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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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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

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 ,因此 ,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 ,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

表明 :与“五五宪草”不同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

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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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6 was drafted by the non2KMT personage ,when the Political Consulta2
tive Conference had been on session and the twelve principles on th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draft had been passed. It

turned out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ay Fifth Constitution drafted by the sole party of KMT. The distinctions show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had taken on some democratic colour ,which was the fruit of the united effort of the Com2
munist Party ,the Democratic Leagu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dictatorship of KMT.

　　1946 年 12 月 25 日 ,在隆隆的内战炮声中 ,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 ,通过了民国史上

的最后一部宪法。关于这部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

出版的民国宪法史或政制史著作 ,几乎无例外地

认为 ,它的“性质与《训政时期约法》的法西斯法统

一脉相承 ,其内容是早已被人民唾弃的‘五五宪

草’的翻版”,“是集旧中国反动宪法之大成的一部

彻头彻尾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宪法”[1 ] ;是“在‘民

有民治民享’的词句掩饰下的维护封建买办势力

和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在中国进行专制统治的宪

法”[2 ] (p344)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将 1946 年《中华

民国宪法》与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1936

年 5 月 5 日公布)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

在着不少原则性区别。这些区别说明 : 1946 年

《中华民国宪法》和“五五宪草”不同 ,它多多少少

还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

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

果。

一 　围绕宪法起草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 ,并

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

十协定”。根据“双十协定”,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0 日 ,政治协商会议 (史称旧政协) 在重庆召开。

当时 ,出席会议的 38 位代表分成政府组织、施政

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小组

讨论有关问题。参加宪法草案组讨论的有国民党

的孙科、邵力子 ,共产党的周恩来、吴玉章 ,青年党

的陈启天、常乃惠 ,民主同盟的张君劢、罗隆基、章

伯钧和无党派社会贤达傅斯年、郭沫若。1 月 19

日的政协第 9 次大会 ,专门讨论宪法草案问题。

大会首先由孙科对国民党 1936 年公布的“五五宪

草”要点作说明。孙科认为“五五宪草”虽然有“许

多疑问和缺点”,也可以修改 ,但“三民主义的最高

原则”和“五权制度”则不能变更。在孙科作说明

时 ,会场中“要求发言的条子即纷纷飞传到主席

台”。孙科说明以后 ,黄炎培、沈钧儒、傅斯年等相

继发言 ,提出各自的主张。

进入小组讨论后 ,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围绕今

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

论。当时有三种宪法蓝本可供人们选择 :一是孙

中山的五权宪法 ,二是英美式宪法 ,三是苏联式宪

法。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要求以

“五五宪草”为宪法的蓝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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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士则大多倾向于英美式宪法。共产党根据当

时的情况 ,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 ,“以期打破

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3 ] (p899 —900) 。当时的宪法

之争 ,实质上也就是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之争 ,

而解决争论的关键 ,是如何使这两种宪法得到折

衷调和。正当大家为此而争论的时候 ,张君劢提

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方案。

他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

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 ,而非直接民权 ,故他主

张把国民大会从有形改为无形 ,公民投票运用四

权 (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 就是国民大会 ,不

必另设国民大会 ;同时 ,以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

机关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行政院只对立

法院负责 ,而不对总统负责 ,立法院有权对行政院

投不信任票 ,行政院有解散立法院、重新进行大选

之权 ;限制总统权力 ,使他仅仅成为一个名义上的

国家元首 ,而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张君劢这套方

案的实质 ,是要“把立法院变成英国的众议院 ,行

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 ,总统相当英国女王 ,行政院

长相当英国首相”。[4 ] (p195)

张君劢的这套方案提出后 ,“在野各方面莫不

欣然色喜 ,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

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据参加政协会议的梁漱溟

说 ,孙科所以支持张君劢的方案 ,有他自己的野

心 ,即“孙科私下安排 ,他将来是行政院长 ,当英国

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 ,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

