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的过程中，如何收集证
据才能得到法院采信？”

“该区安监局不同意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的延期
整改申请，这有没有合法性？”

……
这是一堂特殊的现场教学。去年6月，2018年新

提任领导干部第二场旁听庭审在市高法院举行。旁听
席上431名领导干部当中，新提任领导干部426名，市
管领导干部10名。

法槌落定，槌声砸响在这些特殊旁听者心间，他们
由此切身体会着法律威严和法治权威。也在法槌起落
之间，他们深刻认识到，行政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
识、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践
行法治，时刻谨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
法使，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稳健运行。

在重庆，组织厅处级领导干部旁听庭审互动释法
已成为常态，并成为全市法治进程中的生动场景。

促进法治，必须除其弊、清其障。开辟法治坦途，
重庆选择：积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
年来，重庆市委相继出台《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意
见》《关于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坚决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的意见》等
重要文件，列出十个“负面清单”和十个“正面清单”，十

破十立、破立并举，全面彻底肃清践踏法治、道德败坏
等10个方面的恶劣影响和流毒；在牢固树立既讲法治
又讲德治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等10个方面抓好认识
再提高、举措再落实。

一年来，重庆全域俨然法治考场。“关键少数”，则
是首批赴考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
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
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领导干部作为“关键
少数”，只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才能以实际
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时刻绷紧法
治这根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市司法局
局长张德宽说，随着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在重庆已成为普遍现象，
发挥了积极的“头雁效应”。

为突出普法重点，抓实领导干部法治教育，重庆还组织
了3137名市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法治理论集中抽考。

知行合一，知为首要。在重庆这张宏大的法治考
卷中，定期举行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的制度设
计，是对领导干部法治态度的永续大考，是对领导干部
法治素养的永续大考，是重庆各级领导干部持续提升
法治素养的动力源泉。

以身为范 一个群体的永续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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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德治结合 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记者 张莎 黄乔 陈国栋

“头低一点，莫撞在门框上了。”
“背不动的时候，你就稍微歇一下。”
……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温情的相互叮嘱，

发生在两个大男人之间——56岁的刘维安，
患再生障碍性贫血10余年；37岁的王传熊，
出租车驾驶员。

他俩是渝北区龙山街道旗山路社区的
一对好邻居。得知刘维安行走困难，但因造
血功能出现异常，每个月必须去医院输血维
系生命后，王传熊就成了他每月雷打不动的

“专属司机”。他不仅要背着刘维安上下6层
楼，还要驾车往返20多公里且分文不取。

这样暖心场景，已持续近3年。刘维安
十分过意不去，自己每次的看病时间，都是
老王跑出租的黄金时间。“我和老刘是邻居，
我家跟他家就是出个楼门拐个弯，一百米的
距离，收钱要不得。”王传熊总是打着哈哈这
样说。

出租车司机老王仅仅是一个“小人
物”。在重庆基层，还有许许多多微不足道
的“小人物”，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旷世之
举，却以基本的良知、朴素的情感、执著的信
念，挺起社会的道德脊梁。

这是一个向上向善的时代。
一年来，重庆坚持群众评、评群众，选树

弘扬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推出中国好人29
名、重庆好人240名，树立了一大批身边榜
样。在“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群众性评选活
动中，平均不到7个重庆人就投出一票。

这些“举”于街巷的“重庆好人”，彰显着
重庆的道德力量，铸就了新时代的“城市之
魂”，让人们从心底迸发对善的敬重、对美的
向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重庆如春雨润
物落细落小落实，为这个年轻的直辖市和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道德滋
养和精神动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去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围绕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对法治和德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他强

调，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
畏之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
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
结合起来。

一年来，重庆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抓住
“关键少数”，加强法治和德治建设，用滚石上山的劲
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去年3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西南政法
大学校长、教授付子堂作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
制度的演进与完善”为主题专题讲座，为与会领导干部
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带头学，带动学。在重庆，领导干部带头弘扬宪法
精神、普及宪法知识，做学习宪法、尊崇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表率，已成牵系国运的重大
政治使命，成为区域发展的重大路径依托。

为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宪法，进一步弘扬宪法
精神，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带头学习宪法，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宪法专题学习会。

头雁奋飞，群雁齐飞。重庆组建了由相关部门领导和
法学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深入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
单位开展宪法专题宣讲920余场次，25万余名党员干部
积极参与。同时，常态化开展宪法宣誓活动，市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选举和通过的人员进行宪法宣誓144人次，市人
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宪法宣誓152人次，做到应宣尽宣。

在他们庄严举起拳头的那一瞬间，宪法精神再次
“唰”地发出光亮。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之以恒加强法治宣传，
让法治精神、法治信仰、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深入人心。

在重庆，弘扬法治不仅抓实在学习层面，更筑牢在
制度安排上。

一年来，重庆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市，成立市委全
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开展宪法大学习大落实活动；全面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切实推进依法行政；要求领导干部
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

在重庆，弘扬法治既是春风化雨，更是激浊扬清。
一年来，全市行政职能部门办事流程更清晰、执法

行为更规范，经验主义、人治观念和特权思想等问题大
幅减少，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依
法治市进程不断推进。

在重庆，弘扬法治既是春雨润物，更是雷霆万钧。
一年来，重庆广泛开展青少年“学宪法、讲宪法”宣传

教育活动1740余场次，精心组织宪法宣传周暨国家宪法
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千万市民学宪法”网络知识竞赛等
活动，坚持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抓手，依法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为优化发展环境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崇尚法治 一个区域的发展依托

