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理想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
———当代国际法宪政化理论批判
程卫东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ꎬ一些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国际法学者主张国际法宪政化ꎬ将宪
法的一些价值与原则引进国际法ꎬ增强国际法对国家及其行为的约束力ꎮ 但是ꎬ从马克
思主义关于法的社会基础、法的本质以及国家观等角度来分析ꎬ国际法宪政化在理论上
均存在重大缺陷ꎬ国际法宪政化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ꎬ同时也是对国际法性质与国家本
质的一种误读ꎮ 世界主义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中国家的复杂的利
益计算ꎬ只是一种近于乌托邦的理想ꎬ而规范性的国际法宪政化则是一种变相的欧洲 / 西
方中心论ꎮ 无论哪种形式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ꎬ都不是国际法改革的方向ꎮ 国际法改革
还是应该植根于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ꎬ从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实现国际法的功能角度出
发ꎬ去完善、创设国际法规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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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国际法宪政化———西方国际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ꎬ两个规范国家及其行为的法律体系逐渐形成:一
是宪法ꎬ在一国之内规范政府的组成与行为ꎻ二是国际法ꎬ在国际关系中规范国家间行
为ꎮ①两个法律体系在功能、原则、规则、立法与适用等方面迥异ꎮ 从实践效果来看ꎬ宪
法所取得的成就巨大ꎬ在国家机构组织形式、权力运行机制、公民权利保护等方面ꎬ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宪法在一国之内的权威地位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与尊重ꎻ而国
际法虽然在规范国家行为、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国家间合作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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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性质与约束力存在不同的理解ꎬ国际法的有效性、稳定性与
权威性一直受到挑战ꎮ 如何进一步完善国际法ꎬ使国际法在规范国家行为、维护国际
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ꎬ一直是很多国际法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ꎮ 将宪法理论
与实践同国际法结合起来ꎬ主张国际法宪政化便是其中重要的探讨方向之一ꎮ
国际法宪政化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支持者ꎬ但其思想之源在欧洲ꎬ特别是康德的
世界主义观ꎮ① １９２６ 年ꎬ德国国际法学家菲德罗斯提出了国际法律共同体宪法化的概
念与理论ꎬ②但此后半个多世纪ꎬ由于二战与冷战的国际背景ꎬ国际法宪政化不论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践上ꎬ都影响甚微ꎮ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之后ꎬ国际法宪政化日益成为国际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ꎬ并在欧洲国际法实践
中日益产生重要影响ꎮ
到目前为止ꎬ不论是关于国际法宪政化的概念还是具体内容ꎬ国际法学界并不存
在共识ꎬ不同学者对之理解不同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ꎮ 大体来看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可
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述性的理论ꎬ将国际法发展中的某些现象ꎬ特别是国际组织法
与国际强行法的发展ꎬ视为国际法的一种宪政化现象ꎻ另一类是规范性理论ꎬ将国内宪
法理论的基本概念移植到国际法律秩序中ꎬ用宪法理论改造国际法理论ꎬ用国内宪法
的价值和原则改造国际法ꎬ使国际法具有某种国内宪法的特征与功能ꎮ③ 描述性的国
际法宪政化理论是借用宪法理论的相关概念来描述、分析、探讨国际法发展中出现的
新现象、新特征ꎬ虽然其最终目的也是促进对国际法的变革ꎬ但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用
宪政化理论来认识国际法现状与发展的特征ꎬ对国际法的改造力相对较弱ꎮ 而规范性
理论的目的则在于改造现有国际法ꎬ使之在法律原则、规则、效力方面具有新的特征ꎮ
规范性国际法宪政化理论从形式上看是对国际法本身的改造ꎬ实质上是对国际法与国
家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新主张与重塑ꎮ 两种国际法
宪政化理论本身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ꎬ但考虑到规范性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对国际
法与国际关系在实践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ꎬ本文批判的主要是规范性的国际法宪政化
理论ꎮ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虽然众多ꎬ但在很多方面ꎬ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核心观点上存在
共性:第一ꎬ从社会基础上看ꎬ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社会转型ꎬ国际社会已逐步形成一
①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ｅｓ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ｌｄｅｎ: Ｐｏｌｉｔｙ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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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２００１ꎬ 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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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共同体或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构建一个国际共同体ꎬ因此ꎬ国际法只有通过宪政
化才能适应国际社会转型的需要ꎻ第二ꎬ从核心内容上看ꎬ国际法应吸收国内宪政的价
值与原则ꎬ将国内宪法的理念移植到国际法体系之中ꎬ特别是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ꎻ
第三ꎬ从目的上看ꎬ国际法宪政化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法律秩序ꎬ在这个法律秩序
中ꎬ国际法对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力都给予限制ꎬ特别是对国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进行
规范与限制ꎮ
从表面上看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探讨的目的似乎是将宪法的优点纳入国际法ꎬ通
过改造国际法来增强国际法的效力ꎬ以更充分发挥国际法的作用ꎮ 但是ꎬ法律即政
治ꎬ①不同的法律总是反映了特定政治目的与政治利益ꎮ 宪法与国际法是在不同政治
背景下制定的ꎬ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政治利益ꎬ将二者结合起来ꎬ以一种抽象的宪
政化来改造国际法ꎬ既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ꎬ在目前条件下ꎬ也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行
性ꎮ 对此ꎬ以欧洲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国际法学者是很清楚的ꎬ但他们仍致力于探讨国
际法宪政化的理论与实践ꎮ 这一方面反映了部分国际法学者对国际法所抱有的理想
主义信念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学者对国际法所抱有的工具主义观ꎮ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以理想主义的普遍价值为导向ꎬ具有很强的欺骗性ꎬ必须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方法ꎬ对之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ꎬ才能认清其本质ꎬ进而在此
基础上对国际法的发展与改革提出具有现实合理性的理论与观点ꎮ

