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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访 谈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
国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8日下午和9
日上午，我省全国人大代表对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部关系人的自由、权利与生命的
程序法，在万众瞩目之下，再次被提交

“大修”。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
长陈光中指出，这次修正案草案如果获
得通过，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发展的
新里程碑。

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
有机统一

代表们一致认为，把“尊重和保障
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是此次修
正案草案的最大亮点。张文显代表认
为，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不一样，它
本质上是一部人权法案，每一项内容都
与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身权利
密切相关。修正案草案从头到尾体现

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制精神，这是全
国人民期盼的，是修正案形成过程中呼
声最多、也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其中，
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规定不
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有效限制
了刑讯逼供。

张柏林代表指出，修正案草案对刑
事诉讼辩护制度的完善也是其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草案扩大了法
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明确了犯罪嫌疑人
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这一点就
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做了很好的衔
接，对于进一步发挥律师的作用，更好
地维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聂文权代表指出，从程序上进行规
范，是草案的一大特点。通过这些年的
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往往在侦查过程
中，由于程序上的漏洞，使部分执法人
员有可乘之机。修正案草案体现了刑
事诉讼的科学性，增加规定了拘留、逮
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
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等制度。

张金锁代表认为，草案充分体现了
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草
案完善了侦查措施，明确了技术侦查、
秘密侦查的规定，增加了证据种类，明
确了证据标准，完善了强制措施，适当
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规定了违法所
得没收的特别程序，有利于司法机关更
加有效地惩治各类犯罪活动。同时，规
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了逮捕程
序，建立了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
制度，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查封、扣押、冻
结措施的法律监督，完善了辩护和法律
援助制度，强化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等，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
障水平，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提高
诉讼效率

张文显代表认为，修正案草案有
110条，其中增加了65条，修改了45条，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修改条文最多的修
正案，体现了中国立法的与时俱进。修

正案草案最大的特点，是使我国的刑事
诉讼程序、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
化，符合法治的基本规律。如草案规定
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
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这是
个新的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非常受
关注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期间能否询
问犯罪嫌疑人这一问题，作出了积极的
立法回应，有利于检察机关全面了解案
件情况，准确使用逮捕措施。

张柏林认为，草案从优化司法资源
配置和节约诉讼成本出发，扩大了简易
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了案件的繁简分
流，实现了资源的科学配置，减少了司
法资源的浪费，提高了诉讼效率。同
时，规定了特定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兼顾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张金锁认为，草案注意通过严密的
程序设计确保实现司法公正。加强了
人民检察院对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
动的法律监督，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
庭制度，完善了审查逮捕程序、监视居

住措施，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使刑事
诉讼的监督制约程序更加严密、更加科
学。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立即将
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对其
进行询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规定了
对询问过程的一些规定。完善了第一
审程序，增加了庭前准备程序，提高了
审判效率。明确了第二审应当开庭审
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规
定，有效解决了过去经常存在的反复地
发回重审情况的发生。

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理念
修正案草案中体现出的“人情味”，

也是代表们议论的焦点。
张文显认为，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诉讼程序，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并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更有
利于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还
设置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的强制医疗程序，“被精神病”的情况以
后将很难存在。

聂文权认为，草案中特别有人情味
的一条，就是规定了不得强制配偶、父
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在法庭上对被告人
进行指证。这是很尴尬的事情，也是对
家庭关系杀伤力最大的事情。草案规
定了作证义务，但这几种情况排除在
外，这是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统
一的，体现了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理
念。一场庭审的过程中，因为制度设
计造成家庭反目，形成终身不和谐是
不应该的。这种伦理为上的司法理
念，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进步，必
会深得人心。

春之韵

法治发展的新里程碑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关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本报特派记者 何琳娣

心 情

“松嫩平原生态环境日趋
恶化，盐碱化程度不断加剧，
平原中部土地碱化率已接近
100%，重度盐碱化土地面积
以每年1.4%的速度扩展。”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支建华《关于治理我国
松嫩平原盐碱地的建议》提案
中的一些数据，引起了委员们
的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松嫩平原素有
“东北粮仓”之美誉，是我国重
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
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各族儿
女。然而，松嫩平原同时又是
我国最大的苏打盐碱地这一
事实，却并不为人所熟知。

带着对松嫩平原发自肺
腑的热爱，支建华进行了长期
艰苦而卓有成效的调研，对松
嫩平原生态治理倾注了大量
心血。

调研中，支建华发现，松
嫩平原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
凹陷地区，三面环山，周围高
地岩石风化后，地表径流和地
下径流便携带大量可溶性盐
类向平原区汇集，使土地盐
分含量不断增加，再加上地
下深层承压水中含有大量苏
打，逐渐上升而积聚于地表，
使地表土壤逐渐碱化；同时，
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盲目毁
草开荒，过度放牧、樵柴及采
草等不合理活动，也加重了土
地盐碱化。

