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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宪法意义
苗连营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交织并行、 相辅相成, 共同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
梦想。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深刻认识宪法的角色与功能、 理性辨析宪法与改革的关系, 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宪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 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精髓;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伟
大社会实践正谱写着中国宪法史上的壮丽篇章。 这鲜明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为宪法
的蓬勃成长奠定着坚实的经济基础;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 政府和社会关系,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
方式, 为宪法秩序的形成塑造着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和核心价值观, 为宪法权威真正植根于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之中营造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宪法发展设定
了明确的目标取向。
其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国
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健全公民权利
救济渠道和方式,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捍卫宪法法律尊严, 保证宪法法律实施等, 是宪法原
则和要求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的直接表述和强调。
其三: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
法,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
作的领导, 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扩大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以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健全城乡
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 都是我国宪法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宪
法精神的生动实践。
综上,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 制度建构及实际运作
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水土条件, 催生着立足中国经验、 具有中国特色、 饱含中国元素的宪法模
式的实质性形成。 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同样也需要宪法的深度介入与推动。 这首先涉及
到如何科学认识和合理定位宪法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宪法与改革的关系始终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难点和焦点问题。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之下, 改革实践往往领先于法治变革, 社会现实常常突破既有的法律规则。 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
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法制尚不健全甚至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 如果一味地强调法对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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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调整与约束作用, 只会让静态的法律条文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 实际上, 日新月异的社会生
活从来不会简单被动地臣服于凝固保守的法律条款, 改革的逻辑必然会不断冲击甚至突破不合时宜
的体制机制以为自身的发展开拓空间。 这种实践先行、 法制跟附的现象是我国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
的改革常态, 在宪法领域也同样如此。 由于现行宪法所存在的某些滞后性、 封闭性、 不周延性, 致
使宪法文本屡屡遭受改革实践的冲击; 突破宪法既有规定的改革举措反过来又常常牵引着宪法的频
繁修改。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 良性违宪” 概念, 实际上是对这种宪法现象的无奈注解; 《 物权法

( 草案) 》 所引发的合宪性争鸣,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纠结之外, 同样涉及到宪法与改革的关系问

题。

突破宪法的改革虽然有其客观合理性, 但这毕竟是以牺牲宪法的安定性进而损伤宪法的的权威
性为代价的, 这对一个法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而言, 有很大的风险。 我国现阶
段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 面对思想观念的束缚、 利益固化的藩篱、 各种矛盾和风险的

叠加与增大, 就不应该再简单满足于经验型的试错式改革了, 而应该强调 “ 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
过河相结合,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 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前瞻性。 这就需要 “ 坚持

立法先行” , “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 而立法先行, 首先需要宪法先行;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首

先要做到于宪法有据。 这是因为:

首先, 改革和法治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 基本原则、 重要举措只有上升到宪法层面时, 才会
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最大的稳定性、 最强的实效性; 宪法也才能有效发挥对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根本
性引领、 推动和保障作用。
其次, 从法律意义上看, 任何社会变革的终极形式都必然是宪法变革, 只有通过宪法对改革和

法治进行顶层设计并 “ 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 才能避免零打碎敲式的

碎片化改革, 从而实现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再次, 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做到重
大改革于宪法有据, 有利于广泛凝聚改革的社会共识, 形成整个社会的改革合力。
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 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基本原则、 重大方针、 重要政
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① 因此, 能够为重大改革提供充分的宪法性依据。 但应当看到, 全面
深化改革涉及到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变革之深、 影响之巨前
所未有; 全面依法治国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而我国现行宪法毕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在法治建设刚刚起步阶段制定的, 虽历经几次修改已日臻
完善, 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与局限。 因此, 让所有的重大改革都找到宪法依据并不容
易, 有时甚至还会面临合宪性的诘问。 这就需要对 “ 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 进行类型化分析:

第一, 重大改革往往都属于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方面的体制性、 综合性甚至是全局性结构调

整或利益格局变动, 因此, 一般应当有明确、 直接的宪法依据, 以保证改革在宪法的引领下、 在宪
法的轨道内规范有序地进行。
第二, 在没有明确的宪法规范可循的情况下, 可以用宪法原则和精神为重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和支持。 民主、 法治、 人权等宪法的核心要素与先进理念, 都已进入我国宪法典并成为其关键术语
和概念, 从而为宪法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开放性空间, 也为重大改革的合宪性论
证提供了广阔的法理空间。
①习近平: 《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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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当改革措施与宪法规定明显抵触而又从宪法精神和理念中找不到合宪性依据时, 甚至与
宪法的精神和原则相悖离时, 应当停止推进此类改革, 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
第四, 如果改革措施虽与宪法规定相抵触但却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符合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 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那就应当及时修改完善宪法, 以使宪法 “ 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 , 使改革获得宪法层面的回应和推动。

在任何一个成文宪法国家, 宪法修改都是正常的法律现象。 我们一方面不可动辄轻言修宪, 使

宪法无足轻重地漂浮于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之中, 从而使宪法失去基本的稳定性和对现实必要的
驾驭与控制能力; 另一方面也不可视修宪为畏途, 奉宪法为不可更改的永恒法则, 从而使宪法失去
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在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方面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包
容性, 但其具体规定有的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 有的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与疏漏, 有的则存在着逻
辑性矛盾与冲突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依然刻意回避修宪, 宪法的某些规定就可能成为束缚改
革与发展的障碍。 为此, 适时对宪法进行修补完善, 不断为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增强其正当
性与合法性, 缩小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与距离, 便成为做到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的必由之路。

总之, 当我们要做到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时, 当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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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一部 “ 良宪” 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转, 是达致与改革目标

和法治价值丝丝入扣、 高度契合的不可缺少的规范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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