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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史上的“人民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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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宪政权力源自“人民”，“人民”观决定着宪政的航向。中国宪政史上“臣民 ”观向“人民 ”观
的转变标示出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 。清末立宪固守专制的“臣民 ”观，宪政改革失败。 中国资产阶级宪
摘

政时期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民”观，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人民 ”仍不自由平等。 中国无产阶级践行马克
思主义无产阶级“人民”观，依靠“人民 ”实现了民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最广大“人民 ”实现
了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宪政时期，无产阶级“人民”观发展为阶层“人民”观，“人民”成为公平正义的载
体。最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目的，“人民”观的创新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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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语词，“人民 ”观的变化标志着宪政的走向。 宪政权力源自“人民 ”
的同意，宪政的本质是限制君权，赋予民权。 近代以来，众多国家以“人民 ”之名结束专制制度，建立了
民主共和制度。清末的社会危机迫使清政府以立宪实现政治的现代化来挽救专制制度 ，由此拉开了中
国宪政建设的序幕。但清政府不舍君权，不愿使“臣民”转变为“人民”，这种“带着脚镣跳舞 ”的宪政改
革未能挽救专制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人民”的名义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将“臣民”转变为“人民 ”，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民 ”的地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
步，但未能改变专制的社会性质和“人民”不自由平等的命运。 中共深刻认识到“人民 ”的重要性，以马
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人民”观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宪政实践，领导中国“人民 ”建立了真正的“人
民”共和国，确立了无产阶级“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①。从此，中国社会彻底由专制制度转变为“人民 ”
民主制度，最广大的“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宪政② 实践中，无产阶级“人民 ”观发展为阶
层“人民”观，“人民”成为自由幸福、公平正义的载体，评价和推动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一、“臣民”观向“人民”观的转变
（ 一） “臣民”观向资产阶级“人民”观的转变
“臣民”是发生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现象 。专制政体遵奉“君权神授”，“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
［1］
以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 。“主权本来属于人民，君主制却声
* 收稿日期：2011 － 10 － 28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研究”（ 项目编号： 10AFX001） 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项目编号： 06JJD82000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1． 何青洲（ 1979—） ，男，甘肃庆阳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2． 付子堂（ 1965—） ，男，河南新野
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
① “ 新中国的成立，
2011 －
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2011 － 07 /01 / c_121612030． htm，
07 － 02。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使用“人民”136 次，可见“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意义。
叶海波： 《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社会主义宪政”的系统论证见秦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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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称主权在君，还借助世袭制度世代相传，这是很坏的。” 清末宪政关注的仍是“君上大权 ”，宪政目的是
以宪法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 ，而非“臣民”的权利。《钦定宪法大纲》着重规定“君上大权”，“臣民 ”

权利义务只是作为法律规定被“附”在《钦定宪法大纲 》之后并受到严格限制①。“臣民 ”没有参与政治
的权利，对于宪政没有意义。
“臣民”文化是依附型政治文化②，“依附型”政治文化维系了专制制度的存在。 中国文化中的“民 ”
及其同源字都有“迷蒙和混乱 ”的意思。“民 ”是一个靠别人“教化 ”的永远处于混沌状态的不觉者。
“臣民”是专制制度下的现象［3］，在中国专制社会，从来都不缺“民 ”，缺的是独立的、个体 意 义 上 的
［4］
“人”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人 ”因为“有生命，有权利 ”才为
［5］
“人”，“二者缺一，实乃非人”
。受“依附型 ”政治文化的影响，“臣民 ”没有参与、选择和抗议的意识，
只知履行义务，不知行使权利。因此，有学者认为，“臣民”通常是指在封建皇权之下丧失政治权利的国
［6］
民 。《钦定宪法大纲》的精神是非常落后的，它将君权宪法化并置于“臣民”权利之前，“附臣民权利义
务”的一个“附”字表明了“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性”，“臣民”没有成为梁启超所说的“有生命，有权利 ”