江北区铁山坪脚下，一栋建筑因方正的外形引人
关注，更因严肃的内涵震憾人心——这里是重庆市党
风廉政教育基地。

这个地方存在的重大意义，就是要让党员干部做
到“心中法纪明镜高悬，手中法纪戒尺紧握，知晓为官
做事的尺度”。

去年4月，市纪委监委启动基地全面升级改版，经
补充完善的1800平方米展陈设置，涵盖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卓著成效、党的纪律建设历程、中
国监察制度演变，近年来全国、重庆的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等。基地于去年12月7日重新开馆后，已接待党员
干部5400多人次。

所有走进这里的人，面对的是一面展墙，看见的却
是一面镜子；了解的是别人，剖析的却是自己。

所有人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法纪学习，更是灵魂洗
礼；是感官感受，更是心灵叩问。

“太震撼了，触动灵魂！”参观完基地的江北区郭家
沱街道党工委书记廖光洪感慨，“20多个典型的贪污腐
败案例，从多个角度说明贪腐害人害己。在这里，没办
法把自己当成旁观者，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对照，这对我

们党员干部来说是深刻的教训。”
知晓为官做事尺度，首先是保持敬畏之心——凡

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
一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重庆紧扣党的政治建

设要求，紧紧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
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着力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
慎初、慎微、慎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问题。
既要思想警醒，更要制度约束；既要“心有敬畏”，

更要“心有戒尺”。
重庆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规

定，严把选人用人关，从权力监督、执纪问责、个人事项
申报等多维度，严格约束“一把手”权力。

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
案说德、以案说责”警示教育，全市党员干部43万多人
次受教育。

为进一步规范机关内部控制流程，强化对内部权
力的制约，重庆还制定“八严禁”等系列制度规范，为党
员干部划出工作生活中不可触碰、不可逾越的“红线”。

敬畏法纪 一面展墙的灵魂叩问

“一篼一款亲兄弟，一点土地非去争……”
前不久，永川区临江镇隆顺村乡贤评理员陈
久述，调解了一起小叔子和嫂子的土地纠纷
后，写下这首打油诗赠送给叔嫂二人。

作为永川区有名的“乡贤评理员”，陈久
述已有10年基层调解员经历。颇有“特色”
的是，陈久述每调解一起案子就写一首打油
诗并赠予当事人，他的“诗派调解”成为创新
社会基层治理的别样风景。

“哪家哪户有什么扯皮事儿，都来我这
里评理，我既讲法律又讲道德，矛盾基本不
出村！”陈久述自豪地说。

在永川，像陈久述这样的乡贤评理员有
107位。永川区通过树立德法并举、多元共
治理念，从培育的1009名“新乡贤”中遴选
107名乡贤评理员，建成107个乡贤评理堂。

这107名乡贤评理员打通了永川区基层
治理的脉络，让“大事共议、实事共商、好事
共办”成为乡贤评理堂的生动写照。

乡贤评理员群体已成为乡村治理的“草
根精英、民向力量”，推动崇德尚法，带动公
序良俗，成为德治法治自治融合统一体，传

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色品牌。
像永川乡贤评理堂这样德法并举，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在重庆不是个案。巴南龙洲
湾街道道角村通过“智慧党群服务平台”提
升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建立法治和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效果也很好。

为让“枫桥经验”落地开花，重庆按照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部
署要求，出台《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十
项行动实施方案》，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
结合起来，把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市
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老马工作法”“三社联动”“三事分流”
等经验做法走向城乡；“法润社区·司法同
行”等专项行动全面展开……重庆这场“德
法受尊崇、群众得利益”的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实践，促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健
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
升。去年，重庆调解纠纷40.5万件，成功率
达99.2%。

乡贤评理 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品牌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村居民熊桂
华，每天早上都要和左邻右舍一起到大渡口
区公园锻炼身体。

这个以法治为主题的公园，让熊桂华们
常来常新，常来常悟——这里不仅是强身健
体的好去处，还是学习法治知识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好窗口。

公园的法治文化长廊经常更新一些法
律典故和实际案例，使看似严肃生冷的法律
知识以亲民化的形式生动呈现。去年底，她
还在这个公园举办的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
活动中，认识了全国唯一的手语律师唐帅。

在重庆，类似的法治主题公园并不鲜
见——优美的生态景观与广接地气的法治
宣传相结合，怡人的生态风景与温情的法治
风景相融合，让群众全天候接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熏陶，也成为重庆把法律和道德
力量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

GDP是经济基础，树立良好的道德风
尚，则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战
略性长期性工程，可谓“基础中的基础”。

夯实基础，方起万丈高楼。构筑高地，
才能占据激流勇进的时代制高点。

一年来，重庆是以贴近性的活动和创新
性的载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民风社风。

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重庆
并非远居“高堂”，而是贴近人们的生活现
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突出“衣
食住行游”的文明生活；持续深入开展“做有
梦想有追求的重庆人”“身边好人微访谈”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主题活动、“新时
代美德少年”评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行
动；抓好城乡道德讲堂、志愿服务队伍、“遵
德守礼”提示牌、文明餐桌、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小队等建设……

与此同时，重庆把培育道德风尚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浸润到经济领域，影响
到市场建设。

市文明办会同市发改委等部门，大力推
进诚信制度化建设，印发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集中治理实施方案，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27.48万名，集中对19项经济社会领域的失
信突出问题进行治理，不愿失信、不能失信、
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广泛形成。

生活现场 一个城市的德治路径

重庆好人 一个时代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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