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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发展历程之再审视
———以《钦定宪法大纲》为切入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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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晚清末年《钦定宪法大纲 》颁布以来，中国宪政建设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百余年发展
历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
其研究却遭到有意无意的“冷落 ”。 反思和总结《钦定宪法大纲 》酝酿、产生直至最后夭折的诱因和教
训，无疑对中国当下法治事业和宪政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主要包括: 认真对待宪法移植，实
现宪法学的中国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营造宪政实施的社会环境条件，注意宪政实施过程中政府的推动
作用，弘扬宪政主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意蕴，密切关注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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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合力蹂躏之下，清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可谓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摇摇欲
坠。面对如此危难局势，为图自保和存续，清政府于 1901—1911 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清末立宪”和“清末官制改革 ”。 在此期间，即在 1908 年 8 月 27 日，清政府迫于内外
政治压力，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拟定的《钦定宪法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 。 由此，该《大纲 》也成为中
国宪政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 。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华法系开始逐步解体。
《大纲》共计 23 条［1］。在内容上，它由作为正文的“君上大权”和作为附录的“臣民权利义务 ”两个
部分组成； 在结构上，它首列“君上大权”，次列“臣民权利义务 ”。就《大纲》规定的内容而言，它基本上
抄自 1889 年《日本帝国宪法》（ “明治宪法”） ，其中很多条文都是直接照搬自日本“明治宪法”①。
伴随着“清末立宪”和“新政”的失败，作为近代中国首部宪法性文件的《大纲》也昙花一现，很快便
夭折。其中的原因，传统的“欺骗论 ”认为，“新政 ”的本质是借改革欺骗人民，因此改革破产是必然的
结果；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早熟”的革命发展中断了改革进程②。笔者认为，《大纲 》作为中国近代历
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尽管其本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 （ 如立宪目的不纯、内容缺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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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但如果把它放到近代中国以来百余年宪政发展的历程中来审视的话 ，也许我们会对这百余年宪政
发展史的多舛命运和艰辛历程有更多的体味 ，也会对此过程中宪政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宪政发展规律
有更多的把握。概而言之，探索和总结《大纲》酝酿、产生乃至夭折的诱因和教训，无疑会为中国当下乃
至今后继续推进中国的法治事业和宪政建设有所启发和助益 。
二、回顾： 《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宪政史上的地位
( 一) 中国宪法和宪法学的历史起点
《大纲》是清政府进行立宪活动的第一个成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也是中国宪政
史上移植西方宪政模式的第一次尝试。《大纲 》的颁布，拉开了近代中国百年宪政发展史的序幕。 因
此，《大纲》的颁布，完全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宪法（ 史） 的起点。
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来考察，《大纲 》在法律文书上首次使用“宪法 ”一词①。 更重要的，它还是近
代中国宪政思想和理论汇集（ 总） 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宪法学的某些理论 （ 包括议会理论和制
度、公民权利等） ，已经在外来宪法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形成 ②。《大纲 》正是在上述宪法学思想和理论的
刺激下产生的，所以说是中国宪法学的萌芽和历史起点 。
( 二) 标志着“宪法”法律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实行君主专制，皇帝万世一系，权力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就是当时皇权至上的生动写照。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这一西方近代法律文明的象征，
一度被清王朝视为“洪水猛兽”。清末实施“新政”与君主立宪的要求，只能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
之涉及”的沉闷政治学术气氛下悄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本”（ 即通常所谓的“中体西用”） 的主张
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大纲》这一宪法性文件的颁布，意味着清政府对其君主专制的法律地位实施了恋恋不舍式
的否定，意味着“宪法”的法律地位在中国首次被认可和承认 ，也意味着君权将受到限制，君权之上还有
“宪法”的约束。因此，《大纲》的颁布，标志着“宪法”法律地位的确立，开中国宪政史之先河，从而拉开
［2］