一

国际法宪政化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任何法律都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基础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
基础的ꎮ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ꎮ 相反地ꎬ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ꎮ” ② 国际法ꎬ如同国
内法一样ꎬ其产生与发展都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ꎬ只有以社会为基础的国际
法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ꎬ才能发挥国际法应有的功能ꎮ
要正确认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ꎬ首先应明确什么是国际法ꎮ 国际法的权威之作
« 奥本海国际法» 将国际法释义为“ 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
总体” ꎬ③这表明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规范ꎮ 从历史起源看ꎬ国际法是随着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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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路易斯亨金:« 国际法:政治与价值» ꎬ张乃根等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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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基督教秩序的衰落和新兴主权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ꎮ 它在某种程度上拯救
了欧洲ꎬ使欧洲在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秩序ꎮ 欧洲的国际法秩序伴随着
非殖民化运动而获得了全球的认可ꎬ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从这个意义上
讲ꎬ主权国家并存ꎬ相互之间因互动形成各种关系ꎬ由此形成一个国际社会ꎬ这是国际
法赖以产生与存在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ꎮ① 国际法是在国际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法
律ꎮ 它之所以产生并具有存在的价值ꎬ就是因为国际法能够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ꎬ为
之提供一个准则ꎬ使国家能够共存、合作ꎬ为各国发展提供必要的国际环境ꎮ
现有的国际法体系都是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形成并发挥作用的ꎮ 这样的体系ꎬ由于
缺少国内法体系所依赖的国家ꎬ因此ꎬ它在法律的系统性、全面性、内在一致性、效力等
方面无法与国内法体系相提并论而具有天然的不足ꎮ 但这种不足是由其社会基础所
决定的ꎬ不是简单地通过法律本身的改革就能够克服的ꎮ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试图以国内宪法的资源改革国际法ꎬ使之具有与国内法同等的
效力ꎮ 为论证其合理性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试图为之寻找或构建一个社会基础ꎬ就是
国际共同体或类似的共同体ꎮ 这些理论认为ꎬ冷战结束后ꎬ随着全球化快速、全面而深
入的发展ꎬ国际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ꎬ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ꎬ传统的以国家
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走向多元化ꎬ国际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共同体ꎮ 所有关于国际法
宪政化的讨论都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前提ꎬ即认为存在一个或者应该构建一个国际
( 全球) 共同体ꎬ这个共同体具有共同的目标和普遍的利益ꎮ② 这样的国际共同体需要
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ꎬ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必须进行宪政化改革才能适应
新形势的需要ꎮ 据此可以认为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是否站得住脚ꎬ一个核心问题是它
所依赖的社会基础ꎬ即国际共同体是否真实存在ꎮ
国际共同体在国际法中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ꎬ１６ 世纪葡萄牙国际法学家
苏亚雷兹就提到国际共同体概念ꎬ认为在传统的主权国家之上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同
体ꎮ 康德的世界主义与永久和平论也是建立在国际共同体概念基础之上ꎮ③ 但早期国
际共同体概念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概念ꎬ缺乏现实基础ꎬ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甚微ꎮ 而
由于全球化推动国际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密切和广泛ꎬ交往主体也从国家扩展到非国
家主体ꎬ这为新的国际共同体概念的复兴提供了更多的现实资源ꎮ 当代国际法领域关
① 梁西:“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性质” ꎬ«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２ 年第 ４ 期ꎬ第 ３２ 页ꎮ
②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Ｂｅｓｓｏｎꎬ “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ꎬ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Ｌ. Ｄ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ｅｌ ｐ.Ｔｒａｃｈｔｍａｎ ｅｄｓ.ꎬ Ｒｕ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３９２.
③ Ａｏｉｆｅ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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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共同体的讨论ꎬ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共同体ꎻ二是世界主
义共同体ꎮ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兰克是国际共同体新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ꎮ 他将共同体概
念建立在持续交往与交易的社会系统之上ꎮ 在人类进入新世纪之时ꎬ弗兰克认为ꎬ由
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意识ꎬ很明显ꎬ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全球共同体ꎮ① 虽然国际
共同体并不导致国家的终结ꎬ但它与国家共存ꎮ 而且ꎬ国际共同体的出现ꎬ要求有相应
的新规则及创设新规则的合法程序ꎬ共同体必须保证共同体体系内的公平性ꎬ每个成
员都必须按法律的要求行事ꎮ 弗兰克将共同体的理念作为其思考国际法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基础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法民主规范论( 国际法宪政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 ꎮ②

