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第 13 卷 第 2 期
Vol.13 No.2 Mar. 2015

2015 年 3 月

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of13
卷第2期
Journal
Journal of
of Hubei University
Economics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2.020

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
挑战与路径选择
李

萍

渊中共淄博市委党校 政法教研部袁山东 淄博 255033冤

摘 要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野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袁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冶袁
凸显了依宪执政在依法执政中的核心地位遥 宪法视阈下袁作为依法执政主体的领导干部面临着诸多挑战袁其中有宪法
自身属性和实施的因素袁也有领导干部本人对宪法的认同和信仰的原因遥 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坚持依法执政袁必须不
断提升宪法素养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曰善用宪法思维解决现实矛盾曰将公民权利放在突出位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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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野坚持依法治国

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等袁但是总体来看袁对宪法

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袁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

的政治属性了解相对较多袁对宪法的法律属性知之

宪执政冶袁 凸显了依宪执政在依法执政中的核心地

甚少袁在工作生活中能想到宪法尧应用宪法尧信仰宪

位遥 作为依法执政的主体袁广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

法者寥寥无几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第一袁不

认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袁带头遵守宪法袁带头实施

熟悉宪法历史和现行宪法的立法经过遥 对新中国以

宪法袁将宪法理念贯穿到依法执政的全过程遥

来的四部宪法尧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和四个修正案

一尧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面临的挑战
随着野国家宪法日冶尧野宪法宣誓制度冶等措施的
出台与实施袁 党政领导干部的宪法认知有所增强袁
宪法理念相对提升袁对宪法监督尧违宪审查等宪法
实施的举措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遥 但也应该看到袁
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仓促应急的表象袁有野一
阵风冶的成分袁真正提升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能力
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遥
渊一冤虽然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袁但对宪法依旧
不熟悉尧不敬仰

的历史经过了解较少袁对 1954 年宪法的历史意义尧
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的历史局限尧1982 年宪
法的拨乱反正认识不清遥 第二袁不熟悉现行宪法文

本的内容遥 很少有领导干部通读过 138 条尧包括序

言共计 16500 字的宪法全文袁对宪法的序言尧总纲尧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尧国家机构等的基本规定仅

能说出一二遥 第三袁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用到法律袁也
只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袁很少考虑
到宪法规范遥 第四袁对野国家宪法日冶尧野宪法宣誓制

经过 30 年的野普法教育冶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度冶等举措被动接受多袁内心触动少袁仪式感强袁信

的宣传袁 广大领导干部对宪法形成了一些基本共

仰感弱遥 第五袁由于对国内外宪法的发展历程一知

识袁比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袁是治国安邦的总

半解袁有时出现野西方宪政完美无缺尧中国宪法仅为

章程袁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袁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耶闲法爷冶的错误言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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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虽然清楚野权为民所赋冶袁但在野民冶面前摆
不正自己的位置

好袁野在管理不留空白的理念支配下袁权力在不断超
越法律而扩张自己的触角遥 权力尤其是各级一把手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的权力袁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绝对性冶遥 [2]

动袁各级领导干部对于野官冶与野民冶的角色有了更加

不是认真对待权利而是号召动员民众为所谓的公

清晰的定位袁对于自己的权力来源有了更加明确的

共利益尧集体利益放弃权利曰不是在权利面前保持

认识遥 但在思想深处袁不少领导干部依旧认为自己

谦抑袁而是任意扩大权力的边界曰不是欣然接受权

是在野管理冶国家尧野管理冶人民袁即使改变了说法袁也

利的制约和监督袁而是对来自民众的意见尧建议无

是野治理冶国家尧野治理冶人民袁自己是权力的指挥者

动于衷袁置若罔闻曰不是用权力服务权利袁而是忽视

和发出者袁广大人民理所当然要接受这些权力的管

权利尧甚至用权力侵犯权利遥 在权力的侵害面前袁权

理和约束遥 许多领导干部虽然能脱口而出野中华人

利往往不堪一击尧难以自保遥

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冶尧野权为民所赋尧权
为民所用冶袁但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野保证人

二尧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存在问题的
原因分析

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冶遥 也正是由

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袁既有宪法自身属性和实

于没能正确把握宪法赋予国家公职人员的真正职

施的原因袁也有领导干部本人对宪法的认同和信仰

责袁 部分领导干部过于看重或在意手中的权力袁忘

的原因遥
渊一冤宪法本身政治属性强袁法律属性弱袁导致

记了权力是把野双刃剑冶袁忘记了权力要为人民服务
的本来属性袁用肆意妄为的权力在自己与百姓之间
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遥
渊三冤虽然明白权力要受到限制袁但权力之手时
常伸出笼外