统 ,实际上是英王”,这样他就可以掌管国民党的

大权 ,而置蒋介石于有名无权的地位。由于孙科

是孙中山的儿子 ,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很高 ,加上他

当时又是国民党出席政协的首席代表 ,他既然表

示支持张君劢的方案 ,其他国民党代表 ,包括参加

宪法草案组讨论的邵力子也就莫可奈何 ,不便明

言反对。于是 ,大家以张君劢的方案为基础 ,结合

其他方面的意见 ,达成了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

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 ,首先 ,确立了近代民

主的国会制度。原则规定取消大而无用且易于一

党操纵的有形国大 ,代之以全国选民行使四权的

无形国大 (第 1 条)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

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

的众议院或下院 (第 2 条)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

察机关 ,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

产生 ,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的参议院或上院

(第 3 条) ;司法院为超党派的最高法院 (第 4 条) ;

考试院为超党派的考选机关 (第 5 条) 。其次 ,确

立了中央政体的责任内阁制。原则规定行政院为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

院同意任命之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立法院对行

政院有不信任投票之权 ,行政院有提请总统解散

立法院之权 (第 6 条) ;总统不负实际政治责任 ,如

果需要依法颁布紧急命令 ,必须经行政院决议 ,并

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 (第 7 条) 。第三 ,确立了

省自治的原则。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

位 ,省与中央权限的划分依照均权主义原则 ,省长

民选 ,省得自制省宪 (第 8 条) 。另外 ,十二条原则

还对人民的权利义务 (第 9 条) 、选民的法定年龄

(第 10 条) 、包括国防、外交、国民经济、文化教育

等内容在内的基本国策 (第 11 条) 以及宪法修改

权 (第 12 条)都作了明确规定。

根据各方达成的协定 ,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

决议都要五方 (即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

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一致同意 ,而无论各方出席

的人数多少 ,都只有一票表决权。这样一个根本

否定了“五五宪草”的“变相一党专政和大总统个

人极权独裁”的宪草修改原则 ,所以能够获得国民

党的通过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并被写进政协决议

案 ,用梁漱溟后来的话来说 ,是孙科钻了蒋介石的

空子。事情是这样的 :政协会议期间 ,国民党出席

各小组的代表在每次会后都要向蒋介石汇报 ,惟

有孙科心怀鬼胎 ,不敢面蒋 ,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

录送蒋介石过目 ,而蒋却未看。当时国民党的其

他代表也屡请蒋介石看 ,希望他看后不同意 ,加以

反对 ,但蒋则始终没有看。“蒋介石不看 ,不阻止 ,

正合孙科的意 ,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到“政

协要闭幕了 ,蒋介石才看文件 ,一看不对了 ,就把

邵力子找去”,但为时已晚 ,要想反对或修改来不

及了。于是蒋介石只好先让其通过 ,以后再作道

理。

果然 ,政协会闭幕不久 ,国民党代表王宠惠便

根据蒋介石的指令 ,在 3 月 8 日宪草审议委员会

协商小组举行的首次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修改十

二条原则的三点要求 :1. 国大为有形国大 ;2. 采总

统制 ,反对责任内阁制 ;3. 省不能自制省宪 ,只能

制定地方自治法规。周恩来即席发言 ,反对国民

党三点修改要求 ,认为“宪草与政协全部决案有

关 ,不能单独解决 ,国民党方面是否负有遵守国大

及宪草决议的责任 ,应当明白表示”。张君劢、章

伯钧也指出 ,民盟“坚持一贯主张 ,认为宪草问题

应与其他问题一并解决”。此后围绕国民党的三

点修改要求 ,国共双方多次发生争执 ,会议陷入僵

局。为了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 ,使宪草审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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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进行下去 ,在 3 月 15 日政协综合小组和宪草

审议委员会协商小组联席会议中途休息时 ,周恩

来便与张君劢商量对国民党的要求作出一些让

步。据有关资料记载 ,当时“君劢说 :不能让步 ,要

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 :政治是现实的事情 ,走

不通就得设法转圜 ,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经周

恩来说服 ,“张君劢也就活动了”。周、张商量的结

果 ,同意 :1. 国民大会为有形之国民大会 ;2. 政治

协商会议关于宪草修改原则之第六项第二条 ,即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 ,行政院或辞