了法律制度现代化的序幕

。

( 三) 在内容和结构上初具“宪法”框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法内容（ 规范体系 ） ，大多由统治机构规范 （ 国家组织机构 ） 和
宪法权利规范（ 公民基本权利） 两个主要部分构成。 相比较而言，《大纲 》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初步具备
了这种“宪法”框架。
《大纲》用列举的形式宣布了“君上大权”十四条。其中，它既规定了君上 （ 皇帝） 大权，也规定了立
法、司法、行政等各机关部门的职责与权限 。而在附录的“臣民权利义务”中，《大纲》也以法律形式规定
了臣民依法出任文武官吏及议员的权利 ，包括： 在法律范围内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权利和自
由；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逮捕、监禁、处罚的权利； 依法获得（ 司法 ） 救济的权利； 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受侵
扰的权利，等等。
( 四) 初步体现出“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
《大纲》确立了清末宪政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3］。 这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宪政分权功能的初步确立，以及对权力的制约和限制。
《大纲》规定，中国采取“君主立宪政体”，实行“三权分立 ”的方式进行统治。 它规定，国家立法、司
［4］
法、行政皆由君上“总揽”。但同时又规定，“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 ” 。

韩大元主编：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另外，还可参见韩大元编著：
① 徐秀义、
《1954 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第二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 页。
对中国宪政思想和理论贡献比较大的人有王韬、郑观应、林则徐、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等等。关于这一
② 在《大纲》颁行之前，
点，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 《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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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大纲》对君主的权力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同时，《大纲 》还确认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
质的民主原则。如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均须遵法守法。 此外，《大纲 》还在附录部分罗列了
“臣民权利义务”。尽管这些条款是以“义务 ”为指向和侧重的，而且权利义务的主体被冠以“臣民 ”的
头衔，但臣民的这些权利是以法律形式规定的 ，无疑会对君权构成一定意义上的制约和限制 。
( 五) 在形式上符合君主立宪的政治原则
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大纲》内容以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且有 17 个法条 （ 占全
［5］
部法条的 74% ） 完全抄袭《大日本帝国宪法》 。而后者基本抄自 1850 年《普鲁士宪法 》，且有 46 个法
［6］
条（ 占全部法条的 61% ） 完全抄袭《普鲁士宪法 》 。 通览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 》和 1850 年《普鲁

