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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本法对权利的保护
□ 司绍寒

德国宪法与德国一样命运多舛，荣
辱并存。1871 年德国统一后诞生的

《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德国历史上第一
部统一的、真正实施的宪法，而其军国
主义色彩在 40 余年后给世界带来了巨
大的灾难。一战后的《魏玛宪法》是德
国历史上第一部实现民主制度的宪法，
它广泛地规定了个人权利、社会福利和
经济政策，是现代宪法的源头。遗憾的
是，这样一部广泛规定公民权利、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宪法很快就被纳粹势力所
践踏，从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浩

劫。当今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
法》（以下简称《基本法》） 诞生于二
战后，见证了战争的创伤、分裂的痛
苦、冷战的隔阂、统一的喜悦和繁荣的
骄傲。正是这样复杂而深刻的历史，使
得现今的德国人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成果和幸福。

德国宪法与公民权利

“私人的茅草棚，风能进，雨能
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这一法谚不
仅铭刻在波茨坦（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首
府）皇宫和它对面的磨坊上，也铭刻在
德国人民的心中。《基本法》第1条第1
款就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
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机构的义
务。”在德国人心中，人的尊严是人权
的基石，如果不给人以人的处遇，就无
所谓人权。第2款规定：“为此，德国
人民确认不容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
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
础。”第3款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有直
接法律效力，约束立法、行政和司
法。”通过这“不可修改”的第 1 条，
人的尊严成为整个德国宪法体制、国家

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基础，甚至是德国政
府所应奉行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人权
也被赋予直接和最高的法律约束力。

德国宪法法院

宪法在德国人民生活中之所以占有
重要地位，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设有联
邦宪法法院。宪法法院的存在使得《基
本法》 中基本权利和其他宪法权利

“活”了起来。任何公法争议，如无其
他诉讼手段，都可以诉至宪法法院；任
何人认为其基本权利和宪法权利受到公
权力侵犯，也都可以诉至宪法法院。每
年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的诉讼都超过
6000 余起，大部分都事关公民的基本
权利。虽然绝大部分案件得不到受理，
但是受理和裁决的每个案件都深刻地影
响着德国人民的生活。

笔者在 2007 年赴德国留学之际，
有幸到远在卡尔斯鲁尔的联邦宪法法院
拜访了时任副院长的哈斯默尔先生。当
时笔者很惊讶宪法法院这一重要的联邦
机构竟然不在柏林也不在波恩，而是坐
落在德法边境的一座小城的三层小房子
里。据说之所以将其建在这里，就是要

远离政治对宪法的干扰，真正负起监督
宪法实施，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责
任。

德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与诉权的保障

再完美的权利条款，也不敌“束之
高阁”；再周密的诉讼程序，也害怕

“投诉无门”。为了保障宪法的基本权利
不被其他法律架空，《基本法》规定如
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对基本权利予以限
制，则该法律必须有普遍适用效力，不
得只适用个别情况。

此外，该法律须指明引用有关基本
权利的具体条款。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侵
害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为了避免投诉
无门，《基本法》还规定无论何人，其权利
受到公共权力侵害的，均可提起诉讼。
如无其他管辖机关的，都可向普通法院
提起诉讼。严格控制对于公民的基本权
利的限制，向其敞开诉讼的大门，是德国
人民对法治国家信仰的坚实基础。

德国刑事司法与宪法

将刑事司法原则宪法化是德国《基

本法》的一大特点。纳粹历史的惨痛
教训让德国人民牢记被滥用的刑事司
法手段的巨大危害，因此基本法将生
命、身体、人身自由、通信秘密、
住宅等都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只
有法律才可以对这些权利予以限
制。而限制这些权利的法律主要是
刑事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比
如，《基本法》结合当前新的技术发
展和反恐需求，针对住宅的监控作
出了细致周密的规定。为侦查重大
犯罪需要，或为防止危及公共安
全，特别是为防止危及公众生命安
全，或对人员进行保护，可以对住
宅进行监控。监控措施必须要由法官
进行事前审查，有延误危险时，可以
由法律授权某机构进行，但是事后应
补全法官裁决。

此外，政府还要向议会特别报
告监控措施的使用情况，并由议会
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予以审查。《基本
法》 对住宅权利的这种周密的保
护，或许在未来的某日，又会出现
一个新版的“勃兰登堡的磨坊”的
经典故事。

若干年前，一位人大代表慨乎其
言：“希望中国形成‘言必称宪法’的
局面。”当时闻之，令人动容。宪法
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在法律体系中
的至尊地位，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属
于法中之法，其他法皆缘此而生，其重
要性自不待言，因此“言必称宪法”理
有固然。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宪法”
的重要性固然得到凸显，距离全社会