职 ,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

再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条文取消 ;3. 省宪改为省自

治法 ,并就此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这三点协

议虽然将国民大会从无形恢复为有形 ,取消了立

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和行政院提请解散立法

院权 ,改省宪为省自治法 ,但它并没有改变国会

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原则。张君劢后来在

《中华民国宪法十讲》中 ,就明确指出 ,各党派“同

意放弃了不信任投票之制 ,但并不是放弃了责任

政府之制”。

三点协议达成 ,接下来便是根据宪草修改原

则起草宪法条文。当时有分十个委员会起草之

议。但张君劢认为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宪草有如

一篇文章 ,有如一幅画 ,不能分散来作。若由十个

委员会合作 ,甲会以乙会为不对 ,乙会以丙丁等会

为不对 ,将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于是他便

私下动手草拟了一部宪草。他在起草宪草时坚持

三个要点 ,即 :“(一) 欧美民主政治与三民五权原

则之折衷 ; (二)国民党与共产党利害之协调 ; (三)

其他各党主张之顾到”。宪草拟好后 ,他告诉宪草

审议委员会召集人孙科 ,说他“已草了一部宪草 ,

大家要也好 ,不要也无所谓。谁想就被接受了 ,由

雷秘书长 (震)印出来 ,作为讨论的基础”[5 ] 。

张君劢起草的宪草共 14 章 149 条。宪草审

议委员会和政协综合小组在审议这部宪草时又发

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久也最激烈的是行政院

对立法院负责的问题。根据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

之十二条原则 ,张君劢起草的宪草规定 :“行政院

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对立法院负责”(第 51 条) ;

“立法院对行政院重要政策不赞同时 ,得以决议移

请行政院变更之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移

请其复议 ,复议时 ,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

持原决议 ,行政院院长应予接受或辞职”(第 54

条)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通过之法律案、预算案、

条约案应予执行 ,但行政院如有异议 ,得于该案送

达后十日内具备理由移请立法院复议 ,复议时 ,如

立法院仍维持原案 ,行政院院长应予执行或辞职”

(第 55 条) 。4 月 13 日的讨论会上 ,国民党代表

吴铁城表示 ,国民党要“五五宪草”的总统制 ,反对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而主张行政院应向总统负

责。吴氏的意见立即遭到了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

的坚决反对。

国民党要求取消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条款

没有实现 ,又由王世杰提出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并要求对张君劢所拟的上

述条款作如下修改 :行政院依下列规定 ,对立法院

负责 :1.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

报告之责 ,立法委员在开会时 ,有向行政院院长及

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2. 立法院对于行政

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 ,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

更之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 ,

移请立法院复议 ,复议时 ,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

之二维持原议 ,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

职。3.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

条约案 ,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 ,得经总统之核可 ,

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 ,移请立法院复议 ,

复议时 ,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 ,行

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显而易见 ,王

世杰所提出的修改之条文 ,其目的在于加强总统

的“核可”权 ,使立法院受到限制 ,行政院不能自

立 ,从而失其责任内阁制的基本精神。故此它仍

遭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坚决反对。中共代表李维汉

(代替 1946 年 4 月 8 日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秦邦

宪为中共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 指出 :“王世杰修

改之条文 ,与政协所通过的授予行政院之权责的

原则不符”,声明保留政协所通过该项原则之立

场。据雷震在《制宪述要》中回忆 ,由于中共的坚

决反对 , 王世杰的条文“最后仍未获致协

议”[6 ] (p27) 。

有关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 ,各方的意见也有

分歧。张君劢在起草宪法时 ,根据政协通过的十

二条原则 ,采用宪法保障主义的形式对人民所应

享有的自由权利作了详细规定。然而他在对人民

的自由权利作了详细规定之后 ,又写了这样一条 ,

即“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 ,除为防止妨碍他人

自由 ,避免紧急危难 ,维持社会或增进公共利益所

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这条条文的用

意 ,用雷震的话说 ,“显然是要限制上述各种自由

权的”,不符合宪法保障主义精神。据雷震回忆 ,

在讨论这条内容时 ,国民党代表主张这一条应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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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而抽象 ,以便对人民的自由权利施以各种限制 ,