的“人”。
马克思凭着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力量与东方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呈现出巨大
［7］
的反差，
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必将葬送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 。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
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清政府内外交困，
加速了其衰亡的进程。专制落后的清政
殖民扩张使得在政治、
府羁绊着中国的发展步伐，
变革专制制度成为了接受过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共和革命者的共识。
孙中山先生认为，在专制制度之下，国是君主一人的国，同胞“无一人脱离奴界 ”。 而在共和制度
下，“无一人能隶于奴界”。专制制度是“东家一人之生意 ”，共和制度是“合资营业之公司 ”。 在专制制
度下，无论伙计有多少，利益全归东家一人所有，一切都受东家的管束。 在共和制度下，“人民 ”都是股
［8］
东，公司赚赔都与“人民”自身利益相关。“人民”有监督公司的权利，有出资的义务 。 孙中山先生实
质上论证了“人民”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现象，“人民 ”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思想。“人民 ”文化是
民主共和制的精神支柱，对于宪政有着重大意义。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人民 ”之名结束了封建帝
［9］
制，创立了“民国”，“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 ” ，“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
［10］
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专门
一章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中国宪政史上“人民”第一次写入宪法。 从此，中国宪法中的“臣

民”转变为“人民”，宪政史上的“臣民”观转变为“人民”观。
（ 二） 资产阶级“人民”观向无产阶级“人民”观的转变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专章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规定国家属于“人民”，“人民 ”享
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体现的“人民 ”观受到西方近代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和观
念的影响，是资产阶级的富人“人民”观。“截至‘五四’之前，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
是民主共和的革命派，都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和观念的影响 ，他们把源于西方而为他们
［11］

所接受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认同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价值基础和追求的目标 。” 这种新思想新观念
包括了影响中国宪政进程的资产阶级富人“人民 ”观③，它适应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结束专制制度的革
——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
① “臣民”出现 11 次： —
定。———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
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
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臣民按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
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他人、民族、国家、政党、领袖、政策等） 的特定认知方式、价值判断、态度、情感。
② 政治文化指一国国民对各类政治标的物（ 自我、
政治文化可分三大类： 愚民文化（ culture of parochials） ，即未开化人的文化； 臣民文化（ culture of subjects） ，就是俯首称臣，甘心做顺民； 公
民文化或参与者文化（ culture of participants） ，懂得参与、选择、抗议者的文化。王绍光： 《民主四讲》，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98 页。
法律思想有两次转移： 从君主视角转向富人“人民”视角，从富人“人民”视角转向穷人“人民”视角。资产阶级
③ 在法律思想史上，
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体现的是富人“人民”视角。喻中： 《法律思想史上的两次视角转移》，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162—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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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需要，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中国宪政史上资产阶级制定的所有宪法都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但资产阶级的富人“人民 ”观所主
张的“人民”权利认为有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都得依法律限制之。 这种依法律被限
制的权利只能是穷人的权利，富人“人民”怎会甘愿为增进公益限制自己的权利呢？ 宪法中规定的“人
民”权利是抽象的，由于没有创立旨在保障穷人权利的法律体系，穷人没有实现自己权利的有效途径，
资产阶级富人“人民”观所主张的“民主 ”也就成为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是去势后的、无害化的民主。
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等一刀刀阉割之后，资产阶级的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
温顺的小羊； 穷人没有办法利用它来实现他们最想实现的目标 ，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
是什么； 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于有产阶级而言，有唬
人的“民主”之名，无可怕的“民主”之实①。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西方国家的“臣民 ”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意识，转变为“人民 ”。 在“人民 ”观
的引导下，西方资产阶级宣布主权源自“人民 ”，成功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人
民”是“智开者”。但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经过“开民智 ”的启蒙运动，“臣民 ”在宪法上被抽象地称作“人
民”，“人民”没有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理念，没有成为孙中山所倡导的“智开者”。在制度的变迁中，资
［12］
产阶级“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 ” 。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只
占少数，而穷人占大多数，占大多数的穷人因为没有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 ，被遮隐在资产阶级抽象的
“人民”观里。因此，资产阶级的宪政便成为无源之水，“民国 ”的制度实质上还是专制制度。 资产阶级
富人“人民”观是超越“臣民”观的巨大进步，其精神是先进的，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宪政建设探
索了道路。但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 ”不自由平等的
命运。
［1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 ” 。 中共充分认识
到了“人民”共和的重大意义，摈弃了资产阶级富人“人民 ”观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动了“人民 ”革

