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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寝室的开心果，下半年要结婚了，给你预备了红包，祝你们幸福。
感谢杨哲媛同学，你的相伴是我一生的财富。如果我真的如你所说是一只绩
优股，我会尽全力涨停，让你赚得盆满钵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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