随着 野权力清单冶尧野负面清单冶尧野责任清单冶制

部分领导干部对宪法的认知出现偏差

野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

决断袁涉及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袁具有强烈的政治
性冶遥

[3]

宪法作为根本法袁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

工作尧基本原则尧重大方针尧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

度的相继落实袁广大领导干部逐渐意识到要限制权

的最高体现袁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统帅作

力尧收敛权力袁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遥 但是必

用遥 同时袁宪法也当然地具有法律的属性袁是一类特

须明白以下问题院是主动情愿地关袁还是被动不情

殊的法律规范袁只是这类法律规范比起民法尧经济

愿地关钥 由谁来设计尧编织这个笼子钥 由谁来掌管开

法尧行政法尧诉讼法等似乎与平常人很少发生交集袁

启笼子的钥匙钥 多年来野公仆冶伤民现象没有真正得

导致有的领导干部仅将宪法看做是国家的政治纲

到扼制袁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者自己设计尧

领袁是高高在上的野政治宪章冶袁与自己的工作生活

编织了所谓制度的笼子袁并掌管着笼子的钥匙遥 在

关系不大袁很少关注袁更谈不上信仰遥

这种条件下袁笼子看上去美观漂亮袁实则松松垮垮袁
摇摇晃晃袁甚至漏洞百出冶遥

[1]

权力貌似关进了笼子

渊二冤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过程中不必直接援引
宪法规范袁形成野宪法无用武之地冶的错觉

里袁却好像野牛栏关猫冶袁进出自如遥 同时又通过各种

领导干部日常工作中基本会援引与本行业尧部

变通方式将权力之手伸出笼外袁比如下发各式野红

门密切相关的法律尧行政法规尧行政规章尧地方性法

头文件冶袁将其打造成现实生活中的野软法冶遥 一些违

规等袁涉及到各类实体法和程序法袁但是不必直接

法的野红头文件冶涉及到审批尧许可尧收费等事项袁直

援引我国的宪法规范袁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以为宪法

接影响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袁 成为公权滥用的

无用袁认为宪法所涉及的人权尧民主尧法治等理念都

野尚方宝剑冶遥

渊四冤虽然明知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袁但侵权事

件依旧时常发生

30 余年的宪法实践促使广大领导干部逐步意

是野居庙堂之高冶的顶层设计袁至于最终能不能野忧
其民冶则要看上级领导的指示或命令袁由此导致对
宪法文本的普遍不尊重遥 或者不认真对待宪法文
本袁遇到问题撇开宪法袁对宪法野敬而远之冶袁或者公

识到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是宪法的永恒主题遥 但我

然违反宪法条文袁或者以批评宪法为习惯袁把改革

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袁在实际工作中袁部分领导干

中存在的问题简单归结到宪法文本的制度设计上袁

部追逐的是自己的所谓政绩袁投的是上级领导的所

形成了野宪法虚无主义冶的错误理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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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多年来我国宪法实施不给力袁使得部分领
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宪法
不可否认的是袁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

其次袁要充分发挥野国家宪法日冶和野宪法宣誓

制度冶的引领作用遥 野国家宪法日冶和野宪法宣誓制

度冶虽然只是一个法定节日和一种外在仪式袁但是

和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袁违宪追责不到位袁很少有人

它追求的是法治的实质袁 表达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袁

因为违宪承担法律责任袁野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的宪

维护的是宪法的权威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必要

法理念淡漠袁宪法素养低下袁宪法意识薄弱袁以权代

形式遥 当前关键是要克服仅在野国家宪法日冶想起宪

法尧以权压法尧徇私枉法尧违背宪法的情况时有发

法尧仅在野宪法宣誓冶时忠于宪法的不良倾向袁在内

生袁存在着表面上尊重宪法袁实际上远离宪法甚至

心建立起对宪法的真正信仰遥 要以野国家宪法日冶和

架空宪法的问题冶遥

[4]

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法外设

权袁习惯以野红头文件冶扩权尧揽权曰习惯以野领导批

野宪法宣誓制度冶 为契机袁 时常总结宪法实施的经

验袁反思违宪事例的教训袁明确宪法的核心要义袁强

示冶代替依法决策袁在实际工作中迷信野强权政治冶袁

化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袁使野言必称宪法冶尧野行必

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遵宪法冶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自觉反应和自主

