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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 心 声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经济ke】“灵魂砍价手”亲

述：为什么要再降4分钱？》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经济经济keke】“】“灵魂砍价手灵魂砍价手””亲亲

述述：：为什么要再降为什么要再降44分钱分钱？？》》

网友“b l z k”

真心希望更多的药品能通过这种谈判被纳入医保，为老百
姓带来更多实惠。

网友“光志”

谈判专家的背后，是万千需要救命药的老百姓。这样一分
一厘地争取，都是为了让更多百姓受益。

网友“布比”

透明的招标流程，优惠的药品价格，这背后需要工作人员
做大量的调研工作，对药品的质量、效用、成本充分了解，才
能在谈判时取得最好的结果。

网友“北洛”

看上去药价低了，但是药企实际不亏，这是用市场换价
格。打开中国14亿人口的市场，这个药企很会做生意。这场谈
判对国家、患者、药企来说，都是受益的好事。

网友“迈克”

谈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我要毫不犹豫地点个赞。

网友“华天”

哪怕降一分钱，乘以巨大的人口数量，节省的数额也很巨大。

关注国家宪法关注国家宪法日日 争做守法好公民争做守法好公民
叶 子 陈 铭 任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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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拥有40名文物修复师，下设环境监测研
究所、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器物修复研究所、金属器物修复研
究所、书画文献修复研究所、油画修复研究所。文保院积极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主
要负责文物的保护、修复和复制工作，延续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和科学价值。

▲12 月 3 日，文物修复师李郑 （左四） 在讲解传统书
画装裱。

▶12月3日，一名修复师在修复西藏博物馆藏罗汉拓片。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在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坐落
着一幢小楼。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从北
京来到这里。他说：“治国，须有一
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
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
大事。”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是起
草新中国宪法。就是在这里，毛泽
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度
过了 77 个日夜，起草了宪法草案初
稿，史称“西湖稿”，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
重要基础。

66 年过去了，这幢小楼如今成
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在
这里学习宪法知识、了解共和国的
历史并在国旗前庄严宣誓。陈列馆
成了开展宪法宣传教育的重要阵
地，也成了展示社会主义宪法和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窗口。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
仪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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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曾在陈列馆里
看到这样一组数据：1954 年 6 月 14
日宪法草案正式公布后，经过了2个
多月的讨论，全国各界共有1.5亿人
参加了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共提
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约占全国
人口四分之一的公民参与宪法制定，这在世界
制宪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随后的 1954 年 9 月，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票通过。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从制定和
修改宪法，到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逐步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全面依法治
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中国现行宪
法，于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后来，“八二
宪法”又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2018年5次修订，始终与社会发展的节奏保
持统一脉动。这充分说明，“立善法于天下，则
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宪法规定了国家最根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组织
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必
须看到，宪法是国家的法，也是每个人的法。

每个人，从出生这一刻起，宪法便开始保护
你我。此后的接受教育、劳动就业、进入婚姻、
退休养老、纳税、服兵役……都与宪法有关。是
宪法，规定了公民自出生到老去跨越一生的权利
和义务，因此被称作是确认公民权利的“宝
典”。长期教授宪法学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
博说：宪法就像大气层，人人都生活在里面。正
因如此，宪法的普及显得愈发重要。

今年国家宪法日，两千多万中小学生参加
了“宪法晨读”活动，全国 2300 个车站、2500
列高铁上播放了宪法宣传片，移动、联通、电
信等运营商还向全国 10亿多手机用户推送了宪
法宣传公益短信……“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多种形式开展宪法
学习宣传教育，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是实施
宪法的重要基础。

看到一位网友分享说，学
习宪法，对国家、对历史也多
一些了解，知道自己的来路，
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确实，
宪法，是立国安邦的大事，也
是每位公民的必修课。而正是
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
仰，才造就了法律的无上权威。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 6 个国家宪法日，中宣部、司法
部和全国普法办从 12月 1日至 7日在全国开展了“宪法
宣传周”活动。一周以来，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引
发了广大网友的热切关注。

截至 12 月 5 日 8 时，微博话题“国家宪法日”阅读
量已达到4亿，讨论次数超过20万。网友们不仅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还加入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
法的宣传教育中，正如微博网友“猪猪小兔子”做出的
承诺：“宪法铭记于心，做一个知法懂法不犯法的公民。”

宪法宣传“活”起来

12月 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安排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发布
会”的图文直播。据了解，今年“宪法宣传周”采用了
主场活动加分设主题日的形式，从 12月 1日至 7日，分
别由不同的中央国家机关牵头负责，安排了宪法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
络七个主题日。

网友纷纷为如此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安排点赞。微信
用户“余谏” 留言，“宣传形式为群众所喜，宣传内容为
群众所需，提法很好！” 微信用户“高士”说，“活动举
办得好，掀起了全民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高潮。”

七个主题日相应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展开，网
络媒体和网友给予了高度关注。

如围绕“宪法进企业”主题，多地相关部门结合企
业的法治文化建设情况，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12月 4
日，四川新闻网发布了《全国工会“宪法进企业”主题
日活动暨“宪法宣传周”四川启动仪式举行》 的报道。
文中呼吁将普法宣传活动与法律服务行动结合，要在教
会职工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法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网友“偏冬”评论道，“方案很棒，普及面很广，更
为公司开展‘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提供了新点子、新
思路，点赞！”