弗兰克的国际共同体论被认为仍是一种基于国家主义的理论ꎬ因为他的共同体概

念仍然强调连贯性、国家间互惠与共享的道德价值与命令等ꎮ③ 不过ꎬ他强调这样的共
同体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共同体ꎬ④国际法宪政化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ꎮ

世界主义的共同体观则更为彻底ꎮ 它认为国际共同体不是以国家为基础的ꎬ而是
一个单一的世界共同体ꎮ 它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不同形式的
机制基础之上ꎬ这些机制代表整个人类ꎬ并维护公正与权利ꎻ这个共同体是以权利为基
础的共同体ꎻ它寻求建立的国际法是一种公平的、参与式的ꎬ强调国际机构与个人在国
际法律秩序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ꎮ⑤
不论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共同体还是世界主义国际共同体作为国际法宪政化
的社会基础ꎬ都存在根本性缺陷ꎮ 世界主义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并不存在ꎬ随着人类
交往的增加ꎬ人权保护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承认ꎬ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也发挥了日
益重要的作用ꎬ但这些变化并未导致一个单一的国际社会的出现ꎮ 在国际治理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仍然是国家间组织ꎬ并未形成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共同体ꎻ而且
对于全球政治与人类生活来说ꎬ国际组织还是从属性的ꎮ 国际社会并未形成一个能够
代表全人类的政治组织与政治机构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法律在本质上不是立法者的主
观意志ꎬ而是事物本质的外在反映ꎮ⑥ 世界主义的国际共同体只是一个观念上的共同
① Ａｏｉｆｅ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ｐｐ.２１４－２１５.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Ｆｒａｎｃｋꎬ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８６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２ꎬ ｐ.４６.
③ Ａｏｉｆｅ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ｐ.２１７.
④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Ｆｒａｎｃｋ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９１.
⑤ Ａｏｉｆｅ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ｐｐ.２１７－２１９.
⑥ 公丕祥主编:«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 ( 第一卷) ꎬ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１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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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并未反映当今世界的本质ꎬ在此基础上主张国际法宪政化ꎬ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ꎮ
而弗兰克所谓的国际共同体本质上还是以国家为基本组成单位的国际社会ꎬ只不
过因为在全球化推动下ꎬ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ꎬ越来越多的事务具有了
国际性、全球性的特征ꎮ 从治理角度看ꎬ不仅国家的决策与行为的影响越来越超出国
界ꎬ对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ꎬ同时ꎬ由于越来越多的
事务本身具有了跨国或国际性特征ꎬ国际组织参与治理与决策的事务与情形也越来越
多ꎬ传统上在国家层面治理与决策的事项ꎬ日渐转移到国际层面ꎬ对国家和个人生活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问题ꎬ特别是如何制约国家行为对国际社
会的负面影响ꎬ以及如何解决国际层面决策的合法性等ꎮ 但是ꎬ国际社会的变化是否
必然导致国际法宪政化ꎬ取决于变化的性质ꎬ取决于变化是否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性质ꎮ
如何认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社会的变化? 全球化是否导致国际社会在性质上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答案是否定的ꎮ 作为一个宪法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ꎬ至少要具备
两个条件:其一ꎬ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相互依赖的利益与目标ꎻ其二ꎬ将成员组织起
来以实现这些目标ꎮ①虽然在国际社会中ꎬ国家之间及个体之间共同利益越来越多ꎬ在
很多方面也拥有共同的目标ꎬ但是一方面ꎬ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很多重大利益上存在竞
争甚至冲突ꎬ个体的重大利益仍然依赖于国家ꎻ另一方面ꎬ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只是存在
有限的共同利益ꎮ 现有的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机制只是以国家同意与认可的方式组
织起来的ꎬ用于处理共同利益与共同面临的问题ꎬ并未将人类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其
他方面交由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来处理ꎮ 国家而不是国际组织是实现特定范围内成
员共同目标的政治单元ꎮ 全球化使得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不断增加ꎬ基于此ꎬ二
战结束后ꎬ国际法不论在范围还是约束力上ꎬ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ꎮ 但是全球化
的结果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如同国家范围内成员的共同利益与目标ꎬ也未使得
日益相互依赖的国家与个体共同构成一个国际政治共同体ꎮ② 因此ꎬ现有的国际社会
基础不足以支持一个在效力上高于国内法的国际宪法ꎮ
国际社会的变化ꎬ必然会导致法律上相应的改变ꎬ而改变分为质变与量变ꎮ 法律
的量变是指在一定类型的历史条件下法律在内容上的更新与体系上的调整ꎬ但法律的
根本性质不变ꎻ而法律的质变是指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导致法律

３４１.