随着调研的深入，支建华
更加痛心疾首：“资金和技术
是两个亟待破解的‘瓶颈’。
中度、重度盐碱地治理，只有
少量列入国家土地治理规
划。现有的物理改良方法在
盐碱地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已近极限，鲜有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

“盐碱地治理与生态环境改善，是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也是国家粮食安全基地建设的重要生
态屏障。这项世界性公认难题，更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
采访中支建华告诉记者，盐碱地的生态改良需要各方面共
同努力，特别需要财政、税收、科技等方面加大力度。只有
齐抓共管，“东北粮仓”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此，
支建华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国家将盐碱地开发治理工作列入计划，编制
规划，投入专项资金。预算内资金和生态建设专项资金要
重点投入盐碱地治理项目；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和扶贫开发资金，要尽可能对盐碱地治理项目给予倾斜；
连片治理的较大工程项目，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对一般小
型项目或试验性项目，由科研部门、地方政府和农民投工投
劳进行治理；

——把落实好我国《草原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
等法律、法规与盐碱地治理的各项管理措施有机地结合起
来，确保治理工作得到法律保障；

——盐碱地治理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应充分依靠生态
建设专家的智慧，做好系统的全面的技术指导，探索和运用
各种科技成果，保证盐碱地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
高、精、尖的技术人才，有成熟的管理经验，要通过招商引资
等形式，吸引这些大企业参
与到盐碱地的综合治理和开
发中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加快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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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言

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发
展的前提。从理论上和国际
经验来看，当前我国民众的
文化消费应该呈“井喷”之
势。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
年鉴》统计表明，在人均
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
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
消费比重占居民消费总量的
7.6%。据此估算，我国整体
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在4
万亿元以上，而实际上却不
足1.15万亿元，尚有非常大
的扩展空间。“按理说，人们
收入高了，就应该愿意多消
费，而实际却并非全然如
此。”来自文艺界的刘春梅代
表兴奋中流露出一种紧迫。

她列举了这样一组数
字：从1978年到2011年，我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343.3 元 上 升 到 21810
元，增长63.5倍。而居民消
费 率 反 而 从 1978 年 的

48.8%下降到了目前的30%
多。越来越多的收入沉淀下
来，变成储蓄存款。刘春梅
代表分析认为，“百姓用钱的
地方很多，还舍不得把钱用
在买票看戏看电影等文化消
费上。加之受旧的传统观念
影响，居民对文化消费相对
淡漠。有的宁肯花四五百元
请人吃一顿饭，也不肯花四
五百元请人看一场晚会。文
化消费在一些人看来成了附
属品，‘可消费、也可不消
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文化，特别是演艺文化产
业的发展。”

农村文化消费水平偏
低，也有农民文化程度不高
的问题，制约着文化消费的
多样化发展。刘春梅长年
深入农村培训文艺骨干和
进行演出，她深有体会地
说：“当然，提升农村健康积
极的文化消费需求，首先要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进
而提高其消费能力。”“从我
多次去农村了解的情况看，

目前农村文化消费方式较
为单调。刺激文化消费的
基本手段还在于激活农村
居民也包括城镇普通民众
的‘有文化消费’的供给，这
离不开政府投入。”

目前，推进文化惠民，
拉动文化消费，农村和城
镇普通民众是重点。刘春
梅说：“应实施文化消费委
托直补。即：把直补资金
转移给文化产业单位，由
他们多服务，来引导普通
民众进行文化消费。政府
对提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
文化主体给予资金补贴；
对于某些满足农民和城镇
普通民众基本文化需求的
公共服务，全额购买、免费
提供。这既满足了农村和
城镇普通民众的基本文化
需求，又照顾了文化产业
部门的发展，保证了他们
可以通过增加文化产品供
给的市场手段启动和推动
文化消费，从而促进文化
产业发展。”

文化消费也需要拉动
——刘春梅代表建议实施委托直补

本报特派记者 王强

“进入大学以后，丢了人生追
求。”这是许多大学生发出的感叹。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教育中带有
倾向性的趋势是，致力于把大学生培
养成“毕业即可上岗”的“专门人
才”。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冲淡了高等
教育所承担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职
能，而且更为严重地弱化了大学生与
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认可”的双向
互动，因而难以实现高等教育的“育
人为本”的根本使命。全国“两会”期
间，来自我省的孙正聿委员对此忧心
忡忡。

孙正聿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高等教育作
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
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人类文明

史上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既是历史
文化的传递活动，又是历史文化的创
新活动，它既执行文化的社会遗传功
能，又执行文化的时代变革功能。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践行“育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必须强化其“文
化”内涵，凸显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
力，为大学生打造“精神家园”。

