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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宣传 我们在行动
□记 者 赵蕾 荆锐

通讯员 郭喜玲/文 王富晓/图

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5 月 11
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集体学习，邀请中国法学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张文显作《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思想》专题辅导报告。省委
书记王国生指出，要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全面依法治省的具体
实践，加快建设法治河南。

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
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等单位，
先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宣传活
动的通知》《关于开展河南省

“我与宪法”优秀微视频征集展
播活动的通知》等，对全省的宪
法学习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省司法厅按照司法部部长
傅政华“司法行政系统在宪法
学习中要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的要求，把组织开展好宪法学
习宣传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来抓，把宪法学习作
为厅党委理论中心组和“三会
一课”第一位的学习内容，组织
厅机关全体人员先后举行宪法
学习专题报告会、宪法学习暨
宪法宣誓仪式等活动。

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充
分利用各种载体和平合，大力
宣传宪法。今年以来，全省各
地各部门共举办党委（党组）中
心组学宪法 470 余次，举办宪法
讲座 3530 场次，组织宪法宣誓
活动 280 余次，开展法治文艺演
出 520 余场次，发放宪法读本和
宪法宣传资料 1500 万余份，在
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的热潮。

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把
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坚持以人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紧 密 结 合 起
来。我省推动落实各级党政主要
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把宪法列入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组织专题
集体学习。把宪法学习教育作为
2018 年普法的主要内容，纳入党校
行政学院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和年度
工作要点，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初任
培训、任职培训的必训内容，开设宪
法学习教育专题班，组织全省乡级
以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文
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
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增强宪法观
念，带头遵守和维护宪法法律。

把宪法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
合格公民的基础工作，推动全员、全
程、全方位开展青少年宪法教育。
我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6万余所，在
校青少年 2500 多万人，是法治河南
建设的希望所在。我省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深入开展“学宪
法 讲宪法”“晨读宪法”法治进校园
活动，在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
治”、高中“思想政治”、高校“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法学教育等
教材和课程中，充分反映宪法修正
案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将宪法教育
融入升旗仪式、开学毕业典礼、主题
班会、社团活动、成人仪式等，大力培
育校园宪法文化。在青少年法治教
育基地中专门开辟宪法主题区、宪法
馆，开展演讲比赛、模拟法庭、志愿服
务等活动，增强青少年宪法观念。

以宪法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
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为抓
手，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向基层延
伸。河南是农业大省、劳务输出大
省，为推动宪法宣传向基层农村延
伸，我省将对换届选举后新上任的
农村两委干部进行宪法专题培训；
结合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组
织开展送法进乡村、进企业、进工地
等活动，让法治助农民脱贫、促农业
发展、保农村平安。

紧密结合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明确宪法宣传是
国家机关的共同普法责任，促进在
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
程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我省
80 余家省直单位已制订宪法学习
宣传实施方案，明确了宪法学习宣
传的目标和社会责任。将以宪法
精神为核心的法治文化融入机关
文化建设，全省国家机关凡有独立
办公场所的，均在户外悬挂宪法宣
传横幅，在宣传栏制作张贴宪法宣
传内容；各业务主管部门在所管理
和服务的人群集中场所利用电子
显示屏、板报、墙报、橱窗、标语等
宣传宪法知识；以宪法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进网络等活动为载体，着力
构建整体联动的宪法学习宣传格
局，使宪法法律宣传抬头看得见、
用时找得到。

坚持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
合，线上宣传和线下宣传相结合，旨
在让广大群众对宪法法律的内心拥
护、真心信仰转化为崇尚、遵守、捍卫
社会主义法治的实际行动。

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充分利用
各种载体平台，大力宣传宪法。许昌
市把本市 11 路公交车打造成“宪法
宣传号”公交车。漯河、许昌连续举
办全民宪法知识竞赛。济源市依托“愚
公讲堂”邀请省级以上专家学者为全市
各级领导干部讲授宪法课；依托“百场
万人”法治讲座，发挥市普法讲师团的
作用，分期分批对各单位工作人员进
行宪法知识培训。商丘市在“商丘好
人”主题公园举办全市“学习宣传贯彻
宪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主题系列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濮阳市创作了《一
家人学宪法》《宪法的力量》《宪法缘》等
法治文艺作品，并与龙之声普法艺术
团共同举办了30余场“启航新时代全
民学宪法”法治戏曲系列巡演活动。

同时，为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新媒
体在宪法学习宣传中的作用，5月16
日至29日，省普法办在微信公众号“河
南普法在线”开展“学宪法，签到打卡
送红包”活动，吸引6000 余人次的参
与，有效调动了广大群众学习宣传宪
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地各部门充
分利用普法微信公众号集中推送宪
法宣传知识，前4个月仅河南普法在线
就推送各类信息259条，其中涉宪法宣
传的有45条，总阅读量达28.9万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拉起“启航新时代，弘扬
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的
横幅，搭起文艺演出舞台……
5 月 11 日，濮阳县司法局、县
依法治县办在濮阳县上亿广
场举办“启航新时代全民学宪
法”法治文艺演出。

活动现场，23 名文艺演员
依 次 表 演 了《法 治 观 念 要 增
强》《一家人学宪法》《清官能
断家务事》等一大批新创的法
治文艺节目，演出过程中，主
持人将宪法和法律知识有奖
竞答融入其中，增设了法律知
识互动环节，采用有奖答题的
形 式 ，吸 引 3000 多 名 群 众 观
看，参与互动。

从上到下，精心组织

“同学们，你们知道国旗是什么
样子吗？”“知道，五星红旗！”“对，《宪
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国
旗是五星红旗，第一百四十一、第一百
四十二、第一百四十三条是有关国歌、
国徽和首都的规定。”

5 月 25 日，安阳市内黄县司法
局普法宣传队走进该县明德小学，
利用学生课间时间，将《宪法知识
（青少年版）》发放到学生手中。在
随后的宪法知识讲座上，普法宣传
队员结合青少年特点向学生讲解
了宪法的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生
动有趣的讲述、积极热烈的互动，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和讨论热情。

重点突出，特色鲜明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律
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4
月 28 日上午，省司法厅 12 楼会议
室内，56 名处级干部庄严宣誓，承
诺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
监督。

“希望各位要时刻牢记誓词，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履
行承诺，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模范，当好法治建设的引领者、推
动者、践行者。”省司法厅党委书
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
申黎明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宪法
学习宣传与党建、精神文明建设
有机结合，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带动全系统形成学习宣传宪法的
浓厚氛围。

公交车车头和车尾醒目位置喷
绘有“宪法”标志和宪法宣传口号，
车内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宪法宣传
内容，车内普法角、普法台等位置放
置有宪法读本、普法宣传彩页等供
乘客免费阅读。

日前，汝南县司法局联合多家
单位在汝南汽车客运西站举行宪法
宣传公交车启动仪式。该局利用公
交车运营时间跨度长、流动性强、人
员相对集中等特点，将一辆辆“法治
公交”装饰得生动活泼、富有趣味。

形式灵活，载体多样

核心提示：
4月24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召开

“深入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
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在全国深入开展宪法学
习宣传教育活动。一个多月来，我省按照会议
精神要求，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坚
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把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确
保了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声势大、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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