①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ｈｍａｎ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３４０－

②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Ｂｅｓｓｏｎꎬ “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ꎬ ｐ.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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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历史更替ꎮ①当代国际社会的变化并没有导致国际社会性质的根本改革ꎬ建立
在国际社会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也不会发生质的变化ꎬ走向宪政化之路ꎮ
综上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社会基础的观点分析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不是基于
现实的国际社会基础ꎬ而是基于一种想象的或错误认知的国际社会基础ꎬ因而不可能
取得成功ꎮ

二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对国际法性质的认知错误

把宪政引入国际法ꎬ大体上有三个策略:其一ꎬ语义学策略ꎬ即通过调整宪政语言ꎬ
使之能够适应国际秩序的特殊性ꎻ其二ꎬ对应性策略ꎬ即在国际法领域寻找宪政功能、
宪政要素或宪政实质ꎻ其三ꎬ伦理 －实用策略ꎬ即通过将法律上的探讨延伸至伦理与实
用领域ꎬ并使用宪政方面的语言ꎮ② 第一种策略并非从实质上改变对国际法的认识或
改造国际法ꎬ它只是将国际法上一些原则性规定视为国际法上的“ 宪法” ꎮ③ 第二种策
略是一种类比的方法ꎬ它借用或参考国内宪法上的概念或要素来分析国际法ꎬ实际上
是国际法分析的一种方法ꎮ 而第三种策略则属于规范性重构的方法ꎬ包括伦理与实用
之间很多不同的理论ꎬ其共同点是从伦理与实用的角度重新设计国际关系ꎬ重塑国际
法ꎮ④

伦理 －实用策略是实质性主张国际法宪政化的策略ꎬ其实现途径与核心内容是将

国内宪法的原则与价值移植到国际法中ꎬ让国际法具有如国内宪法一样的上位法的效
力ꎬ从而使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特别是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这既是对国际法性质的
一种误读ꎬ也是对宪法价值的一种误解ꎮ
国际法与宪法虽然都是随着主权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ꎬ但由于二者在立法方
式、调整对象、规范目的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区别ꎬ 二者内在的法律原则与规则体系也
完全不同ꎮ 国际法固然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ꎬ但在国家之上一直不存在一个高于国
家、能够对国家行使类似于主权权力的机构ꎮ 因此ꎬ传统国际法形成的依据是国家的
同意ꎬ条约的缔结和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均是如此ꎮ 虽然强行法规范的出现ꎬ在一定程
度上冲击了以同意作为国际法立法前提的传统认知ꎬ但“ 国际法只对已经同意的国家
① 公丕祥主编:«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 ( 第一卷) ꎬ第 ２１２ 页ꎮ
②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ｉｇｇｅｌ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Ｔｉｌｍａｎｎ Ａｌｔｗｉｃｋｅｒꎬ “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ｒ ａｕｓｌａｎｄｉｓｃｈｅｓ ｏｆｆ 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 Ｒｅｃｈｔ ｕｎｄ Ｖｏ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ꎬ Ｖｏｌ.６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６３２－６３３.
③ [ 美] 路易斯亨金:« 国际法:政治与价值» ꎬ第 ４３ 页ꎮ
④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ｉｇｇｅｌ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Ｔｉｌｍａｎｎ Ａｌｔｗｉｃｋｅｒꎬ “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ｐ.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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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约束力这一原则仍然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公理” ꎮ① 这意味着国际法是一种功能性
的法律ꎬ而不是依据既定法律原则构建起来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内在一致性和体系
完整的法律ꎮ
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性秩序的出现ꎬ根本原因在于实现某些社会功能的需要ꎬ其
中最基本的就是国家的共存与合作ꎮ 实际上ꎬ每一个由不同的差异性单元组成的社
会ꎬ都需要某种共存的法律或规则ꎮ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万国法( ｊｕｓ ｉｎｔｅｒ