而非国民党的代表则认为这一条应狭窄而具体。

因此 ,这一条文的文字曾数次变更 ,后来虽然民盟

和青年党的代表同意在狭窄而具体的条件下将这

一条文写入宪草 ,但共产党代表则始终“未予赞

同”。

其他如均田制、省自治地位、民族自治、国民

大会及选举制度等重大问题 ,也因各方“争论不

一”,而被搁置了起来 ,未达成任何协议。所以在

4 月 24 日政协综合小组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

李维汉代表中共声明 ,“鉴于小组本无协议权 ,而

许多重要争论问题又搁置未议 ,加以中共负责代

表因故未能出席 ,而由雷震秘书长整理的条文更

多不忠实 ,甚至任意增减 ,故中共代表团对小组全

部工作及雷震整理的全部条文 ,概采取保留态

度”。国民党代表吴铁城也在那次会议上表示 ,张

君劢起草的宪草 ,对国民党没有任何约束力。

然而 ,到了这年的九、十月间 ,亦即国民党单

方面召开的制宪国大开幕的前夕 ,为了欺骗舆论 ,

诱使中间党派和社会贤达出席国民党单方面召开

的制宪国大 ,蒋介石决定采用这部宪草 ,并派王宠

惠、吴经熊等人对它加以修改 (将张君劢起草的

14 章 149 条修改成 14 章 175 条) 。1946 年 12 月

25 日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这部

由张君劢起草 ,经王宠惠、吴经熊等人修改的《中

华民国宪法》。

二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与

　　“五五宪草”的比较　　　

　　首先 ,从总纲第一条有关国体的规定来看。

“五五宪草”总纲第一条规定 :中华民国国体“为三

民主义共和国”。国民党如此规定的目的 ,是为了

维持其“一党独裁”统治。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

萨孟武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特质》一文中就毫

不讳言地指出 :“五五宪草”的特质之一 ,是“一党

专政”,因为宪草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国

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凡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政

党都不能允许其存在。有了这条规定 ,不仅在宪

政开始之前 ,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 ,即国民党 ;就

是在宪政开始之后 ,“中国仍只有一个政党 ,即是

中国国民党。”[7 ]也正是这一原因 ,“五五宪草”公

布后 ,其总纲第一条受到了人们的激烈批评。批

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规定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

国”,这只能说明“五五宪草”是“一党制度的宪

法”,“是继续党治的宪法”。故此 ,他们坚决要求

将“三民主义”四字从总纲第一条中删去。

政协会议宪法小组在讨论宪草修改的原则

时 ,国体问题曾引起过激烈争论。国民党坚持“五

五宪草”总纲第一条不能改 ,要求以“三民主义”为

中华民国国体 ,而中共、民盟和一些社会贤达则坚

决反对。张君劢就曾指出 :“拿三民主义当为共和

国的形容词 ,而且拿三民主义作为思想的标准 ,将

来法院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四字为舞文弄法的工

具。对于诚心研究三民主义内容的人 ,要一律加

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罪名 ,种种情形在以往二十年

中大家是有目共睹的。”[8 ] 故此 ,他在起草宪法

时 ,遵循“如何使欧美的民主政治与三民主义和五

权宪法的原则相折衷”的指导思想 ,将“五五宪草”

总纲第一条“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

主共和国”。条文中虽然仍保留了“三民主义”四

字 ,但其意思已与“五五宪草”完全不同 ,用张君劢

的话说 ,“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是承认民国

之造成由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 ,至于今后之

民国 ,则主权在于人民 ,故名‘民有、民治、民享之

共和国’”。经此一改 ,也就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

独裁”。

第二 ,就第二章“人民的自由权利”来看。各

国宪法对于人民自由权利的规定 ,主要有两种形

式 :一是采取宪法保障主义 ,二是采取法律限制主

义。所谓宪法保障主义 ,即在宪法中对人民权利

详加规定 ,宪法一旦公布 ,人民即享有宪法中规定

的种种权利。所谓法律限制主义 ,即在宪法中只

规定人民享有权利的范围或原则 ,只有待政府根

据宪法制定出有关法律后 ,人民才能享有有关法

律所规定的一些权利。比较而言 ,宪法保障主义

显然更有利于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保障。因

此 ,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 ,基本上采用的

是宪法保障主义。尽管国民党制宪当局也知道 ,

“为保障人权利起见”,宪法保障主义比法律限制

主义“为佳”[9 ] ,但他们在制定“五五宪草”时 ,采

用的却是法律限制主义 ,有关条文后都写有“非依

法律不得限制”或“停止”的附加条件。

政协会议期间 ,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坚持宪法

应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目的 ,而不应以限制

为目的 ,并特别强调指出 :“‘五五宪草’关于人民

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字样 ,换言之 ,

即是普通法可以限制人民权利 ,这是不妥当的。”

