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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博文谈到一个基本的公式： 
 

国家=人民＋领土＋政府 

 
（注：此处的政府，应该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总和，并非单指行

政机关。） 
 

即国家是人、物、主权三者的集合。所以，所谓“国家”的概念是要大于“政府”的

概念的，“政府”归属于“国家”，政府仅仅是国家的三个组成要素之一，“政府”不

等于“国家”。 

 

另外，结合英文单词 country、nation、state、government 可以更好的理解、区

分相关概念的区别： 
 

Country：有“国家”的含义，主要侧重于人口、疆土，整体性较强，最接近于上述

第一个公式中的“国家”的含义，例句：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one of the longest histories in the world.中国是世界上历史

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Nation：也有“国家”的含义，主要侧重于人民、民族，例句： 

 
The basic task of the nation is to concentrate its effort 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long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4658.html


State：也有“国家”的含义，但主要侧重于国家政权、国家机构，接近于第一个公

式中的“政府”概念，即广义的政府，所有国家机构的总和，例句： 

 

The state respects and protects human rights.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Government：主要含义是“政府”，狭义的政府，也就是专指行政机构，例句： 

 
The State Council, that is,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highest organ of state power; it is the 

highest organ of state administratio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注：以上英汉对照例句来自于商务部网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从这些中英翻译对照中也可以看出，《宪法》中多处出现的“国家”一词并不是同

一个含义，有时候是指作为整体中国意义的“国家 country”，有时候是专指国家政

权机构的“国家 state”，有时候其实是指整体中国人民“国家 nation”。但是，在中

文的表达中，却看出这种区别，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会导致很多混淆

甚至是重大误解的情况。尤其是很多普通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儿“国家”，

到底是什么？许多时候竟然是糊涂的，可见这是一件应该引起极端重视的大事。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具体结合分析现行《宪法》条文，可以看到“国家”和“政府”

混淆的情况非常多的，大体可以区分为如下四类： 
 

一、应该用“我国”代替“国家”的。 

 
《宪法》中有些条文，其实只是一种概括性的制度、政策陈述，并不是一定要用

主语实施某种行为的主谓语法结构，这些条文中的“国家”，用“我国”代替最佳，

如： 
 
第六条第二款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应该是不设主语的，去掉“国家”二字，如：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

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三、将“祖国”改为“国家”。一般讲“祖国”，必然是跟种族、血统、出生地相联系

的概念。很明显，拥有中国国籍是中国公民的，并不必然是拥有中华民族血统的

人，这种情况下，中国并不必然是他的“祖国”。所以，为了和“公民”概念相对应，

应该应该用“国家”代替“祖国”。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

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四、最重要的一种情况，是应该用“政府”代替“国家”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

是广义的政府，是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总和。 
 

以下这些条文中的“国家”，作为主语，都是要实施某种行为，自然应该由政权机

关意义的“国家 state”完成，不可能是整体意义的、复合体的“国家 country”，最

佳中文用词应该是“政府”。 

 

序言第 11段最后一句：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

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五条第二款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

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第三款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
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九条第二款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第二款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
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一条第二款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

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句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

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

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

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

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

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

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

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

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

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三条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

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第二十八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

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

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十六条第三款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
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

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

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

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十四条第二句 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

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



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

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

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
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

人。 
 
后记： 
 

一、这些调整，有一些矛盾无法解决，就是广义的政府 state 和现有的条文中的

狭义的政府 government 不好区分，不过现有的条文中的政府都是“人民政府”连

用的，也算是标志了。当然，最佳的处理方法是对整个《宪法》做调整，第三章

的标题“国家机构”改为“政府机构”最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广义的政府 state 的一部

分。 
 

二、有部分行为，其实是广义政府 state中的行政、立法、司法某一机关完成的，

上述调整，仍然是有欠缺，没有完全区分清楚。 
 

三、或许有朋友会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区分意义不大，其实不然，这里牵扯到



中国的现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的概念和内涵的准确性表述问题，甚至是名实是

否相符的问题，关系到 14亿中国人的福祉，我会在下一篇博文里面谈到，绝对

是中国第一重要的问题。 
 
来源：博客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