ｇｅｎｔｅｓ) ꎬ用以规范不同民族性团体之间的关系ꎬ保障它们的共存ꎮ 现代国际法自始也
具有这样的目的ꎬ而且从未改变过ꎬ那就是确保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共
存与合作ꎮ②国际社会中各政治体之所以需要共存ꎬ是因为共存乃是每个政治体存续
之前提ꎬ只有共存ꎬ才能确保每个政治体的存在ꎮ 一个无序的国际社会则让每个政治
体的生存时刻面临巨大的危机ꎬ而且要为存续付出巨大的代价ꎮ 国际法之产生与存
续ꎬ就是要在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秩序ꎬ使得国家能够共同生存ꎮ 同时ꎬ不同的国际社会
与不同的国际关系ꎬ对于单个国家的利益及整体国际利益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合作
是各方利益及整体国际利益最大化的最佳也是唯一的途径ꎮ 国际法为合作提供了必
要的规则以及解决冲突与纷争的机制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哈贝马斯指出ꎬ国际法与
国家宪法在本质上有所不同ꎬ它的目的是协调与塑造权力之间的关系ꎬ而不是建立一
个新的政府性的权力机构ꎮ③
只要国际法产生与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ꎬ国际法的核心的基本功能就不
会改变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国际社会虽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ꎬ但是ꎬ如上所述ꎬ这种变化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格局ꎬ国际社会仍然是由众多存在巨大差异性的国家组成ꎮ
而且ꎬ二战后由于非殖民化运动以及冷战结束后苏联与南斯拉夫的解体ꎬ诞生了很多
新国家ꎬ国际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不是减少ꎬ而是在加大ꎮ 国家之间的共存与合作仍然
是国际社会要实现的基本目标ꎬ甚至比以往更为重要ꎮ 没有国家间的共存与合作ꎬ一
切其他目标都无从实现ꎮ
因此ꎬ国际法是规范、协调国际社会多元性、差异性的一个工具性法律ꎮ④ 国际法
的这种基本属性决定了国际法体系的很多基本特征ꎬ特别是国际法的目的、内容与规
则的制定或形成ꎮ 从目的上而言ꎬ国际法是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提供基本规
① [ 美] 路易斯亨金:« 国际法:政治与价值» ꎬ第 ３６ 页ꎮ
②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Ｗｅｉｌꎬ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７７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４１８.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ｅｓ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ｌｄｅｎ: Ｐｏｌｉｔｙ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１３３.
④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ꎬ “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ｓ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ｉｎ Ｓｔｅｆａｎ
Ｋａｄｅｌ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ꎬ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Ｏｒ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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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ꎬ致力于解决国际社会面临或存在的共性问题ꎻ从内容来看ꎬ国际法主要涉及国家间
关系与国际行为的规范ꎻ从制定或形成过程来观察ꎬ国际法主要是源于国家的意志ꎮ
国家既是国际法规范的主要对象ꎬ也是国际法的创立者ꎮ
而宪法与宪法秩序则不同ꎬ它是宪政化的结果ꎮ 宪政化的过程包括了宪政要素的
出现、创设或确认ꎮ①但宪政化并不是一个纯粹主观的过程ꎬ而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
件ꎮ 各国宪法的规则与原则ꎬ实质上与其要实现的宪政功能直接相关ꎮ 国内宪政是在
一定的领土范围内ꎬ通过宪法组织国家、规范国家的政治权力、提供政治行为准则、为
治理提供合法性、维护国家的统一ꎬ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等ꎮ 这些功能与国际法要实现
的功能显然完全不同ꎮ 虽然从维护国际秩序、和平与安全角度看ꎬ一国国内的行为也
具有重要意义ꎬ但宪法的功能主要还是限于一国之内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即使存在
某种类型的国际宪政的讨论 ( 如语义策略) ꎬ它与国内宪法的讨论也没有直接的关
联ꎮ②

国际法宪政化是试图将部分国家的宪政经验延伸到全球层面ꎬ认为它们也适用于
国际社会及所有国家ꎮ 托克维尔早就警示过这是一种无效推论ꎬ即从某一命题可能
( 区域性地) 对任何一个分析单元都是真的这一事实ꎬ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ꎬ它可能

(世界性地) 对全部单元都是真的ꎮ③ 实际上ꎬ每个国家的宪法都不能从抽象的宪法概
念、宪法理论去理解ꎬ而是要放诸各个国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去认识ꎮ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活动出发去揭示法律的本质ꎮ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文中ꎬ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这种唯物史观ꎬ“ 不是在每个时代中
寻找某种范畴ꎬ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ꎬ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ꎬ而是从
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ꎮ④从唯物史观出发去理解各国宪法ꎬ就能理解每
个国家宪法的特殊性ꎮ 当然ꎬ由于时代特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借鉴ꎬ不同国家宪
法在很多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共性的内容ꎬ如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ꎮ 但在这些共性
之下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性ꎬ如在民主方面ꎬ不仅存在着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
之分ꎬ而且不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民主形式ꎮ 正如赫尔德所言:“ 全世界
所有的政治制度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ꎬ而这些制度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言论还是在行

① Ｋａｒｏｌｉｎａ Ｍｉｌｅｗｉｃｚꎬ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ꎬ Ｉｎ￣
ｄｉ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６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６２８.
② Ａｎｎｅ Ｐｅｔｅｒｓꎬ “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５９７.
③ [美] 乔恩埃尔斯特:“ 宪法选择的后果:对托克维尔的反思” ꎬ[ 美] 乔恩埃尔斯特、[ 挪] 朗内斯莱
格斯塔德编:« 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 ꎬ潘勤、谢鹏程译ꎬ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版ꎬ第 ９６ 页ꎮ
④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５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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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面都常常迥然不同ꎮ” ①每个国家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和现实状况出发ꎬ实施民主、
法治与人权ꎬ因此ꎬ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关于民主、人权、法治的标准ꎮ② 而国际法宪政