“言必称宪法”却还有不小的距离。怎
样做到宪法受到应有的尊重，人们以之
为准则和圭臬，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
话题。

宪法的至尊地位

“宪法”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典
籍。用作国家根本大法的称谓，首创于
日本。我国进行法律的近现代化改革，
从日本引入这一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若以“宪”为动词，“法”为名
词，则“宪法”即公布法律之意。这一
含义的“宪法”只在古籍中才能见到。

“宪法”如今只当名词使用，有“垂诸
久远，不可轻违”之意。且看《尚书·
说命》 所谓“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
愆”，《唐书》“永垂宪则，贻范后世”，
皆本此一意。

与宪法对应的英文 Constitution，
原为建造房屋之意。以此为“宪法”，
规定的内容不外乎：其一，政府各部分
的组织、各部分的权力与职务及其相互
关系；其二，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两者
有何联系而需要规定在同一部法典当
中？法国学者福偶在《法国民主政治》
一书中指出：“宪法为公法之一种，所
以规定国家之组合、国家之高等机构及
其对于人民所施权利之范围者也。易言
之，即宪法者，所以使人晓然于一国中
政治上组织之各种规则之总纲也。”就
政府各部分的组织，各部分的权力与职
务及其相互关系，重在抑制权力而不是
释放权力；而且，宪法须平衡国家权力
与个人自由之关系。因此，宪法既规定
国家权力的构成形式、产生方式，也规
定人民之权利义务。国家权力之正当形
式与合法运作，为人民之自由权利提供
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要得到保全，不
可不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之滥用。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至尊
地位。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人称“母
法”，亦即宪法在诸法中具有独自称尊
的至上地位，各个部门法都不能与宪法
相抵触，如果部门法与宪法相抵触，则
因宪法具有至上的效力，部门法与之相
抵触的内容自应失去其效力。

从两大来源体会宪
法的独特作用

宪法的至尊地位与宪法内容有关，
宪法内容有两大来源，一是 18 世纪哲

学家的学说，二是英国宪法的产物。
就前者而言，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是

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
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帝王及其他统治
权，不是由上帝所委托而是由人民所委
托，统治者对人民负责，这就需要通过
宪法对于君主的权力加以约束，从而保
障人们的自由。

就后者而言，英国国王从君临伊
始，就没有像其他一些国王或者皇帝那
样获得过恣意的专制大权，始终受到法
律的约束。民国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
储安平曾经指出：英国人对于自由的争
取和卫护，千百年来，念兹在兹，永矢
勿忘。“英人对于自由的观念，在盎格
鲁-撒克逊时代即已甚强烈，当时已存
在一种习惯法，即君主不能损害人民之
身体，非得人民之同意不能没收其财
产，对于一切传统的习惯及人民已有之
权利，君主俱须尊重而不能随意侵
犯。”威廉在英国实行统治期间，虽然
也像别的国家的君主一样在努力地强化
君权，但他并没有独揽专制大权，其后
继者中也没有哪一个国王拥有过这一权
力。

在英国，走向立宪政治的第一大步
是 《大宪章》 的制定。1199 年，理查
一世逝世，其弟约翰就任英国王位。理
查一世执政期间，醉心于十字军远征，
税赋苛重，民众啧有烦言。约翰就任
后，没有革除理查一世时的秕政，继续
将大部分国力消耗于战争，先后与法
国、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等交战，
试图收复诺曼底和安如 （Anjon） 一带
的失土而失败。由于与教皇不和，约翰
王将天主教徒驱逐出国。由于与男爵们
不和，约翰王恣意侵占他们的财产，掳
夺他们的家室。在这种情势下，教皇与
法国国王联起手来抵抗英国，教会同男
爵们共同向国王抗争，使约翰王腹背受
敌，陷入困境。国王的反对者们认为，
为限制国王的权力，必须制订一项带有
根本性的契约。1214年7月，趁约翰王
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大败而还，在坎特布
里 大 主 教 斯 蒂 芬 · 朗 顿 （Stephen
Longton） 的领导下，英国的教士与男
爵们公开反抗国王，提出订立 《大宪
章》，以便恢复旧日的自由和法律，并
声称如果国王不做让步，则将兵戎相
见。经过5天谈判，约翰王无奈，被迫
于 1215 年 6 月 15 日在泰晤士河中的冉
尼迈德岛 （Runnymede） 上签字认可

《大宪章》，标志着英国立宪政治的开
始。《大宪章》表明了一项重要的政治
原则，即国王亦须遵守法律，法律乃居
于国王之上；男爵与国王相互制衡，

《大宪章》承认了国王的地位，同时限
制国王的权力，贵族通过限制国王的权
力而形成议会制约王权的政治模式；

《大宪章》产生了道德和心理的极大影
响，使民众受到鼓励，他们由此有勇气
反抗暴政，维护自由。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宪法是约束国
家权力，尤其是约束最高权力者的权力

