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王 平 李 贞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责编责编：：王王 平平 李李 贞 邮箱贞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onionliu@hotmail.com

2018年3月13日 星期二20182018年年33月月1313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0808

维护宪法 捍卫宪法尊严

行者致远：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提升到更高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平稳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
护航。

天道酬勤：宪法修改是时代大势所趋，国家事业需
要。赞！

一条大河：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好！依法治国有了
坚强的保障，人民的福音！

聂氏家风：宪法，国法总章程！适时修改，迎新时
代，大踏步走向民族复兴。

人民Y1IDK：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
监督工作，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晴天：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是时代之幸，是时代潮流和
人民需要的必然选择！

泉水：维护宪法权威，认真学习宪法、贯彻宪法、落
实宪法，建设平等、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

天天开心：宪法把坚持党的领导上升到国家根本制度
层面，让党的领导能够更加有效地落实到国家事务的各个
方面，是国家之幸。

努力向前：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更
好发挥宪法治国安邦总章程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就一定能越走越宽广。

小楼春秋：接下来，全社会一定会形成人人敬畏宪
法、人人遵守宪法、人人捍卫宪法的好局面。

半坡羊：见证历史上的重要瞬间，为民族复兴提供有
力宪法保障！

云中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
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表述被写进了宪法，
显示了国家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立场，一定
会让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越来越好。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与时俱进地体现
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有
机统一，就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
根本法的形式给出了答案。

敬畏宪法，任何
政党、组织、个人都
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

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
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
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代表委员表
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
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
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
准则，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
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
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捍卫宪法尊严、全面依法治国，
在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北京市社科
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代表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打虎拍蝇”，一些身居高位
的腐败分子受到严厉惩处，从一个方面
证明，在法治中国，没有特殊公民，任
何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凌
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

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
代表委员表示，宪法宣誓是树立宪法权
威的重要形式。公职人员，不论级别有
多高，都要在宪法面前宣誓，这体现了
宪法权威，体现了宪法是最高的法律规
范。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文敏委
员认为，此次宪法修改，将“国家工作
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
宪法宣誓”正式写入宪法，这是维护宪
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的重要举措和制
度安排，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
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履行宪法使
命，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民进重庆市委副主委别必亮代表表
示：“要赋予宪法宣誓过程强烈的仪式
感。通过宣誓，彰显宪法的庄严性，养
成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起到引领示
范的作用，实现全社会对于宪法的衷心
拥护和自觉践行。”

“领导干部往往是立法、执法、司
法等重要环节的责任人，是‘关键少
数’，确保领导干部依法履职，宪法权
威才能树立。如果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以上率下，坚决维护宪法权威，实现依
宪 治 国 、 建 设 法 治 中 国 便 能 水 到 渠
成。”马一德说。

违宪必究，对违
反宪法规定的行为必
须依法惩处

“遵守宪法绝不是一句空话。领导

干部要对人民负责，对宪法负责，珍惜
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实施宪法法律，
严格遵守宪法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
不可触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的观念，
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
法、徇私枉法。”河北省唐山市民政事
业中心党支部书记杨震生代表说。

“宪法是根本法，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在制定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
释的过程中，必须绷紧宪法这根弦。一
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准绳，不得
与宪法的规定、宪法的原则、宪法的精
神相违背，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依
法立法。凡是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
条文都是无效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平委员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黄海龙代表建议，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
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
轨道，制定法律法规、出台规范性文
件、作出重大决策，都应当防止随意
性，注重合宪性。违宪必究，就要加强
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对于可能出现的违
宪行为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发现、及时监
督、及时纠正。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
宪法监督机制，把国家机关的全部活动
纳入宪法监督体系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大量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发
现了一些与宪法法律精神不相符的规
定，及时予以纠正，从根源上避免了违
宪行为的出现，对维护宪法权威有重大
意义。下一步，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让‘红头文
件’的制定更加规范、有序，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和谐。”李保
平说。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谢春涛表
示，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
总纲，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
了根本制度保障，这是对党和国家长期
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国家和人民
真正负责任的表现，对于确保党领导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遇到攻击党的领
导地位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可以直接
定性为‘违宪’。这对于增强公众对错
误言行的鉴别力很有现实针对性。”

谢文敏建议，“加强对组织和公民
行为的合宪性审查，才能更好地保证宪
法在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转中发挥总章
程、总遵循的作用。同时，还要不断丰
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将宪法修改的程序、原则，宪法实施、
执行的具体要求、监督形式等内容，以
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更好地加强宪法
监督，保证宪法实施，真正让宪法发挥
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人民根本
利益、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作用。”

维护宪法，为全
面依法治国提供强大
的推动力

“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和集中体现。维护宪法，就是维护党和
人民的共同意志，要把是否遵守宪法作

为衡量公民是否遵纪守法最首要的标
准。”福建省福州佳好佳清洁服务有限
公司项目班长侯艳梅代表说。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必须有
效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
节、各个方面，使每一位公民在维护宪
法、捍卫宪法尊严、自觉践行宪法的道
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李保平说。

“维护宪法权威要落实到依法治国
的全过程。”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厅
长邓小刚代表表示，把近年来党和人民
在实践中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上
升为宪法规定，有利于更好地体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适应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也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宪法、拥护宪
法、维护宪法。

在杨震生看来，各级领导干部必须
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不断提高各项工

作的法治化水平。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履
行宪法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才能在全
社会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才能弘扬法治
精神，让宪法法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
同遵循的行为规范。

“在我们国家，权利和义务是相统
一的。遵守宪法是公民的义务，保护公
民权利是宪法的精神。要高度重视公民
权利的保护，让公民权利受到切实尊重
和保障。只有公民权利受到宪法的维
护，才能使全体公民感受到宪法的伟
力、宪法的温度、宪法的价值，从而更
加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更加自
觉地履行宪法义务，为全面依法治国提
供强大的推动力。”马一德说。

（本报记者徐隽、贺勇、庞革平、
杨迅、蒋云龙、范昊天、张晔、郑海
鸥、张文、齐志明、史自强、邵玉姿、
禹丽敏、龚相娟、闫旭）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
正案。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体
现了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时代主题，有利于党的主张、国
家意志、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
体现了宪法与时俱进的精神，获
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宪法权威和宪法尊严在宪法修改
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维护和增强。

宪法的科学规范，是维护宪
法权威和捍卫宪法尊严的前提。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治国理政
的总章程。规范的科学性对于国
家和公民至关重要，是宪法有效
运行的前提，也是宪法在国家政
治生活和公民生活中发挥作用的
前提。本次修宪体现了党的十九
大精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作为
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筑牢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
础。同时，根据党的十九大精
神，把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写入宪法，
夯实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通过修
宪，我国宪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进一步提升，为维护宪法权威和
捍卫宪法尊严奠定了前提。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宪法的
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捍卫宪法尊严，我们党
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让
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公民生活
中发挥实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
须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同时，要加强宪法监督制度
建设，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和备案审查体制机制，把国家
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维护宪法尊严，就是要保
证宪法在法定轨道上执行、使用和遵守。宪法修改，及时
体现党的政策主张，反映人民期盼，让宪法保持旺盛生命
力，也是维护宪法尊严的生动体现。已经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定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里程碑。

（作者为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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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与会的全国人
大代表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报以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北京市卢沟桥乡司法所所长王进忠 （左一） 在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瓦窑
村党史馆向群众介绍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