化理论从国内宪法中抽出一些抽象的价值与原则ꎬ以此改造国际法ꎬ完全是对宪法价
值与原则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解ꎮ
此外ꎬ国家宪法中都包含多项价值与原则ꎬ这些价值与原则并不存在一个逻辑严
密或先验的等级秩序ꎬ只有享有主权的国家能够依靠国家力量ꎬ在这些价值与原则发
生冲突时进行平衡、协调及做出选择ꎬ如在反恐情形下ꎬ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价
值平衡ꎮ 而在国际法领域ꎬ不存在这样权威的力量ꎬ能够对不同价值与原则进行选择
与平衡ꎮ 将国内宪法上的价值与原则引进国际法ꎬ在各价值与原则发生冲突时ꎬ只会
导致国际法的失灵甚至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ꎮ 因此ꎬ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ꎬ宪政只能
在国内法律秩序内形成ꎬ将之移植到国内法律秩序之外不具有合法性ꎬ都是一种幻
想ꎮ③
规范性的国际法宪政化是对国际法功能的一个挑战ꎬ特别是它打破了关于国际法
意识形态中立的要求ꎬ使得国际法本身成为一个争议的对象ꎮ 如果国际法变得不稳
定ꎬ其功能必将遭到破坏ꎮ 由于国际法调整与规范的国家彼此之间在价值、意识形态、
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ꎬ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法除了与其功能相关的价值ꎬ如
和平、平等之外ꎬ不能赋予其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价值ꎬ意识形态中立是对国际法的一
个基本要求ꎬ也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特征ꎬ是国际法概念中的应有之义ꎮ④ 而国际法宪
政化将国内宪法价值与宪法原则引入国际法中ꎬ实际上赋予了国际法以某种意识形
态ꎮ 但是ꎬ在国际社会中ꎬ并不存在共同认可的普遍的宪法价值与原则ꎮ 在此情形下ꎬ
国际法宪政化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一种冲突与竞争ꎬ导致不同国家对国际法的不同态
度与立场ꎮ 国际法宪政化不仅不能强化国际法的作用与功能ꎬ相反ꎬ它会导致国际社
会的分裂与冲突ꎬ这与国际法的功能相违背ꎮ 当然ꎬ这并不是说ꎬ国际法不能发展出以
« 联合国宪章» 为代表的现行国际法所包含的和平、平等之外的其他价值与原则ꎬ但国
际法任何新的价值与原则的形成ꎬ必须以国际社会实践、以国家的共识为基础ꎬ而不是
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政化过程来创设ꎮ

① [ 英] 戴维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 ꎬ燕继荣等译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１ 页ꎮ
② 从欧盟与成员国间关于法治的争议中就可以发现ꎬ即使在欧盟内部ꎬ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之间在
法治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差异ꎮ 参见程卫东:“ 多元法律秩序与欧盟法治的局限性”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第
１－１４ 页ꎮ
③ Ｎｅｉｌ Ｗａｌｋｅｒꎬ “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５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５２０－
５２１.
④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Ｗｅｉｌꎬ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 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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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ꎬ宪政是政治权力法治化的终点ꎬ① 而政治权力法治化需要社会共
识ꎮ 现在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共识ꎬ国际社会只是由各个国家为单元的集
合体ꎬ在这个集体中ꎬ并不存在对所有政治权力法治化的共识ꎮ 因此ꎬ哈贝马斯本人对
国际法宪政化并不乐观ꎮ②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性质观点来看ꎬ国际法宪政化将宪法与
国际法的性质混为一谈ꎬ自然是没有出路的ꎮ

三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对国家本质的误读

从表面看ꎬ国际法宪政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秩序ꎮ 但是ꎬ传统国际法实际上
已经在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全球秩序ꎬ国际法宪政化实际上想要的是一个不同于现有
国际秩序的新秩序ꎮ 宪政化讨论的核心是政治权力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的最终目的还
是回到对主权国家的限制与规范这个根本上来ꎮ
传统国际法对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外部制约ꎬ但仅在实现国际法基本功能意义上并
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ꎬ对国家进行制约ꎮ 国家是一国之内公权力享有与行使的主体ꎬ
除对外关系领域外ꎬ国家对内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ꎮ 国际法宪政化论者认为ꎬ传统国
际法对国家行使权力的限制还不够ꎬ试图将国家置于国际法更大的约束之下ꎮ 它的核
心要义是ꎬ一个国家政府的合法性由国际标准而不纯粹是由国内标准来确定ꎮ③ 这既
是对国际法功能的高估ꎬ也是对国家本质的一种误读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ꎮ 恩格斯指出:“ 实际上ꎬ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ꎬ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
主国ꎮ” ④国家在表面上是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而发挥管理作用ꎬ但实质上它是
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ꎬ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ꎻ国家同时也是特殊的暴
力机器ꎬ这暴力机器既维护社会秩序ꎬ也用来对付外敌ꎮ⑤ 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ꎬ只
要阶级存在ꎬ国家就不会消亡ꎬ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虽然在一个国家之内ꎬ国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ꎬ但同时ꎬ
国家采取了“ 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ꎬ⑥ 代表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ꎬ国家以某种形式保

页ꎮ

①
②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ｅｓｔꎬ ｐ.１３１.
Ａｏｉｆｅ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ｐ.１４０.
[英] 苏珊马克斯:« 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 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４３