命。“从此，中国革命所表现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广大的群众规模，为以前一切革命运动所完全不能比
［14］
［15］
拟。” 中共在 1935 年 12 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人民共和国 ”的口号 。1949 年毛泽
东发表著名的标志着无产阶级“人民 ”观形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阐释了“人民 ”的内涵： “人民是什
［16］
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无
产阶级“人民”观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了真正的“人民 ”共和制度，“人民 ”的权利被宪
法所确认和保护②，作为无产阶级的“人民 ”成为国家和自己的主人。“人民既然完全地行使了国家权
力，也就会以主人的身份尽完全的义务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 。任何人不
［17］
会是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 任何人也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实现自己
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实现了自由平等。“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
家权力。“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
事务。特别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使得最广大的“人民 ”具有了实现权利的有效
途径。从此，无产阶级“人民”观结束了专制制度假“人民”之名以行的历史，成为社会主义宪政的航标。
二、社会主义宪政“人民”观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
阶级“人民”观指导宪政实践。在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
主义宪政建设进入新时期，
无产阶级“人民”观转变为阶层“人民”观，
成为自由幸福、
公平正义的载体。
（ 一）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阶级“人民”观
社会主义宪政时期对于“人民”的第一次正式讨论是对于国号中“人民”的讨论。讨论认为“人民 ”
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69 页。
① “有产阶级的民主”论述见王绍光： 《民主四讲》，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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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新中国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确切说明了国体和表达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 ①。1949 年 9 月 22 日，周恩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
体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 》的报告中特别
强调了“人民”的权利义务及“人民”与“国民”的不同，并以阶级指称“人民 ”。 报告指出： “总纲中关于
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 。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 ’与‘国民 ’是有分别的。
‘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
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 ，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
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
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 这
［18］
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的阶级内涵进一步得到阐释。

社会主义宪政初始阶段的“人民 ”主要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正
如陈端洪先生研究新中国制宪机关时所概括的那样 ，当时的“‘人民 ’不是抽象的，而是阶级化的，是一
［19］
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由若干阶级构成的混合主体 ” 。“人民 ”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②，“人民 ”

之外的国民被剥夺政治权利。国民除包括上述“人民 ”之外，还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代
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 。对于这些人，依法要在必要时间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除严厉
镇压其反动活动外，主要是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但在他们改变成分或恢复政
［20］
治权利以前，不属于“人民”范畴，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要求他们必须依法遵守国民的义务 。

1949 年不属于“人民”的“国民 ”经过建国后数年的改造，在 1954 年基本转变为“人民 ”，始得享受
1956 年“人民 ”是指工人、
权利。1954 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的“人民 ”是最大多数人③，
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 ④。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人民的范围
将进一步扩大。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转变成社
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
但 1957 年至 1978 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
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几乎全部社会问题，原属“人民 ”范畴的很多人被划成
剥削阶级，变为“人民”的敌人。从 1957 年开始，“人民”身份只属于工人和农民两个劳动阶级 。 正在接
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已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及右派分子成
为专政的对象。专政的对象不享有权利，但须遵守国民的义务。中共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
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已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 ； 正在
［21］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

。 阶级“人民 ”观在实践

中出现的这一失误应该被深刻认识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是在 1935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会
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宣布将工农民主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把
建立强盛、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根本目标。参见张希坡、韩延龙： 《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

页。1949 年 9 月 22 日，董必武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 “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
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
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
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
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见董必武：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报告》，载《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3 日第 1 版。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共同纲领在总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
纲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最大多数的人民才真正是国家的主人。”刘少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 年
③ “在我们这里，
9 月 16 日第 2 版。
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
④ 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
的人民的。参见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版，第 46 页。参见刘少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16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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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新阶段的阶层“人民”观
1978 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 ，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社会阶层产生。“‘人民 ’从
［22］
［23］
阶级的含义向社会阶层方面转化。” “人民”与公民出现融合趋势 。 在中国，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
［24］
范围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 这里的“人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凡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也即“人民 ”是没有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包含了各个社会阶层。
中共十一大报告规定“人民 ”的范围为“工人、农民、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
［25］
胞、海外侨胞” 。1978 年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中指出：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
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26］
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1978 年宪法序言规定，要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 ，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爱国”是“人民”的重要标志，这些被团结的“爱国 ”对象都属于“人民 ”的范围。1982 年宪法序言将
“人民”的范围规定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27］、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
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共十二大报告规定“人民 ”范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台湾同胞、港澳同胞
［28］
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 。1983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指出： “国内政治情况发生
了根本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人民的范
［29］
畴。” 中共十二大报告中“人民”的范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
［30］
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 。2004 年修宪时，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写入宪法，“人

民”的范围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
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必须
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 ，充分
［31］

