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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必须随着
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
才具有持久生命力。

准确把握我国宪法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适应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需要，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目的是通过修改使我国宪
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 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势， 更好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刻领会宪法
修改的时代必然、实践必要、法治必需。

宪法必须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这是我
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条基本规律。从1954年我
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至今， 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
完善过程中。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分别进行了4次修改。这4次
修改， 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的发展成果，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力推
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表明，我国宪法是随
着时代进步、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人民创造的成就和经验， 以更好
发挥宪法的规范、 引领、 推动、 保障作用， 是实践发展的
必然要求。 自2004年修改宪法至今， 已经过去10多年了 ，
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
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
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确定了新的奋斗
目标，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引领意义。根据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把
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为的是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

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 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大举措。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
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把党的十九
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
有利于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
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我国宪法应该坚持与
时俱进， 更好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为国家各项事业、各
方面工作的活动准则。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载1月22日《人民日报》）

� � � �“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 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
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大举措。”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19日发布
的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 在社会各
界引起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

“公报凝聚共识，顺应时代要求和人
民意愿。”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
法实施，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

“党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
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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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婷婷认真学习着二中全会公报。党中央
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令这位荣获过“全国办案标兵”的

法官倍感振奋：“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对宪法
修改的高度重视， 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的重大举措。作为人民法官，我们要对审理
的每个案件都全心投入， 对每位当事人都
倾情相待，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报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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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着我们党十分重视宪法
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
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 宪法修改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通过宪
法修改， 可以使全社会更加高度重视宪
法的权威、实施与监督，使宪法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
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通过确定国家
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等重大举措，
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 传递着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人民
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
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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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梦提供有
力宪法保障。”

立良法，离不开与时俱进。历史不断
前行，法治建设只有跟上实践的脚步，才
能发挥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辽宁省抚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
韬19日晚一边收看新闻， 一边结合公报
精神认真做笔记。 谈及宪法修改， 他认
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当
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更
好地发挥宪法作用， 需要对宪法作出适
当修改， 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
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
升为宪法规定。”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王运华说，“作为一线法律工作者，更
要以宪法为遵循和准绳， 维护党和人民
的共同意志， 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努
力奋进。”

“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响
广泛而深远”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公报对这次修宪提出了必须贯彻的
原则。

19日下午，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

授马治国和学生们一直守候在电脑前，
以便第一时间了解公报精神。“宪法修改
关系着国家、 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法治道
路的未来方向，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
首要原则。”马治国说，“只有把坚持党的
领导贯穿于宪法的制定、 修改和实施全
过程，才能确保国家性质不变色、法治道
路有方向。”

湖北省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说：“坚
持依宪执政和坚持党的领导， 是有机统
一的。特别是在基层开展工作时，要增强
宪法观念。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要依
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推进各
项决策的法制化、民主化、制度化、规范
化，确保各项工作能够经受法律、实践和
时间的检验。”

千里之外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近年来正着力推进“一门式改革”，用信
息技术把“弹性”的权力转化为标准化的
审批服务，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可。

“宪法不断完善、 与时俱进， 既坚
定了基层改革发展的信心， 更为各行业
加快推进改革提供宪法依据。” 禅城区
委书记刘东豪信心满怀， “禅城区将继
续推动‘数字政府’ 建设， 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更加鲜
活的基层经验，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 结出
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各地干部群众热议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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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现场进行滑雪表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尹兴邦）“健康童年，滑雪为伴”，
2018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湖南
长沙分会场今天在三只熊冰雪王国启
动，数百名小朋友走进室内雪场，与冰雪
运动做亲密接触。

本次湖南长沙分会场活动是与全国
21个省市、自治区的55家滑雪场一起联
动举行，以“体验、快乐、探索”为主题，旨
在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少年儿童冰雪活
动，激发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的兴趣。本次
湖南分会场活动由国际滑雪联合会、国
家体育总局主办，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滑雪协会承办，湖南省
体育局、长沙市体育局、三只熊冰雪王国
协办。

启动现场进行了“滑雪何必去北国，
雪上飞舞到湖湘”的主题滑雪表演和“冰
雪奇缘”冰雕展，并开展了雪圈接力赛、
人体保龄球、家庭亲子赛、滑雪教学、儿
童体质检测等一系列特色鲜明、 孩子与
家长共同参与的冰雪运动， 现场充满了
孩子们的欢歌笑语。 长沙市体育局群体
处处长殷建军介绍， 第四届全国大众冰
雪季暨湖南省群众冰雪运动系列活动去