野橡皮泥冶遥

三尧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路径选择

行动遥
再次袁要依宪行使权力袁勇做宪法实施的野排头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组织者和带领者遥

兵冶遥 虽然目前我国的宪法实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院野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

的地方袁但这并不妨碍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做

学法尧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冶袁其中袁

宪法实施的模范袁 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遥

野法冶首当其冲应是野宪法冶袁野法治意识冶首先应是
野宪法意识冶袁唯有如此袁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才会成
为有源之水尧有本之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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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关要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和体现宪法精
神曰行政机关要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合
宪性曰司法机关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袁努力让人民

渊一冤不断提升宪法素养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曰制定

宪法素养是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各类规范性文件既要因地制宜袁 又要合宪合法袁完

分袁 其实质就是实现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宪法

善制定主体尧适用内容尧适用对象尧效力期间等各方

化遥 所谓执政理念袁就是为谁执政尧如何执政曰所谓

面的制度建设袁经得起备案审查的监督与考验遥

执政方式袁 就是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袁

渊二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即权力从何而来尧为谁所用尧如何行使袁就是要将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

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放在宪法的视阈下考量袁弘扬宪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院野要加强对权力运

法精神袁恪守宪法原则袁维护宪法权威袁最终树立正

行的制约和监督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冶遥 当前

确的权力观遥

就是要依托宪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

首先袁 要在领导干部中进一步推进宪法教育遥

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原则以及根据以上原则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野要完善国家工作

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法制度袁真正有效地解决实践

人员学法用法制度袁把宪法等法律列入党委渊党组冤

中存在的少数领导干部肆意用权尧以权谋私尧腐化

中心组学习内容袁列入党校尧行政学院尧干部学院尧

堕落等突出问题遥

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冶的要求袁加大宪法学习的力

首先袁坚决摒弃特权思想袁常思权力来自何方遥

度袁促使领导干部熟悉宪法文本袁牢记宪法规定遥 而

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尧特别是某些部门的野一把手冶

且学要考核袁考要真考袁不搞野考卷与答案齐飞冶的

对待权力野唯我独尊冶尧对待百姓野狂妄自大冶尧对待

形式主义遥 领导干部本人也应充分利用书籍尧报刊尧

下属野作风粗暴冶尧对待享受野趋之若鹜冶袁无一不是

电视尧网络等媒介加强对宪法的学习袁做到真学尧真

特权思想在作祟袁 完全忘记了权力的本源与归属遥

懂尧真信袁以此牢固树立宪法至上尧权为民所赋尧尊

因此袁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尧特权现象袁加

重和保障人权尧 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理

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袁以权力制约权力尧以权

念袁真正将宪法内化于心尧外践于行袁成为宪法的忠

利制约权力袁加强对特权行使者的惩处力度袁进一

实崇尚者尧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遥

步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袁使野上级监督太远尧同级

李萍：
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监督太软尧下级监督太难冶的现象彻底改观袁创造一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尧民族区域自治

个野不敢耍特权冶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遥

制度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尧野一国两制冶等基本政治

其次袁强化权力限制袁使野权力寻租冶无可乘之
机遥 权力一旦失去控制袁很容易成为掌权者谋求获

制度袁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始
终不渝地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遥

取自身利益的筹码袁进而产生权权交易尧权钱交易尧

其次袁通过宪法化解矛盾尧维护稳定遥 当前各类

权色交易袁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遥 因此

社会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袁也有现实因素袁野但

必须进一步规定权力的范围袁明确能够行使的权力

更主要的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机制

应该有哪些尧有多大袁必须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袁防止
已有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曰要将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

不完善的结果遥 冶[6] 各级领导干部应科学分析其成

因袁将合宪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袁合法合理地处

的范围内活动袁即使为公共利益行使权力袁也必须

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遥 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时袁

有明确的边界曰 要依法逐步缩小各项权力的范围袁

要遵守宪法原则袁固守法律底线袁既要防止不顾宪

削减直至取消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袁真正达到职权

法权威袁采用野花钱买平安冶的方式解决问题曰又要

责任法治化遥

依法惩处冲突中滥用权利尧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

第三袁使用野好钢实料冶袁打造坚实的制度笼子遥
笼子是否结实牢固袁是否坚不可破袁关键在于编织

法权益尧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袁使运用宪法思维
执政成为领导干部开展一切工作的自觉行为遥