政协宪草小组并就此达成协议 :“凡民主国家人民

应享受之自由及权利 ,均应受宪法之保障 ,不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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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侵犯 ;”“关于人民自由 ,如用法律规定 ,须出

之于保障之精神 ,非以限制为目的。”这就是宪草

修改十二条原则中的第九条第一、二两项内容。

张君劢在起草宪法时 ,则依据这两项原则 ,对人民

的自由权利采取宪法保障主义 ,不附条件。张君

劢特别看重“身体自由”,认为它是人民最基本的

自由权利。为了使人民的身体自由得到保障 ,他

从正反两个方面假定情况 ,予以规定。在条列了

人民所应享有的人身、居住、迁徙、言论、讲学、著

作、出版、通讯、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权 ,以及生

产、生存、工作、诉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考

服公职等权利后 ,他又规定 :“以上各条列举之自

由权利 ,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 ,避免紧急危难 ,

维持社会秩序 ,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

以法律限制之。”(第 23 条) 。这条虽不完全符合

宪法保障主义精神 ,因此在宪法讨论会上 ,中共代

表不赞成将它写进宪法 ,但它和“五五宪草”所采

用的法律限制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第三 ,从中央政制来看。政协通过的宪草修

改十二条原则在中央政体上采纳的是责任内阁

制。后来政协综合小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协商小

组联席会议达成的三点协议 ,虽然取消了立法院

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和行政院解散立法院权 ,

但它并没有改变责任内阁制原则。张君劢根据这

一原则 ,起草了有关条文。如前所述 ,在宪草审议

委员会和政协综合小组审议这些条文时 ,国民党

代表吴铁城、王世杰先后提出修改要求 ,但遭到共

产党和民盟代表的坚决反对。后来王宠惠、吴经

熊遵照蒋介石的意旨对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进

行修改时 ,偷偷摸摸地将王世杰的修改要求写进

了宪法。而王世杰修改要求的实质 ,在于加强总

统的“核可权”,使立法院受到限制 ,行政院不能自

立 ,从而失其责任内阁制的基本精神。因此 ,经王

宠惠、吴经熊修改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形式上采

用的是责任内阁制 ,但实际上确立的则是一种既

非总统制 ,又非内阁责任制的中央政体 ,用张君劢

的话说 ,是“英 (责任内阁制)美 (总统制)混合制”。

孙科称它为“一种修正的总统制”。

经王宠惠、吴经熊的修改 ,1946 年《中华民国

宪法》虽然违背了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 ,确立

的中央政体不是责任内阁制 ,而是“英美混合制”

或“修正的总统制”,但这种“英美混合制”或“修正

的总统制”与“五五宪草”确立的总统独裁制还是

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华民国宪

法》中的总统权力要比“五五宪草”中的总统权力

小得多。在《中华民国宪法》中 ,总统虽有高级官

吏 (如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三院正副院长、司法

院大法官和考试院委员)的提名权 ,但上述提名须

分别经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 ;总统虽有“核可权”,

但行政院并不对他负责 ,而是对立法院负责。而

在“五五宪草”中 ,总统有不需立法院或监察院同

意、独立任命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三院正、副院

长之权 ;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委员长均对总统个人负责。因此 ,那种

认为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与“五五宪草”一样 ,

“规定总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不受任何约

束 ,又不向任何机关负责”一类的观点 ,与事实不

符。

第四 ,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来看。中央

与地方的权限有三种划分形式 :一是中央集权主

义 ,二是地方分权主义 ,三是中央与地方均权主

义。集权主义易形成中央的专制独裁 ,分权主义

易造成地方的分裂跋扈 ,均权主义介于二者之间 ,

不易出现上述两种弊端。因此 ,欧美一些资产阶

级民主国家 ,尤其是联邦制国家 ,对中央与地方权

限的划分大多采用均权主义。均权主义也是国民

党先总理孙中山的一贯主张。1924 年他手订的

《建国大纲》第 17 条规定 :“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

权制度 ,凡事物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 ,划归中央 ;