年12月份启动，“世界雪日” 活动是其中
一环，希望通过近距离接触，在小朋友心
中埋下冰雪运动的“种子”。

启动仪式后， 湖南省首届冰雪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召开， 省体育局群体处负
责人、 冰雪体育产业专家以及企业代表
就如何推动我省冰雪运动及产业发展进
行了探讨和交流。

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湖南分会场启动

数百小朋友感受“冰雪奇缘”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在21日结
束的日本藏王女子跳台滑雪比赛中， 中
国女运动员常馨月名列第16， 以总排名
第35名的成绩获得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最
后一张入场券， 成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
上第一次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

根 据 平 昌 冬 奥 会 参 赛 规 定 ，
2016-2017和2017-2018两个赛季的夏
季跳台和冬季跳台世界杯总积分男子前
65名、 女子前35名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
冬奥会。

截止到2017年9月的夏季跳台世界杯
俄罗斯站， 我国选手李雪尧参加了36站
世界杯中的14站， 获得积分15分， 排名
第40名。 常馨月共参加9站世界杯， 积分
7分， 排名第43名。 而当时第35名的奥地
利运动员积分57分， 那时留给中国队的只
有9站世界杯， 很多人认为拿到冬奥会参
赛资格几乎不可能。

但此后国家队加强训练、 合理规划，
虽然在此后几站经历了成绩被取消、 恶劣
天气等遭遇， 但队伍始终没有放弃， 终于
常馨月不负众望进入冬奥会。

女子跳台滑雪项目

中国运动员
首次闯入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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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特朗普执政三大悬念

� � � �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一周年。展望新的
一年，特朗普政府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令世界关注———

� � � �一年前的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 新华社发

� � � � 2017年， 特朗普数次在半岛核问题上
“放狠话”，宣布美国结束对朝“战略忍耐”，转
向包含综合“所有可能选项”的“极限施压”。

美国真的会对朝鲜动手？ 军事专家认
为，美国若动手，难度大、风险更大。

美媒披露， 特朗普政府在评估对朝鲜实
施“局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即在下一次朝
鲜核试或发射导弹后打击其某处军事设施，
既给点“颜色”，又不致引发全面战争。但美国
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研究

项目负责人登马克指出， 这种打击方式看似
可行，实则风险巨大。如果没有足以震慑朝鲜
的打击力度，就可能酿成灾难性局面。

其次，美国若在半岛发起全面战争，无
疑是国际社会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将招致
各方强烈反对。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近期
报告显示，一旦美朝开战，即使只使用常规
武器， 都将在数日内造成3万至30万人死
亡。韩国政府也已明确表态，不允许美国未
经韩国同意就在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真的会打朝鲜吗？1

� � � �特朗普近日说， 美国在完成对华知识
产权政策的贸易调查后将考虑“重罚”中
国。一时间，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甚至
爆发贸易战的猜测屡见报端。

然而，美国贸易专家则淡定得多。他们
认为，中美今年局部贸易摩擦可能增加，但
全面贸易战可能性不大。

首先， 贸易战没有赢家。 奥尔布赖特
石桥咨询集团高级顾问亨利·莱文表示，
美中经济相互依存度高， 打贸易战的糟糕

后果决定了两国不会爆发贸易战。 “两国
经济如此高度相互依赖， 如果一国试图采
用经济手段伤害另一国， 这个国家本身也
会遭受伤害。”

其次，在美国国会通过减税法案、企业
和投资者信心高涨、股市屡创新高、经济复
苏向好之时， 白宫不希望看到贸易战重创
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 令其引以为傲的税
改成果前功尽弃， 进而殃及年底国会中期
选举乃至特朗普的执政前途。

大打对华贸易战？2

� � � � 新的一年，困扰特朗普的“通俄门”继
续发酵。 美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米勒的调查
和多个国会委员会的调查仍在继续， 媒体
紧盯不放。

“通俄门”调查会否导致特朗普被弹劾？
简答之：“通俄门” 调查眼下还看不到

尽头， 已部分演变成美国两党争斗的政治
工具，势将继续分散特朗普的执政精力。但
除非有目前未知或未被披露的确凿司法证

据，否则很难导致特朗普被弹劾。
当前，共和党手握参众两院多数议席，

在多数立法议程上并不理会民主党。 美媒
认为， 除非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实现
翻盘，否则弹劾特朗普将是“政治幻想”。从
历史上看， 美国从未成功弹劾过任何一位
总统，当年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在弹
劾投票前就宣布辞职。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1日电）

“通俄门”调查引向何方？3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