④
⑤
⑥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３ 卷) 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１１１ 页ꎮ
李崇富:“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ꎬ«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ꎬ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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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全体成员的利益ꎬ提供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ꎮ 绝大多数人都从属于某一个国家ꎬ并
依赖国家为其提供保护ꎮ 国家自诞生以来ꎬ即成为个体认同的最主要的对象ꎬ爱国主
义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德ꎮ 因此ꎬ每个国家在国内是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ꎬ在国际
上也是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ꎮ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个人借
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ꎬ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ꎬ所以可以
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ꎬ都获得了政治形式ꎮ” ① 国家的主权
也同样如此ꎬ它不只是国家的一种抽象属性ꎬ而是人民主权在国家形式上的体现ꎬ主权
与国家是合而为一的ꎮ 国家主权行使方式与合法性ꎬ只能由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来决
定ꎬ在正常运行的国家ꎬ这个全体国民的意志通常体现在一国宪法之中ꎮ
每个国家的主权都有相应的国内宪法上制度性的安排ꎬ国内主权的体现与行使ꎬ
都与国内宪法相关ꎮ 在一国之内ꎬ主权行使的方式与合法性ꎬ都由该国的宪法来规范ꎬ
不管一国宪法性规定如何ꎬ主权都是独立于而不是包含于某一个更大的宪法体系ꎮ②
虽然国家对内对外都负有义务ꎬ但是这两种义务的性质是不同的ꎮ 对内ꎬ国家对于其
政治合法性负有义务ꎬ这个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是国内宪法上的合法性ꎻ对外ꎬ除基于条
约的特别义务外ꎬ国家主要负有维护国际秩序的义务ꎮ 德沃金认为ꎬ国家还负有改善
国际体系的义务ꎬ③但很显然ꎬ国家对外的一般性义务主要是消极义务ꎬ即不得破坏国
际秩序ꎬ不得危及国际和平ꎬ只要其对内行为不影响国际秩序与和平ꎬ国家并不就此对
国际社会负有义务ꎮ
国际法宪政化主张以国际法作为国家合法性的标准ꎬ认为政府作为国家代表的身
份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承认ꎬ将不仅取决于政府是否已经行使国家管理权ꎬ而且还取决
于该政府是否是民主政府ꎮ④这实际上否定了每个国家自由地决定如何组织国家、如
何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力ꎬ是国家虚无主义观在国际法领域的表现ꎮ⑤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主张通过国际法宪政化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的一个重要依据
是ꎬ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加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ꎬ传统的国内事项与对外事务之间的界
线模糊了ꎬ全球治理背景下权力机制与法律渊源的变化ꎬ使得传统的国内法与国际法
区分受到了挑战ꎮ⑥但是ꎬ国内事项与对外事务日益关联ꎬ二者之间界线模糊ꎬ并不意
①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ꎬ第 ５８４ 页ꎮ
② Ａｌａｎ Ｊａｍｅｓ ꎬ “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ꎬ ｐ.３９.
③ Ｒｏｎ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ꎬ“ Ａ Ｎ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１６.
④ [ 英] 苏珊马克斯:« 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 ꎬ第 ４４ 页ꎮ
⑤ 关于国家虚无主义的批判ꎬ详见辛向阳、王珊珊:“ 论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ꎬ« 马克思主
义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ꎬ第 １４６－１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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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国家主权在性质上发生了任何变化ꎮ 虽然因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需要ꎬ在很多领域
与事项上ꎬ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ꎬ甚至在某些领域放弃了某种现实的对
外主权ꎬ但这并不影响国家的法律上的主权ꎮ① 国家接受对主权的限制也并不是出于
某种外在的原因ꎬ而是出于国家的利益ꎬ目的在于与其他国家在共同认可的制度框架
中开展合作ꎮ
国际法宪政化的讨论主要是在欧洲背景下出现的ꎮ 很多人以欧洲一体化为例ꎬ说
明在区域层面上实现法律宪政化是可行的ꎮ 确实ꎬ欧洲一体化具备了宪政化的某些特
征ꎬ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ꎮ②但是ꎬ有两点须特别注意:其一ꎬ欧洲在区域层面的宪政化
是在欧盟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ꎬ没有成员国的同意ꎬ就没有欧盟的宪政建设ꎮ
欧盟宪政秩序并不是简单地对欧盟法进行宪政化实现的ꎬ它的基础是成员国的同意ꎬ
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欧盟成员国的ꎮ 其二ꎬ欧盟宪政化只是在欧盟层面构建一个类宪
政的秩序ꎬ对欧盟成员国权力行使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与制约ꎬ但欧盟法仅在其权能范
围内对成员国有约束力ꎬ欧盟宪政秩序并不是一个在层级上高于成员国的宪政秩序ꎮ
当欧盟的决策与成员国主权相冲突的时候ꎬ欧盟并没有限制成员国行使主权权力的能
力ꎻ当欧盟成员国脱离欧盟时ꎬ欧盟的宪政对该国也就不再具有约束力ꎮ 因此ꎬ欧盟的
宪政化并不是国内法意义上的宪政化ꎬ它实质上是为实现欧洲一体化目标在成员国一
致同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法律秩序ꎮ 简单地将欧洲一体化中的宪政建设
类推到国际范围内ꎬ显然不具有现实基础ꎬ其最基本的原因是ꎬ国际社会不存在欧盟成
员国之间那样的共识ꎮ
以宪政化的国际法作为判断国家主权行为合法性的依据ꎬ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
理论来看是错误的ꎬ而且从实践上来看ꎬ也是行不通的ꎮ 宪法之所以取得了国家根本
法的地位ꎬ一方面是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ꎬ上升为国家的法律ꎻ另一方面在于它有
国家机器保障其实施ꎬ具有完善的实施机制ꎮ 而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ꎬ也不
存在超国家的政治体或超国家的机制ꎮ 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时代ꎬ国家虽然有
义务共同行动ꎬ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将成为等级秩序中的下级ꎬ服务于超国家的政治
体ꎮ③国际组织在其职能范围内ꎬ依照法定的程序ꎬ对国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ꎮ 但
是ꎬ任何国际组织ꎬ包括联合国ꎬ所拥有的权能与功能都是有限的ꎬ并不存在世界政府ꎮ
① [丹] 乌尔夫赫德托夫特:“ 刍议主权:欧洲重建、全球挑战与小国命运” ꎬ[ 加拿大] 刘易斯波利、[ 加
拿大] 威廉科尔曼主编:« 全球秩序:剧变世界中的机构、制度与自主性» 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版ꎬ第 １７１ 页ꎮ
② 程卫东:“ « 里斯本条约» :欧盟改革与宪政化”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１７ 页ꎮ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ｅｓｔꎬ 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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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ꎬ现有国家间国际组织也是以国家为单位的ꎬ形式上国家之间是平等的ꎬ但不同国
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并不平等ꎬ赋予国际组织更多的权能则有可能使国
际组织成为少数国家或大国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ꎮ 实际上ꎬ由于不具有全球范
围内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与机制ꎬ国际治理与国际组织的决策都面临着民主赤字问
题ꎮ①以本身在民主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机构来判定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合法性ꎬ只会
导致更多的问题ꎮ 因此ꎬ国际机构权力应限于对民主合法性要求较少的领域ꎬ如实施
和平、保护基本的人权等ꎮ②而国际机构之外ꎬ更不可能存在一个能够依据国际法判定
其他国家行为合法性的权威性的政治权力ꎮ 因此ꎬ从实践上说ꎬ国际法宪政化也不可
能在宪法意义上发挥制约国家的功能ꎮ