有因地制宜之性者 ,划归地方 ,不偏于中央集权或

地方分权。”然而口口声声要遵照先总理遗教来制

定宪法的国民党人 ,恰恰在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

分上违背了其先总理的遗教 ,“五五宪草”采取的

是中央集权主义 ,没有给省规定任何权力 ,连财政

权也集中在中央 ,省预算成为中央预算的一部分。

“五五宪草”在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上所采

取的中央集权主义 ,在政协会上受到了共产党、民

盟和一些社会贤达的批评 ,他们要求未来的宪法

在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上采取均权主义。这一

要求后来写进了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十二条原

则。第八条第二项规定 :“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

照均权主义规定。”张君劢在起草宪法时 ,依照这

一修改原则 ,列了“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一章 (第十

章) ,并对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范围作了明确的

列举规定。其中规定 ,由中央立法并执行的 13

项 ;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或交由省县执行的 20

项 ;由省立法并执行之 ,或交由县执行的 12 项 ;由

县立法并执行的 11 项。除以上这些列举的事项

外 ,张君劢在草案中还规定 :“如有未列举事项发

生时 ,其事物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 ,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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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 ,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

遇有争议时 ,由立法院解决之。”

第五 ,从国民大会的职权来看。“五五宪草”

第 32 条规定 ,国民大会有选举和罢免正副总统、

正副立法院长和监察院长、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

权 ,创制和复决法律权 ,修改宪法权。上述国民大

会的职权 ,照《五五宪草说明书》所称 ,是根据孙中

山的《建国大纲》第 24 条赋予的。《建国大纲》第

24 条规定 :“宪法颁布之后 ,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

民大会行使之 ,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有选举

权 ,有罢免权 ,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 ,有复决

议。”换言之 ,即拟以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所谓

“直接民权”。孙中山拟以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

所谓“直接民权”的目的 ,是想在实行代议制的同

时 ,兼采直接民主制来补救代议制的缺点 ,从而使

人民能够真正“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反映了

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希望人民当家做主、管理

国家的政治取向。然而 ,孙中山设计由国民大会

来代表人民行使“直接民权”,这在理论上是说不

通的 ,因为所谓“直接民权”,顾名思义 ,就是由人

民来直接行使 ,而不是由少数人民代表来行使 ,否

则 ,就失去了“直接”意义 ,仍为“间接民权”。

在中央与地方权限等重大问题上根本违背了

孙中山遗教的国民党人 ,为什么要在国民大会的

职权上坚持孙中山的这一在理论上说不通的“直

接民权”理论 ,赋予国民大会选举、罢免、创制、复

决等四权呢 ? 其原因就在于 :在“五五宪草”的体

系中 ,赋予国民大会四权 ,有利于国民党对政权的

垄断。因为 :第一 ,国民党既以国民大会为民意机

关 ,可以创制法律和复决法律 ,而同时又在“五五

宪草”中规定 ,立法院为中央行使立法权的最高机

关 ,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宣战案、条约案等权

力。从“五五宪草”的上述设计来看 ,作为民意机

关的国民大会 ,只能创制立法原则和复决立法院

通过的法律之权 ,而不能具体立法 ,具体立法权在

立法院。这样不仅造成立法程序的架床叠屋 ,同

时也使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大会缺少经由具体立

法来控制政府的手段。如议决预算案 ,这是民主

政治体制下民意机关控制政府的最重要工具 ,因

为预算案必须一年通过一次 ,若民意机关不能从

预算案来控制政府的活动 ,那么 ,所谓政府向民意

机关负责 ,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 ,国民大会虽拥

有四权 ,但按“五五宪草”规定 ,它每三年才召开一

次 ,会期一个月 ,又没有常设机关在闭会期间代行

职权 ,其人数又多达三千人以上。在这样短的会

期中 ,以这样多的人数 ,它如何能行使四权 ,监督

政府 ? 其结果只能是形同虚设 ,便于国民党的一

党独裁。故此 ,早年作为蒋介石心腹干将参与制

宪工作 ,50 年代后又从国民党营垒中分离出来 ,

成为蒋介石政治对手的雷震 ,在《制宪述要》中评

价“五五宪草”的这一设计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

“《五五宪草》上所规定的国民大会的权力 ,在表面

上看来似乎很大很大 ,而实际上什么作用都不能

发生。其结果所致 ,所谓五权必将变为一权 ,即总

统之权变为万能罢了。”

