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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7 月 26 日，航天员潘占春、李庆
龙、费俊龙、刘旺（从左至右）在俄罗斯进行失重飞
机训练。 新华社发（王校钢摄）

新华社评论员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指出，我国宪法必须随着
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
断完善发展。这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
是一条基本规律。既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
性，又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是我国宪法发
展的必由之路。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宪法只有不
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
持久生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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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 1988 年、1993 年、
1999 年、2004 年进行了 4 次修改。这几次修改顺应
实践和发展的需要，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我国宪法是同党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的实践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代
进步、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不断完善。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法治建设没有完成时。自
2004 年修改宪法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
要发展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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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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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新时代、新方位、新
思想、新使命、新目标，决定了我们又一次面临推
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历史节点。

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
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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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必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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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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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促进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思想更加统一、行动更加有力，奋发
有力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

共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党中央决定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是经过反
复考虑、综合方方面面情况作出的，既顺应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是事
业需要、人心所向。我们要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
上充分认识这次宪法修改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
活动和重大立法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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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在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的
基础上，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
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我国宪法又一次与时俱进，
必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有力宪法保障，更好地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意志和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二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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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年春节临近，山东青岛通济实验学校举行了
以“秀才艺 迎狗年”为主题的才艺展示活动。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秀才艺迎狗年
1 月 21 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小妹村

的一位黎族姑娘展示黎族特色食品——— 三色饭。

新华社记者赵颖全摄

生态游助扶贫

新华社记者李国利、梅常伟
人民日报记者余建斌、谷业凯

太空，人类梦想的疆土，寥廓而深邃。
这是一种极为震撼的体验：从 343 公里之外眺望

地球，大地脉络分明，海岸线清晰绵长，青藏高原的雪
域云天仿佛触手可及；

这是一段壮美无匹的征程：一人、二人、三人……
寥寥数人的出征胜似千军万马上战场，每一次都标注
了中国人探索未知的新高度；

这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英雄群体：在中华民族的奋
进史册里，飞天勇士叩问苍穹无疑是最精彩的篇页之
一。今天，他们正书写着新时代的新华章。

他们，就是英雄的中国航天员群体。

“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都是下一次

探索的开始”

这是属于全体航天员的荣光。
2017 年 7 月 28 日，八一大楼。明亮的双眸、庄重

的神情、挺拔的身姿，51 岁的航天员景海鹏昂首阔步
走上前台，亮闪闪的“八一勋章”紧贴胸口，让三次进入
太空的他心潮澎湃——— 这既是向最优秀军人颁发的最
高荣誉，也是伟大祖国给最勇敢战士授予的最高功勋。

中国航天员的脚步，伴随着国家强起来的鼓点，正
以“世界瞩目的速度”走到一个个新的方位———

2013 年 6 月 26 日 8时 07 分，聂海胜、张晓光、王
亚平圆满完成我国载人航天首次应用性飞行。王亚平
站在“最高讲台”，一堂 40 分钟的太空科学课，在千万
青少年心底播下科学与梦想的种子；

2016 年 11 月 18 日 13时 59 分，景海鹏、陈冬在
太空完成 33 天中期驻留，为后续的中国空间站建造运

营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这短短 3 年里的两次飞行，飞行时间超过历次总和的两倍，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超

过以往的总数。
一次次中国飞天的步伐，留下的是民族永恒的记忆，中国人来到了太空，而且有信

心、有能力飞得更高更远———
2003 年 10 月 16 日 6时 23 分，杨利伟驾乘神舟五号飞船，用 21 小时 23 分钟环绕地

球飞行 14 圈、近 60 万公里，在人类“走出地球摇篮”的漫漫征途刻下了属于中国人的数
字。时隔短短两年，费俊龙、聂海胜执行危险性及难度系数均高出很多的神六任务，实现
了载人航天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的重大跨越；

2008 年 9 月 27 日 16时 41 分，翟志刚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密切配合下，完成首次太
空出舱行走，在 343 公里的太空轨道实现了中国人与宇宙的第一次直接握手，让茫茫太
空多了一抹五星红旗的鲜艳；

2012 年 6 月 18 日 17时 04 分，景海鹏、刘旺、刘洋“飘”进天宫一号，太空从此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中国之家”，首次手控交会对接，刘旺以不到 7 分钟、误差 18 毫米的中国精
度，赢得世界喝彩……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一号，13 年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天地往
返技术、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都是下一次探索的开始。”走好新时代征战太空的新征途，这
份豪情壮志始终在航天员们心中激荡。