士宪法》的文本可以看出，它们在确认君主立宪制，规定国王 （ 天皇 ） 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也确认
［7］
了有限的民主主义 。从法律和制度变迁角度说，《大纲》确认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及有限的民主主
义，符合君主立宪的政治原则。尽管《大纲 》过早夭折了，但它毫无疑问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里
程碑①。
三、反思： 《钦定宪法大纲》夭折的诱因及教训
( 一) 在思想上，奉行宪法工具主义
《大纲》开宗明义，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
犯”。可以看出，颁布《大纲》是为了“大权统于朝廷 ”。 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清廷“谋中央集权，拿
［8］
宪法作愚民的工具” 。所以，《大纲》只是用资产阶级的宪法形式（ 外来的宪政模式 ） 为君主专制制度
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只是使“君权”、“君上大权 ”宪法化、合法化，以便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大纲 》没有
给广大民众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因而才最终无法摆脱它短暂而又可悲的命运 。换句话说，清廷只是把立
宪和《大纲》视为一种“权术”的工具。因此，它也就被人们斥之为“伪宪”和行宪丑剧。
( 二) 在经济上，缺乏实施宪政的经济基础
众所周知，
近代宪法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确立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近代宪政的形成和发
也仰赖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纵观近代西方诸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就是以商品经济的繁
展，
荣发展为基础的。反观近代中国清末以来的立宪和行宪，
宪政发展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中商
民族企业面对“帝、
官、
封”的强势阻力，
在夹缝
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太薄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
中难以获得充足的发展。因此，
无法造就和生成一支作为宪政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中坚力量。正因为如
此，
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
平等和民主等法治理念也无从产生，
难以形成一种宪政文化。
( 三) 在政治上，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
与传统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 ，农民一直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 他们长期在以宗法血缘
为特征、以家庭或家族为组织形式的“乡土社会 ”框架之下生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 他们耳濡目染
的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思想，缺乏对政治的了解和参与的热情 ，不愿涉足到近代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当
［9］
中去，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漠不关心 、熟视无睹 。因此，传统农民不是宪政建设的社会基础。 反
观清末的立宪过程，中国当时缺少的正是社会大众的参与 ，丝毫没有基于“民主政治 ”的欲望和诉求，而
大众参与的缺乏也构成了预备和尝试立宪失败的必然原因 。 此外，由于清末的立宪和行宪是一场“自
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清廷的孱弱无力，也容易脱离民众而流于形式。
( 四) 在文化上，缺少宪政文化的支持
“从宪法变迁史来看，宪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不
［10］
同背景下共同的文化现象。” 宪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仅是在宪法文本上做出规定，它离不开一
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制订的《大纲》，与日、德（ 《普鲁士宪法》） 没有太大差距。尽管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
① 有学者认为，
初整个世界范围的宪政制度发展水平来看，《大纲》显得滞后且不合时宜，但从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参见贺嘉： 《评〈钦定宪法大纲〉》，载《比较法研究》1994 年 21 期，第 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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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宪政文化的支撑，离不开民众对宪法精神和准则的普遍认同 。因此，宪政建设，就需要在社会上培植
和形成一种宪政文化，普及宪政理念，并在民众中间传播宪政精神。 而《大纲 》颁布之时，恰恰缺少相应
的宪政文化支撑，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也没有在社会当中深深扎根。 同时，加之“清末立宪 ”
时采取一种单纯、直接地“移植”和“输入”的态度，《大纲 》就会因“水土不服 ”而缺乏具体的存活空间。
可见，没有相应的宪政文化予以支撑，也是《大纲》最终夭折的一个重要诱因。
( 五) 在保障上，缺乏实施宪政的社会环境
“乱世无法治。”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立宪和行宪的前提条件。 宪政的实施，无疑也需要一个相
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近代中国的“立宪 ”、行宪和宪政建设，却是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连绵频仍的
战争环境下进行的，难以保障宪政的有效实施。其主要原因，一是各种社会关系时常处于飘忽不定的状
态，从而使宪法丧失对社会关系的规范 、调整和保护作用； 二是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宪法以及试图据以建
立的宪政秩序必将遭到各种冲击 、违反和破坏，从而使宪法制度成为一纸无效的空文和“装饰品 ”； 三是
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富国强兵毋庸置疑地成为国家的第一任务 ，即使是宪法
［11］
也要围绕着这个第一任务而运转 ” ，从而使以自由和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理念难以得到有效地落

实。
四、推进： 《钦定宪法大纲》对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 一) 认真对待宪法移植，实现宪法( 学) 中国化
18 世纪开始的近代化过程中，当许多西方国家从事各种立宪实践并实行宪政制度时 ，清王朝
自 17、
依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直到 20 世纪初清政府行将灭亡之际，在所有的内外压力下，中国
［12］