四

结语

国际法宪政化理论试图根据国际社会发生并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型对国际法进行
改革ꎬ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ꎮ 但是如上所述ꎬ从国际法基础、国际
法的本质以及国家性质等角度来看ꎬ国际法宪政化在理论上均存在重大缺陷ꎬ在实践
上也是行不通的ꎮ
当然ꎬ不同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在理论基础及提出理论的出发点上不尽相同ꎮ 大
体而言ꎬ世界主义者对国际法宪政化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ꎬ但是ꎬ他们的理论并没有
充分反映现实中国家的复杂的利益计算ꎬ③只是一种近于乌托邦的理想ꎮ 还有一部分
理论则是变相的“ 欧洲中心论” ꎮ 一方面ꎬ国际法源于欧洲ꎬ很多欧洲国际法学者认
为ꎬ国际法同欧洲其他传统如基督教、启蒙、欧洲文明、自由贸易、人权保护等一样ꎬ具
有普遍意义ꎻ另一方面ꎬ他们坚信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方案无可替代ꎮ④
实际上ꎬ从国际法发展史可以看出ꎬ欧洲人从一开始并没有把国际法作为一项全
球性的普遍事业ꎬ而是只适用于欧洲文明国家之间的法律ꎬ并利用国际法服务于殖民
运动与帝国主义事业ꎬ国际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欧洲法或欧美法ꎻ只是在世界范围内的
非殖民化运动过程中ꎬ新独立的国家利用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平等原则来保护来之
① Ａｄｏｉｆｅ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１１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１０３９.
② Ａｒｍｉｎ ｖｏｎ Ｂｏｄｇａｎｄｙꎬ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ꎬ 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４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２３９.
③ Ａｎｎｅ Ｐｅｔｅｒｓꎬ “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ꎬ ｐ.６０８.
④ Ｍａｒｔｔｉ Ｋｏｓｈｅｎｎｉｅｍｉ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ｌ” 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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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的独立与自主ꎬ国际法才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法律ꎮ① 在此过程中ꎬ西方国家也被迫
承认了非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法主体地位ꎮ
但是ꎬ在国际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际关系准则时ꎬ欧洲等西方国家仍然试图从
西方的视角看待非西方国家ꎮ 特别是欧洲ꎬ由于已经不具备如同美国一样的实力ꎬ欧
洲试图利用软力量维持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ꎬ将欧洲准则输出为世界准则ꎬ是欧
洲采用的重要策略ꎮ 国际法宪政化便是其中之一ꎬ它是欧洲传统国际法观与殖民时期
国际关系的逻辑在当代国际法的应用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实质是一
个具有帝国主义目的与色彩的理论ꎬ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ꎬ民主国家应尽力在世界范
围内促进民主ꎬ甚至包括使用武力ꎮ② 而限制非西方国家的自主权是帝国主义国际法
的主要特征ꎬ③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为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世界重新掌控主导世界的权
力服务的ꎮ
无论是乌托邦式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ꎬ还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ꎬ都不
是国际法改革的方向ꎮ 国际法改革应该植根于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ꎬ从更好地在新形
势下实现国际法的功能角度出发ꎬ去完善、创设国际法规则ꎬ否则国际法不仅不能维护
国际秩序ꎬ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ꎬ反而有可能使自身成为国际纷争的焦点ꎬ从而
与国际法的初衷背道而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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