“宪法进农村”活动在多地举行。12月4日，人民网
发表了《新疆若羌县开展“宪法进农村”宣传活动》，新
疆若羌县各“访惠聚”工作队充分利用周一升旗、入户
走访、农牧民夜校等方式，积极组织各族人民开展以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主题的送法进农村活动。

“宪法进校园”活动也开展得热闹非凡。12月 4日，
新华网图片频道刊发了题为《合肥：宪法日活动进校园》
的图片报道。当日是国家宪法日，安徽省合肥市翡翠学校
举办主题宣讲活动，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宪法知识，对学生
开展法治教育，帮助孩子们了解宪法知识。网友纷纷点赞
这组图片，并表示“从小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可以帮助
他们在今后的道路上，走得直又走得远。”

宪法条文“落”下来

在微博上，“一起读宪法”“法治中国建设有我”
等话题阅读量位居高位，在热切关注和积极参与相关

活动的过程中，不少网友明白了，宪法对于我们为何如
此重要。

“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让宪法更加深
入人心》一文中写道：“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
权威、法律效力。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
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
实现。”

网友“陈陈”留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
最高的法律效力。咱们老百姓指望宪法，遵守宪法。”网
友“柳春荣”的评论不仅点出了宪法的地位，还涉及了
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要坚持宪法根本法的地位，为
依法治国打好基础。”网友“宋越”留言说：“应宣传好
宪法的地位、作用和主要内容。”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定海
神针，同时，宪法与普通百姓又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此
次国家宪法日的宣传活动，网友们进一步了解到宪法就
像空气，与你我息息相关。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于12月4日发布了一条微博，
以九张图形式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在上学上班、结婚生
子、买房安家到退休养老的人生中，宪法赋予我们的权
利和规定的义务。举个例子，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宪
法便开始保护我们了。《宪法》 第二章第三十三条中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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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微博用户“安室结绿”评论道：“做法律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网友“努力为明天爱旅
行”也发出了自己的衷心期盼：“遵纪守法，希望人人都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此外，通过歌曲、公益短片、微视频等形式，宪法
精神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学习强国”客户端上发布了 《国家宪法日·阳光
的远方》 歌曲专辑，精选了 6 首歌曲。其中 《宪法伴
我们成长》 歌词中写道：“聆听宪法雄壮的声响/我们
自立/我们自强/是她伴随我们成长/生活中再多的磨
炼/社会里再多的挑战/别怕/乘着宪法的翅膀/我们一
同飞翔。”

网友“陈北 leslie”被真挚的歌曲打动，感慨万千：
“《宪法伴我们成长》听得人心潮澎湃。宪法支撑着我

们的日常生活，保障着我们的基本权利，陪伴着我们出
生、成长和老去。我们要爱它，运用它，保护它。”

宪法精神“传”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宪法条例
为内容的一句话海报既醒目又时尚，在朋友圈热传。国
家宪法日的宣传方式与时俱进，趋向多样化、创新化，
被越来越多人所认可，让人们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

对于宪法，网友“高冷大橙儿”说出了自己的心
路历程：“以前我对法律毫不关心，认为宪法是很虚很
空的一件事。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时，周围了解的人
还不多。但是现在到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活动形式丰
富了，也有趣了，如法治漫画宣传、宪法知识竞赛、
还有一些趣味游戏。我们普通人不仅了解了宪法，而
且愿意参加到相关的活动之中去。宪法真正走进了我
们的生活。”

中国人大网发布的 《尊崇宪法：正化为行动自觉》
一文指出，每到国家宪法日，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通过
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来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
让宪法更加深入人心。“应该说，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对
于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的意识，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
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12月4日，新华社客户端
上发表的《弘扬宪法精神 完善国家治理——写在第六个
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一文，浏览量高达43万。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加强宪法法治教
育的重点人群。我国现在大中小学的在校生达到2.7亿，
加强青少年的宪法法治教育，责任重大，也至关重要。
12月 4日，教育部新闻办在“微言教育”公众号上发文

《第六个国家宪法日，2000 多万中小学生参加教育系统
宪法晨读活动》。这场由教育部组织开展的活动，有
2000多万中小学生通过网络连接与主会场同步参加。

网友“三个趣多多”评论道，“少年强则国强。青少
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今天，在少年的心中撒下热爱
宪法、维护宪法的正义种子；明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将
盛开公平公正、秩序井然的法治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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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人民法院组成宣传队，深入农村院坝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图为在罗城
镇藏溪村，宣传队跨过小溪坝，给村民送去宪法宣传。 邓龙华摄 （人民图片）

12月3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人民法院组成宣传队，深入农村院坝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图为在罗城
镇藏溪村，宣传队跨过小溪坝，给村民送去宪法宣传。 邓龙华摄 （人民图片）

12 月 4 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裔家村
的宪法主题馆，工作人员给学生们讲解宪法知识。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