的法律，宪法必然具有无可取代的至尊
地位。

从三大原理观察宪
法的至尊地位

宪法的至尊地位是一种形式上的表
现，就其实质来说，宪法之所以拥有这
一至尊地位，是因为它含有三大原理：
一为民权（人民主权）原理，二为权力
分立原理，三为人权原理。这三大原理
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性，决定了宪法的至
尊地位不可撼动。

民权原理来源于卢梭，其主旨是国
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林肯谓“民有，民
治 ， 民 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体现了这一原
理。其中“民治”即民主 （democra⁃
cy，该词来自希腊，词根demos的意思
是人民，kratein是治理），卡尔·科恩
说：“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
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
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权力分立原理，来源于孟德斯鸠，
国家各种权力，须使各自独立而不互相
混淆。与三权说不同的是二权说，即立
法权 （制定法律） 与行政权 （施行法
律），行政权又分为政府 （行政权的最
高机构）、行政部门 （行政权的次级机
构）、司法。二权说涉及到的是司法权
是否独立的问题。司法以公平裁判为要
务，不仅仅施行法律也。

人权原理表明：国家对于人民，无
绝对的权力。某些自由、权利是人民生
存于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国家不
得剥夺，这些自由、权利的存在相对应
的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些自由、
权利的总称就是“人权”。17 世纪发
起，18 世纪卢梭、布来克斯通等人大
力鼓吹，乃大炽。李大钊曾言：“今议

坛诸贤瘏口哓音，穷思殚虑，努力以制
定庄严神圣之宪典者，亦曰为求自由之
确实保障而已矣。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
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
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必需之要求；
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
价值。吾人欲苟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
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
当先求宪法之保障充分之自由。”

构成宪法基本理论的这三大原理都
与司法有密切关系，民权原理是民众参与
司法的重要理论依据，权力分立理论是司
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基本原理，人权原
理则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个人的存
在和尊严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

这些问题如此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
作用，决定了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

宪法的尊严不是嘴
上说出来的

“言必称宪法”是一种描述，并不
意味着人们真得将宪法挂在嘴边时时谈
及。这一说法无非表明宪法作用应当得
到凸显，从国家重大决策到司法判决以
及社会对于政治现象的观察和政治活动
的参与乃至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实现
社会的公平正义，无不以宪法作为考
量、权衡或者评价的依据。这时候的宪
法应当有实际作用。显而易见，只有当
宪法真正有用时，它才能实际上（而不
仅仅是口头上）得到尊重。

宪法要发挥的作用，首先是有效约
束国家权力。国家及其权力具有两重
性，它能够满足人民对联合的力量的要
求，但同时也会给人民的自由带来巨大
的威胁。无论从宪法的来源还是从宪法
的三大原理来看，现代民主宪法的核心
内容，是防止出现专横的权力。要发挥

好这一作用，宪法才真正具有法的意
义，才能真正得到尊重。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首推宪法之
治，宪法具有的约束国家权力的功
能，是宪法产生之时就存在的。这一
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宪法才有实质上
存在的必要。当今世界，大概不存在
没有宪法的国家，但有宪法不意味着
就有宪法的功能发挥，宪法对于国家
权力的约束作用只有在真正民主的国
家才能实现。没有约束国家权力、特
别是终极权力的宪法作用，宪法便形
同虚设，不可能真正获得人们的尊
重。

与约束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是对
人们自由权利的保障。国家政权应当
是社会的公仆，宪法要发挥的功能是
防止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
主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人民那
里取得的权力不能异化为压迫人民的
工具，国家政权的行使应当维护民主
并促使社会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迈
进。为此，宪法应当将人民利益的维
护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立法者应当
从人民主权的观念出发，建立最有利
于人民的宪法制度，防止由于行使国
家权力的人的反复无常、恣意妄为和
专横腐败而造成的人民自由权利横遭
践踏的灾难性后果。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国家
存在的目的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

“保全财产生命荣誉乃人之权理，若
无道理丝毫不许相互害之。此乃人
权。”的确，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政
治理念就是国家承担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义务，国家承担尊重个人尊严和基
本权利的义务，往往体现在宪法宣示
中。不少国家的宪法将国家承担尊重
公民的尊严的义务作出了规定，例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第 1 条
第 1 款就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不可
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
家机构的义务。”我国宪法也明确规
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政府对个人自由提供的基本保
障，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针对人民的
消极权利，要做到不去干预个人的自
由，因为只要政府不加以干预，消极
的自由就可以得到实现。二是针对人
民的积极权利，国家要积极作为，只
有通过国家的作用才能使人们积极的
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国家要履行其在保障人民自由方
面的责任，就必须塑造国家权力的现
代精神，使其能同维护人的尊严和价
值的要求相协调，并建立体现这种精
神的实体结构，保障国家权力的良性
运作。为此还需要建立保障宪法实施
的各种必要机制和制度。