大地才迎来了立宪活动的初次尝试 。这标志着中国宪政实践史上移植西方法的开端

。 但是，必须看

到，《大纲》的颁行，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是不加转换的“移植 ”，其结果必然是水土不服、昙花一现。 这就
启示我们，在了解、借鉴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制度时 ，应当注意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宪政秩序和我
国宪政秩序背后观念、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上的差异，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概念性描述和借鉴
上，而忽略更内在的宪政理念、精神和实质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同的，有各方面的差异。现阶段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过于迷信西方的理论学说，
而应当重建中国自身学术的自信心和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主体性 ”。 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单纯依靠
移植西方理论和制度是没有出路的 ，必须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中国化（ “本土化 ”） ，才能在“试错 ”当
中趋于完善，并最终得以实现。
(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营造宪政实施的社会环境条件
通过对《大纲》夭折诱因的分析，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立宪和行宪之难的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社会
并不具备实施宪政的现实条件和环境 。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在当时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 ，不
具备宪政实施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当下中国宪政建设的各方面条件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这其
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重中之重 ，要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形成一种“聚精会神搞建设、全
心全意谋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除此之外，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激发民
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畅通其表达政治诉求的途径，培植现代公民意识。 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军事建设方面，强
化国防实力，增强国家应对国内外重大危机的迅速反应能力②。 最后，还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
定之间的关系，保障一个实施宪政的相对稳定的环境 。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见秦前红： 《中国宪法领域的法比较———方法与趋势》，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②

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参见刘向文、王圭宇： 《中俄美三角关系的变化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载《俄罗斯法学研究论丛》（ 第 1 卷） ，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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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保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近代清末立宪之时，仿行宪政是在西方列强“刀 ”与“火 ”的威逼下被迫进行的。 因此，这种立宪和
“新政”，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而非“自发演进型 ”模式。由于当时缺少一支相对坚强而又稳定的
领导力量，致使业已拉开序幕的宪政建设在战争频仍 、动乱不断的社会中不堪一击，难以推进。 反观当
下，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困难，加之目前中国的宪政建设依然采取“政府主
导型”模式，所以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比较可行的途径就是加强中央权威。 当然，加强中央权
威不等于加强中央集权，而是强调中央政府在社会转型期宪政建设中的“公信力”和“认同感 ”。 这一判
［13］
断，对于目前转型期的中国宪政建设来说同样重要 。 而作为中国近邻的俄罗斯联邦，在纷繁复杂的
民族矛盾、社会冲突等情势下，其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改革和宪政建设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有一个以普京总统为首的强有力的联邦中央的领导和推动 ①。
( 四) 弘扬宪政主义价值，尊重和保障人权
“宪政之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一种保护自身权利和规制人性之恶与权力腐败的有效架构机制 ，它
［14］
不仅设定了政府权力合法性之渊源 ，也为之行为目的提供了正当性之标尺。” 宪政的核心价值，在于
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之真理性价值。 因此，立宪和行宪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宪政秩
序，控制权力的侵犯，保障公民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中国宪政史自《大纲 》颁布以来已经走
过百年历程，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建设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真正起步 。今后，应当继续高举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大旗，建立健全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把体现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宪法付诸实践，
使宪法真正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 ，将国家的一切组织和活动都纳入宪法 （ 宪政 ） 的轨道和秩
序中。
( 五) 关注宪法变动，保证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互动
自《大纲》颁布至今的 100 余年，中国历代政府颁布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不可谓不多 。 即使从新中
国建立后的 1954 年算起，在短短的 50 多年间，中国宪法就先后历经了 3 次全面修改，6 次局部修改。
显然，宪法的频繁修改，不仅是为了适应转型期国家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本身也是转型期国家法
的特征之一。这是因为在转型期国家里，变动不居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很容易与具有“稳定性 ”的
宪法规范发生冲突。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类型 ，从而寻求和建立合理
［15］
的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解决机制 。当然，对于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之间的解决机制，各国采取的
解决办法也不尽相同。一般地说，转型期国家容易发生变化的宪法规范改由法律予以规定 ，是最有效的