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加快了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
多元化的步伐，也对社会整合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新时期，没有被法律
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就是“人民”，阶层“人民”的范围扩展到了宪政史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阶层的最
广大“人民”的权益受到宪法法律保护。
三、社会主义宪政“人民”观的意蕴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阶级“人民 ”观凝聚了先进阶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宪政的起步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 ，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宪政建
设面临新的任务，无产阶级“人民 ”观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宪政的发展，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 阶
级“人民”观发展为阶层“人民”观，阶层意义的“人民”作为公平正义和自由幸福等价值的载体 ，评价和
推动宪政建设，引导社会主义宪政的航向。
（ 一） 阶级“人民”观的宪政意蕴
社会主义宪政史上的阶级“人民 ”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卓越贡献，是法律思想史上马克思、
恩格斯将主流法律思想的视角从富人“人民”视角转向穷人“人民”视角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将中国
法律思想史上的富人“人民 ”视角转向了穷人“人民 ”———无产阶级视角。 由此，中共和毛泽东基于穷
人———无产阶级视角造就了一个“底层机构”，宪政实践基于穷人的视角进行。阶级“人民 ”观坚持穷人
的立场，维护穷人的利益，主张法律要反映、体现穷人的意志①。
在 1949—1979 年期间，在无产阶级“人民”观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宪政起步。当代中国的人民主权
恩格斯将法律视角从富人“人民”转向了穷人“人民”。参见喻中： 《法律思想史上的两次视角转移》，载《甘肃社会科
① 马克思、
2010
1
学》
年第 期，第 162—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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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权 ，而非西方的抽象人民主权。“纵观 1949—1979 年期间，政治统摄着一切，
［33］
经济、文化活动乃至公民个人的生活，无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标准。”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人
［34］

民”才是权力的主体，才能行使权力。“中国人在使用‘人民 ’时包含着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 社会
变革总是体现和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 ，社会主义宪政是无产阶级“人民 ”的自我规定，国家权力真正为
无产阶级“人民”服务，确保了无产阶级“人民 ”充分享有权利，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人民性。 无
产阶级“人民”观使得中国实现了由专制向民主的彻底转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宪政的起步，从此专制不
再假“人民”之名以行。
（ 二） 阶层“人民”观的宪政意蕴
99% 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人民 ”的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新时期，
形成，作为阶层的最广大“人民”的权利受到宪法法律保护，公平正义要在全社会得到实现。
［35］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
“人民 ”作为反对封建专
制制度和特权的产物，它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幸福 ，它承载了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价值。 社

会主义宪政建设新时期，作为社会阶层的“人民”因其范围的最大化而成为自由幸福、公平正义的载体，
成为评价性词语。公平正义是评价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尺度。“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在
［36］
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 。”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 ”的自我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和政法制度名称中都被冠以“人民”，赋予作为阶层的最广大“人民”平等的经济机会

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目标。 在社会
主义宪政建设新时期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人民利益至上； 为人民
司法”等重大命题，“人民”所承载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得到张扬。 中国未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最广大
“人民”，可以“人民”之名，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依法要求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以是否符合、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利益来评价和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
结束语
中国宪政史上的资产阶级富人“人民”观是对专制“臣民”观的超越，推动了社会发展。 但它带着西
方的“人民”观的缺陷，没有改变最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主义宪政初期，无产阶级“人民 ”观
取代资产阶级富人“人民”观，广大无产阶级“人民”实现了自由平等； 在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新时期，无产
阶级“人民”观发展为阶层“人民”观。阶层“人民 ”观关注各个社会阶层“人民 ”的利益，凸出自由幸福
和公平正义的价值，成为社会主义宪政的航标。宪法法律保护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人民 ”的自由幸
福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终极目的。不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不追求公平正义的宪政注定要被雨打风吹
去。社会主义宪政“人民”观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宪政权力的渊源 ，更在于评价和引领社会主义宪
政建设。“人民”观必将在不断创新中引领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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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 of “the People”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e Qingzhou，Fu Zitang
（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people”is a key word 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uthority is authorized by“the people”and for“the people”． The view of“the people”decides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direction． The Qing constitutionalism insisted on the view of “subjects”，and conseguently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was defeated． The view of “subjects”had been replaced by the view of “the people”in Chinese bourgeoisi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re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impelled social development，but“the people”were still not free and equal． Chinese proletariat fulfilled the view of “the people”as social class and as stratum in socialis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The majority obtained liberation and full scale development．“The people”is the carrier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goal of socialis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for most people and justice． So to innovate the view“the
people”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is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Key words： subjects； the people； social class； stratum；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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