“你们飞多高，中国人的头就能昂多高”

有时候，梦想会在一瞬间悄然而生。
2003 年，当杨利伟飞向太空时，两名年轻的飞行员在不同地方，同时通过电视目睹

了火箭升空的那一瞬。25 岁的陈冬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利伟一样飞向太空，为祖
国飞得更高？”23 岁的王亚平看着火箭灿烂的尾焰，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中国已经有了
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呢？”

唰！当整流罩打开，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右舷窗亮了，壮美的太空又一次让景海鹏惊
叹。一句“爽！”喊出了陈冬初见蓝色星球的震撼，也喊出了他实现自己飞天梦想的酣畅。

飞行归来，有小朋友好奇地问王亚平：“你在太空中会不会做梦？”她笑着回答：“在太
空，不管做不做梦，我都已经在自己的梦里。”

每一位航天员深知，飞天梦，不仅仅是自己的梦。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每次载人飞行，有超过 10 万名的技术人员用

齿轮咬合般的团结协作，托举起英雄飞天。“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形容：“离开了集体的力
量，个人将一事无成。”

刘洋说起一个令她感动的小故事。发射塔架上有个供紧急撤离的逃逸滑道，52 米高，
航天员会在执行任务之前进行训练，而技术人员会提前试验。一位年轻的女航天教员对
刘洋说，她试跳时，看到下面黑乎乎的，两腿在发抖，但想到是给航天员们当“沙袋”，又觉
得挺开心。

“到了太空，地球的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航天员们有一个共
同的感受：每次飞临祖国上空，心跳都会加速，会不由自主地凝望祖国的疆域，情不自禁
地隔着舷窗想去触摸，每一次都会热泪盈眶。

费俊龙这样对国外同行说：“你可以分享我的快乐，却无法分享我的自豪。因为在我身
后，有强大的祖国，站立着 13 亿多人民！”

有一个场景让杨利伟至今难忘。2004 年，他在美国纽约访问时，应邀出席华人华侨的
一次活动。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华侨拉着他的手，语调颤抖，脸上满是泪痕：“你们飞多高，中
国人的头就能昂多高！”

刘洋珍藏着一张照片。2012 年 10 月，她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 60 周年校庆，一
位退休女教授挤过人群与她合了影。次年 5 月，当她再次来到这里与学校附中师生座谈

时，一名小男孩递给她一个
信封说：“这是我奶奶给你
的，我长大了也要当航天
员。”刘洋打开一看，竟是去
年跟那位退休女教授的合
影，背面写着：向为航天事业
做出贡献的人致敬！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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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记者刘诗平)国家
海洋局局长王宏 21 日表示，据初步估算，2017 年我
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7 . 8 万亿元。同时，海洋工作
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积极进展，多项
重大海洋战略和深化改革任务全面实施，构建蓝色
伙伴关系迈出坚实步伐，同时实现了多个“首次”。

首次海洋督察如期完成。国家海洋督察组分两
批对沿海 11 个省区市开展了围填海专项督察，重点
查摆、解决围填海管理方面存在的“失序、失度、失衡”
等问题。
首次摸清全国陆域入海污染源分布，全面完成入

海排污口清查。排查初步结果显示，全国有陆源入海
污染源 9600 个，其中入海排污口 7500 余个。首次摸
清底细，将为近岸海域环境污染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极地新疆域实现多个“首次”：首次发布《中国的
南极事业》白皮书；“雪龙”号首次穿越北冰洋中央航
道、西北航道，首次获取航道精密勘测数据；雪鹰飞
机首次成功降落南极冰盖最高点；首次在南北极考
察中，实施业务化全球海洋环境热点问题调查。

深海新疆域也有多个“首次”实现：首次开展环
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为期 5 年的“蛟龙”号试验性
应用航次圆满收官；南海海底地名(10 个)首次获得
国际组织审议通过，我国管辖海域共有 300 多个海
底地理实体获得新命名。

南沙海洋综合管理的支点和平台基本确立，永
暑、渚碧、美济三大岛(礁)观监测实现业务化，并首
次发布海洋环境预报。

我国海洋年生产总值达 7 . 8 万亿元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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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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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基固本才能本固邦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里赞说：“公报指出，把实施宪法
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相信修改后的宪法
必将继续在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支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固发展的坚定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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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背景下修改的宪法，也将成为今后各

行各业、全体人民的行为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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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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