笼子的材料尧也就是各项制度能否经得起考验遥 当

第三袁学会使用宪法语言遥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袁

前袁 除了充分发挥各项法律制度的刚性作用外袁还

宪法语言则是宪法思维的载体袁它从来不是宪法学

要将野人民代表大会冶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落到实处袁

家尧法官尧检察官的专利袁各级领导干部亦应加强训

使其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袁让人民代表能

练袁野出口成宪冶袁平时讲话尧做报告尧写文章尧制定方

够真正代表人民袁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袁独立行

针政策既可以引用上级指示尧报纸观点尧红头文件袁

使诸如公共财政尧人事选任尧官员问责弹劾等权力遥

更要结合实际引用宪法条文和法律原则袁切实改变

同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袁给野拍拍脑袋决策尧拍

宪法语言在公共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缺失现象袁克服

拍胸脯保证尧拍拍屁股走人冶的野三拍冶干部戴上野紧

对宪法语言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袁使宪法语言成为各

箍咒冶遥

级领导干部乃至全社会的野普通话冶遥

渊三冤善用宪法思维解决现实矛盾

渊四冤将公民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尧 矛盾凸显期袁需

公民权利是国家对公民所承诺和维护的权利袁

要解决的国内外问题格外艰巨袁 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遥 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尧特别是宪法
思维来思考问题尧作出决策和处理矛盾袁野通过宪法
塑造社会共识袁通过宪法治理解决中国社会目前面
临的问题袁并展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信和主权
独立遥 冶

[5]

首先袁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遥 2011 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叶中国的和平发展曳白皮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遥 1998 年
我国签署了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曳袁2004

年将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冶写入宪法遥 近年来先后
通过了 叶国家赔偿法曳尧叶监狱法曳尧叶法官法曳尧叶检察

官法曳尧叶人民警察法曳等一系列法律袁分别对叶刑事
诉讼法曳尧叶刑法曳尧叶行政诉讼法曳等作出了修订和修
改遥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坚定
决心袁也为广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书袁首次界定了我国的六大核心利益袁即野国家主

领导干部须真心敬畏公民权利遥 公民权利是依

权尧国家安全尧领土完整尧国家统一尧中国宪法确立

法执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袁也是公权力的最终指向

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尧经济社会可持续

与目标遥 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权力的自恃与傲慢袁

发展的基本保障冶袁将野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

深刻认识到自己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人

度冶列为核心利益袁不仅仅是对中国核心利益实事

民服务袁而不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利袁更不是对百姓

求是的总结袁 也对外宣示了这些政治制度不容质

的恩赐与施舍袁唯有如此袁才能忠于宪法法律袁严格

疑尧不容妥协尧不容干涉遥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不

遵照法定原则尧法定权限尧法定程序来行使职权尧履

移地维护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尧中国共产

行职责遥 为了在公民权利面前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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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应该以野权利理性冶代替野权力理性冶袁阻止

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袁正确处理权与法尧情与法尧利

权力的日益扩张袁该放手时就放手袁不能打着维护

与法的关系袁公正决断是非袁不因私利抛公义袁不因

社会秩序的幌子自我设置公权力袁也不能打着保护

私谊废公事袁不因私情弃公平袁确保权力行使不偏

其他公民权利的幌子袁肆意地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遥

离法治轨道尧不突破法律边界尧不逃避法律责任袁冶[7]

领导干部须充分保障公民权利遥 保障公民权利

使公民的各项权利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遥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指出院野依法保障公民权利袁 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
平尧机会公平尧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袁保障公民人身
权尧财产权尧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袁保
障公民经济尧文化尧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袁实
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遥 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
权意识袁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冶袁这就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把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袁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能力野为权利而斗争冶袁
要为公民提供这种斗争所需要的宪法武器曰要注重
运用法治尧特别是宪法来协调利益关系尧保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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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Path Selection of Leading Cadres Ruling According to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
LI Ping

渊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Law袁Party School of Zibo Municipal Committee袁Zibo Shandong 255033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party's eighteen sessions of Fourth Plenary Session proposed explicitly: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 should
adhere to the rule of constitution, adhere to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should adhere to the ruling by constitution",
highlights the core position in power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of ruling according to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itu鄄
tion, as the ruling body of the leader cadre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factors of its propert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ut also the causes of the leading cadres themselves on constitution identity and belief.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ading cadres to adhere to the law ruling, must continue to upgrade the power in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 put the power into the system of the cage; solve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 using constitutional thought; put the
rights of citizens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Key words: constitution曰ruling by constitution曰ruling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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