方式②。例如，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颁布 18 年来，仅进行了一次较大修改。 这与下述容易发生变化的
宪法规范，改由法律规定是分不开的： “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专区的国家权力
机关体系，由各俄罗斯联邦主体依照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原则和联邦法律确认的国家代表权力机关 、执
行权力机关的一般组织原则，独立自主地予以规定 ”（ 宪法第 77 条） ； “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选举程序，由
联邦法律予以规定”（ 宪法第 80 条） ； “战时状态制度，由联邦宪法性法律予以规定 ”（ 宪法第 86 条 ） ；
“联邦委员会的组成程序和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程序 ，由联邦法律予以规定 ”（ 宪法第 96 条） ； “俄罗斯
［16］
联邦政府的活动程序，由联邦宪法性法律予以规定 ”（ 宪法第 112 条） ，等等 。而在此期间，俄罗斯联
邦现行宪法在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例如，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代表权力机关和执行权力机关的
一般组织原则法已修改了 2 次，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已颁布了 4 部，联邦委员会的组成程序法已颁布

了 2 部，国家杜马选举法已颁布了 5 部。固然，宪法变迁、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都是缓解宪法规范与现
实冲突的有效方式，但是俄罗斯联邦的立法经验更值得我们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证宪法自身的
“稳定性”，宪法修改的方式应该尽量减少使用 。

可以参见刘向文： 《谈普京总统倡导的行政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 年第 4 期； 刘向文： 《谈俄
①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罗斯联邦现行政府的机构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6 期； 等等。
在俄罗斯联邦，其宪法之所以能够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并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还在于俄罗斯联邦宪法直接
② 比如，
而又明确地运用了“宪法性法律”这一“灵活”的立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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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清末立宪”是清政府为图自保而被迫作出的一项重大抉择 ，但伴随着立
宪改革和《大纲》的颁布，其在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事实上，《大纲 》已经略具近代意义上“宪
［17］

。《大纲》的颁行，与其说是一个旧的政治法律时代的终结，倒不如说预示了一个新的政
治法律时代的来临。“尽管没有体现近代宪法的实质，但在法文化上还是有价值的，它毕竟引入了宪法
法”的色彩

［18］
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宪政价值” 。回顾、反思并总结近代中国百余年宪政发展历程，我们总会
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因素仿佛在影响或预示着中国宪政的演变轨迹与趋向 ，这其实就是历史的启示。 中

国的宪政建设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 ，尤其是要结合具体历史阶段上的中国现实 ，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史料荟萃［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27 － 128．
［2］贺嘉． 评《钦定宪法大纲［J］． 比较法研究，
1994，( 1) ．
［3］曹心宝．《钦定宪法大纲》的法学评析［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
［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60．
［5］杨幼炯． 近代中国立法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55．
［6］陈盛清． 外国法制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272．
［7］韩大元． 外国宪法 ( 第二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68 － 269; 何勤华． 外国法制史
( 第四版)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84 － 285，
326 － 329．
［8］转引自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45．
［9］宋四辈．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及启示［J］． 中国法学，
2004，( 5) ．
［10］徐秀义，韩大元．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241．
［11］韩大元． 1954 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第二版)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3．
［12］李秀清． 中国宪政实践史上移植西方法的第一次尝试———清末立宪活动评述［J］． 河南省政法管理
2001，( 6) ．
干部学院学报，
［13］刘向文，王圭宇．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公民与法( 法学版) ，
2009，( 4) ．
［14］范进学． 宪政与方法: 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J］． 浙江学刊，
2005，( 2) ．
［15］韩大元． 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J］． 中国法学，
2000，( 5) ;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 宪法学
2004． 155 － 160．
专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См． :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 Под редакции О? Е? Кутафин． М． Юристь． 1999，С． 8
－ 40．
［17］周叶中． 宪法(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8．
［18］韩大元． 1954 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第二版)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1．

Reflection on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China
———The Analysis with the Outline of Imperial Constitu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Liu Xiangwen，Wang Guiyu
（ Law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 Since the enactment of the Outline of Imperial Co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a century ups and downs． As the first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of China，
the Outline of Imperial Constitution was granted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hina．
To review and reflect the abortive reasons and lesson of the Outline of Imperial Constitution，
it will undoubtedly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cause of ruling by law and the building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present．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Outline of Imperial Co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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