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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

研究所副所长边巴拉姆：

永葆宪法蓬勃生命力
本报记者 彭 江

“修改宪法彰显了我国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
化的高度自信。”全国政协委员、西
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
所长边巴拉姆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
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航中国号巨轮向着光明彼岸破浪
前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实践不断推向新境界。

“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凸显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水
平日趋成熟。此次宪法修改将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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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
要求，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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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巴
拉姆委员说。

“将经过不断探索而总结出来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写入宪法，以
此作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行动指
南，使得我国的宪法适应时代的潮
流、社会的需求。”边巴拉姆委员
说，“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

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

把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本报记者 刘 畅

青岛市市南区云南路社区居委会主任蓝翠娟：

宣传宪法服务民生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公

诉处处长沙沨：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报记者 石 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自 2004 年宪法修
改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
重要发展变化。把党和人民在实践
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通过国家根本法确认
下来，使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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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进步的表
现，对党和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和
引领意义。”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
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处长沙沨
说，宪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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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沨代表认为，此次宪法修改体

现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
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了宪法修
改的正确政治方向。

沙沨代表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
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将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注
入了灵魂，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

一中学教师贺颖春：

全面保障改革成果
本报记者 彭 江

“宪法修改，是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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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
代表、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德发
长酒店饺子馆贵宾部点菜师胡春霞
说，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
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
范，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完全拥
护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这一重大
决定”。

胡春霞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
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
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
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
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
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充
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的内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我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一线工作中
坚决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
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胡春霞代
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德发

长酒店饺子馆贵宾部点菜师胡春霞：

审时度势的重大决定
本报记者 雷 婷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罗平：

强化监察打击腐败
本报记者 张 雪

全国政协委员、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

任罗家均：

引领国家中长期发展
本报记者 廉 丹

3 月11 日，在青岛市市南区云
南路社区，一场热闹的志愿服务

“民生大集”正在进行。几十名党员
志愿者亮出绝活儿，修家电、理头
发、量血压……忙得不亦乐乎。

云南路社区居委会主任蓝翠娟
在得知宪法修正案顺利表决通过后
激动地说：“大家都在关注修宪的话
题，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容写入宪法真是太好啦。”蓝翠娟
表示，近几年，党和国家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报道社
会正能量，老百姓深受感染。“我们
社区创办的‘民生大集’就是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表现。”

蓝翠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该社区
“民生大集”创办于2013 年，共有
注册志愿者100余名，为社区居民
集中提供家电维修、服装剪裁、健
康查体等便民服务项目，自创办以
来 ， 已 累 计 服 务 居 民 5000 余 人
次，真正实现了“民生大集，集惠
民心”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好宣传栏、
微信公众号、文艺晚会等多种载
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
心。同时，我们将提升服务质量，
努力将‘民生大集’打造成全省、
全国知名的优秀志愿服务品牌。”蓝
翠娟说。

“在宪法中增加倡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在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着社会
的 和 谐 稳 定 和 国 家 的 长 治 久
安。”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
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
书记李君得知宪法修正案顺利表
决通过后，表示非常激动。

“我们村经常通过讲故事的方
式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李君代表说，一位位时代楷
模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充
分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位位尊老爱幼、关爱他人的普

通百姓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动体现，讲好他们的故事，
对自己的工作是一种鞭策，对村
民也是一种教育。

李君代表认为，将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提醒
着广大基层干部要以身作则、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走
正路、干正事、扬正气，营造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
围。“在精神文明创建中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志愿
服务、爱心活动，对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给予充分鼓
励，必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气。”李君代表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
性变革，必须有适应新时代特征的
宪法来保障改革成果。”全国政协委
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
中学教师贺颖春表示，这次宪法修
改，顺应了新时代、新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为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指明了方向。而宪法又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
律效力。因此，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赋
予其最高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使
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成为
国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根本
遵循至关重要。”贺颖春委员说。

贺颖春委员认为，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
法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
导意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
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对国家
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全面领导，
也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
基础，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
保障。

“此次宪法修改是必要的、及时
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新天津生态
城管委会副主任罗家均表示，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

“我国现行宪法是根据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于1982年12月4日由五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
罗家均委员表示，30多年来的发展
历程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有力坚持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保障了人
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
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
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
稳定。

罗家均委员认为，宪法应该与
时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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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
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
的指导地位，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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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新思想、新成果、新经
验写入宪法，对我国今后中长期发
展具有很好的引领和指导意义。

“此次宪法修正案，专门增加
了监察委员会一节，就国家监察委
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
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
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
规定。确立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
机构的法律地位。”广东君厚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黄罗平对宪法修正案
顺利表决通过表示坚决拥护，“相
信这会对贪污腐败等行为产生更大
的震慑力”。

“大家非常关注反腐败工作进
展。”黄罗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党心
民心为之一振。“在宪法中增加有

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是为了
贯彻和体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的精神，为成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
法依据。”他说，赋予监察委员会
宪法地位，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将有效解决监察覆盖面过窄、
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
问题，健全党领导反腐败工作的体
制机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根据宪法制定监察法，依法赋
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
段，将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
化法治化。”黄罗平说，期待监察法
以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的出台。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代表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全国政协
委员欧阳明高
（左）、张 力
（中）、达建文
（右）认为修宪
能更好地维护
宪法权威。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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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
代 表 韦 朝 晖
（左）拥护修宪
的发言受到同
团代表点赞。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