也正由于上述原因 ,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

宪法》,只规定国民大会有“一 ,选举总统副总统 ;

二 ,罢免总统副总统 ;三 ,宪法修改之创议 ;四 ,复决

立法院所提宪法之修正案”的职权。在讨论张氏起

草的宪草时 ,国民党仍要求国民大会拥有广泛的创

制权和复决权 ,而共产党和民盟则坚决反对。最后

国民党代表吴铁城提出一个折衷方案 ,即关于创制

和复决两权的行使 ,除宪法规定的三、四两项外 ,俟

全国的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

时 ,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施之。后来王宠惠、

吴经熊遵旨修改宪草时 ,将吴氏提出的上述折衷方

案写进了宪法。尽管如此 ,1946 年《中华民国宪

法》中的国民大会职权至少比之“五五宪草”中的国

民大会职权要小得多 ,这样也就不利于国民党利用

大而无用的国民大会来垄断国家政权。

正由于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与国民

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存在着上述几方面的不

同 ,因此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制宪国大对它进行

审议时 ,遭到了国民党内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

蒋介石本来对这部宪法中的不少条文 ,特别是对

总统权力的限制也非常不满 ,但迫于各方面的压

力 ,尤其是政协会后国内要求国民党实行政治改

革呼声的压力 ,他未有敢叫王宠惠、吴经熊将这些

不满意的条文全部修改或删除 ,最后还让国民大

会通过了这部宪法。但他同时又声明 ,下届国大

可以对这部宪法中“不妥的地方”进行修改 ,“使之

符合我们的理想”。如果像研究者认为的那样 ,

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是“‘五五宪草’的翻版”,

那为什么国民党内保守派要反对它 ,蒋介石又要

对它进行修改呢 ?

当然 ,正如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

十讲》中指出的 ,有了一部带有民主性质或色彩的

(下转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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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迁移并活跃于浙西南、赣东南及闽西北地区 ,

迁入大西南一带也有少数 ,在抗战的文化舞台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迁移人口中还包括流亡的政府工作人员、军

警、医生、僧道、家庭妇女、无业者等。政府工作人

员、军警大多是随机关转移而迁移 ,其他人员则多

数是为了逃难。他们当中家庭妇女与无业者所占

比例极高 ,如表六中达35. 91 % ,其中大部分是家

属 ,这也说明迁移过程中家庭户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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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7 页) 宪法 ,并不一定就有了民主政治 ,

关键是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实行宪法的诚意。如我

们所指出的 ,蒋介石是迫于各方压力才同意通过

这部宪法的 ,因此 ,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实行它。

宪法公布不久 ,国民党即先后制定和通过了《维持

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动员令》和《动员戡乱

时期临时条款》,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种种自由权

利剥夺殆尽 ,同时赋予总统 ,亦即蒋介石本人以不

受立法机关限制的紧急处置权 ,从而使宪法所确

立的“英美混合制”成了“总统独裁制”,其权力比

之“五五宪草”中的总统权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 ,1946 年《中华民国

宪法》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民主 ,中国仍然

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收稿日期】　2002 —05 —22

【作者简介】　郑大华 (1956 — ) ,男 ,湖南永顺人 ,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湖南省“芙蓉

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研

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 　公 　羽】

参考文献 :
[ 1 ]张晋藩 ,曾宪文. 中国宪法史略[ M ]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79.

[ 2 ]陈瑞云. 现代中国政府[ M ]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3 ]梁漱溟.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 A ] . 梁漱溟全集 :第 6 卷

[ M ]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4 ]梁漱溟.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 A ] . 梁漱溟全集 :第 7 卷

[ M ]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5 ]张君劢. 中国新宪法起草经过[J ] . 再生周刊 ,204.

[ 6 ]雷震. 雷震全集 :第 23 卷[ M ] . 台北 :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

1989.

[ 7 ]萨孟武.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特质 [J ] . 东方杂志 ,第 33 卷 ,

(12) .

[ 8 ]张君劢. 新宪法施行及培植之关键[J ] . 再生周刊 ,184.

[ 9 ]吴经熊.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特点 [J ] . 东方杂志 ,第 33 卷 ,

(13) .

·02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