当宪法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时，
宪法的社会尊重度就会得到提升，
所谓“言必称宪法”的局面就可以
形成了。

无论我们是否向宪法宣誓，
都必须遵守宪法，宪法宣誓并不
因此而不重要。宪法宣誓，兹事
体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称：建立
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
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
誓。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进
入倒计时。

宪法宣誓重要吗？当然。美
国总统奥巴马可谓威风八面，但
面对宪法宣誓，一点不敢马虎。
他两次就任美国总统，居然宣誓
了四次，在历届总统就职仪式
中，可谓罕有。第一次就任总统
宣誓时，因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领
诵时，念错了一个单词，第二天
不得不重来一次。第二次就任总
统宣誓时，单词倒是没念错，但
就任当天是星期天，估计很多公
民出门休闲去了，无法听见总统
宣誓，根据传统，第二天还得再
来一次。奥巴马宣誓完毕，像个
孩子似的对自己女儿说，“我做
到了！”奥巴马的女儿则认真地
对父亲说：“没出错！”

其实，美国总统对宪法宣誓
的誓词并不复杂，“我谨庄严宣
誓，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
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
捍卫合众国宪法”，就这区区几
个单词，为什么还要念两次？没
有复杂的单词，小学生都认识，
奥巴马还曾经担任过芝加哥大学
的宪法老师，怎么会念错？紧张
啊！这种对宪法的紧张会一直伴
随着美国总统随后的任期，对宪
法的敬畏迫使总统不得不时刻惦
记总统权力的边界：联邦最高法
院的那九个“倔老头子”不好对
付。果然，不久后，奥巴马的医
改法案就因合宪性问题弄得灰头
土脸，被判部分违宪。

目前，世界上有 97 个国家
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中国宪法
文本虽然没有规定宪法宣誓制
度，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在就任国家主席的讲话中，都
曾宣誓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神
圣 职 责 ， 恪 尽 职 守 ， 勤 勉 工
作，为民服务，为国尽力。《决
定》 第一次用执政党文件的方
式 ， 将 宪 法 宣 誓 制 度 肯 定 下
来。从党的历史来看，四中全
会报告涉及的都是重大决策，
可见，宪法宣誓真的不能小觑。

公民已经有了宪法意识，已
经开始拿宪法说事了，君不见，
业主为对抗强拆，在窗户上贴出
了宪法、物权法的法条。如果领
导干部“不把宪法当法律”，不
对宪法存敬畏之心，如何让公民
服从现行的法律秩序和政治秩
序？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宪法
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
于实施，我们不妨将宪法宣誓作
为宪法实施的开端。

当然，我们不会幼稚地认
为，官员一对宪法宣誓，从此宪
法就能得到彻底地尊崇。毕竟，
口是心非“作秀”的官员也还会
有，宪法的实施还有赖于宪法监
督，任重道远。但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宪法宣誓至少有以下几
个意义：

警示——让官员明白自己的
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要关在笼子
里；承诺——让公民看到官员承
诺了什么，以便日后监督；教育
——让官员和公民都接受一次良
好的宪法教育，彰显宪法的神圣
地位。

官员经常接受这种精神上的
洗礼，感受来自心灵深处的震
颤，长存对宪法的敬畏之心，长
存对公民的谦卑之情，就不会说

“我就是宪法”这样的妄语，官
员思想腐化、道德滑坡，甚至走
向犯罪的概率会小很多，人民的
福祉则会多很多。

宪法宣誓，兹事体大。

图为被视为现代宪法之源头的
《魏玛宪法》封面。 资料图片

域 外 视 野

宪法，国之重器，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
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法律权威。刚
刚过去的12月4日，必将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
日子——我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和多种宪法宣传教育活
动，有助于增强全社会公民的宪法意识，弘扬
宪法精神，进而有助于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

为促进宪法文化的生长，本刊特别组

织两个专版，刊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
伟的 《“言必称宪法”的局面怎样形成》、
厦 门 大 学 法 学 院 教 授 刘 连 泰 的 《宪 法 宣 誓
兹事体大》、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研究
员司绍寒的 《德国基本法对权利的保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博士） 蒋家棣的 《宪法宣誓：从域外到国
内》（文见第八版） 四篇文章，以飨读者，
敬请关注。

促进宪法文化的生长促进宪法文化的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