孙正聿建议：强化高等教育培养
“专门人才”和培育“健全人格”的双
重自觉，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符合时代
要求的现代人。以“文化”为内涵提
高大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激发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独特人格魅力。
营造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营造自由的、活跃的、创新
的校园学术文化，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形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
度。切实引导大学生开展融入社会
的实践活动。应强化学生之间的交
往实践，鼓励和引导学生的团队精
神；强化师生之间的交往实践，使学
生从自我认同的“代沟”中走出来；强
化社会的交往实践，引导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等各类社会活动；强化学科的
交往实践，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强
化国际性的交往实践，充分利用各种
国际合作平台，让学生切实感受当代
文明形态的变革，塑造有理想、有道
德、有才能、有作为的一代新人。

孙正聿委员建议——

为大学生打造“精神家园”
本报特派记者 李林岩

▲我省全国人大代
表在审议刑事诉讼法修
正案草案时表示，刑事
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立足
现实、放眼世界、科学合
理。
本报特派记者 宋锴 摄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
束后，来自我省的孙丰月委员（右）走出会场。

本报特派记者 吕瑞东 李林岩 摄
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全国政协委员徐涛（右）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本报特派记者 吕瑞东 摄

“‘感恩’一词是舶来品，它的内涵是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是感恩的核
心。”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来自我
省的全国政协委员朱世增发出这样呼吁：应
在全社会范围内，特别是中小学强化感恩、
孝道教育。

在接受采访时，这位委员竟然能背下一
长段一长段的劝世文章。《弟子规》云：“父母
呼，应勿缓；父母命，应勿懒；父母教，须敬
听；父母责，须顺承。”《三字经》云：“为人子，
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
孝于亲，所当执……”朱世增说，“百善孝为
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等这
些感恩、孝道的记载，无疑是传统文化的精
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感恩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
道德准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对于广大青
少年来说，它是一种责任意识、自立意识、自
尊意识和健全的人格体现。”朱世增掰着手
指说，感恩的内容包括感恩父母，感恩党和
人民，感恩国家和社会，甚至是大自然。

“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人们素

以重仁义，重孝道，讲情谊，知恩图报而自
豪。”朱世增很遗憾地说：“近些年来，一些人
受商品经济负面影响很深，变得很冷，这是
道德的严重滑坡。”

“每每看到电视、报纸等媒体刊播子女
不赡养父母的消息，心里都会很痛。”这位委
员说，试想十月怀胎，襁褓开始，呵之护之，
痛之爱之，牵肠挂肚，含辛茹苦将儿女养
大。是父母给了儿女生命，给了儿女一切，
而父母收获的是日渐衰老。若儿女不知感
恩，弃父母于不顾，良心何在？

发生这种情况，“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都是有责任的！”朱世增激动地说。

朱世增建议：中小学应开设感恩、孝道
教育课程，可依据小学、中学各个不同年龄
段、不同的知识结构编写教材。小学可侧重
感恩父母、感恩老师的教育；中学则侧重感
恩社会，感恩自然的教育，选择传统文化如
《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孟子》等书中
关于感恩孝道的论述，融入感恩、孝道教材
中，使这一思想、道德能入心入脑，成为其终
生所奉行的基本准则。

不可忽视做人的基本修养
——朱世增委员谈感恩和孝道教育

本报特派记者 吕瑞东

目前，抗生素耐药问题仍是一
个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问题。全国
人大代表王江滨认为，人群抗生素
耐药问题是全球问题，尤其是我国
的耐药情况相对更加严重。

国家每年生产的抗生素，有一
半以上被用于养殖业。其长期滥
用，可直接或间接引发细菌耐药的
严重社会问题。王江滨说：“由于人
类的每种抗生素从研发到生产都需
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耐药菌株
的出现则仅需要短短的1-2年。这
种可怕的时间差，很有可能会在不

远的将来快速消耗掉可用于人类的
所有现存抗生素，并有可能诱导出
抵御多种抗生素的多药耐药细菌，
即‘超级细菌’。”王江滨对此深感
忧虑。

王江滨说，政府多年来一直高
度重视养殖业抗生素的滥用问题，
曾先后制定了《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饲料添加剂品种
目录（2010）》等多项法律。条文明
确规定，禁止将抗生素作为饲料添
加剂使用。但是2004年颁布的《兽
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禁止将人

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规定，仅仅是强
调不能将人用药品剂型用于动物，
并未从根本上限制人与动物同用抗
生素问题。尤其是2010年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中，仍包括多种
人用抗生素。药典虽然不属于法律
文件，但是如果其与法律条文规定
不匹配，则可能成为法律条文执行
的障碍。

王江滨建议：从国家层面进一
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限
制人与动物同用抗生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王江滨代表建议——

从法律层面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 韩金祥

本报3月9日讯（徐建华 特派记者韩金祥）今天，由国
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妇联举办的中国妇女儿童
十年发展成就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行。部分我省在京
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饶有兴趣地参观了
我省展厅。

我省展厅以吉林大姐、吉林巧姐、吉林乐姐为特色，以
长白山冰雪风情与玉米粮仓为地域背景，运用视频、图片、
数据图表、电子书、实物等形式，展示了吉林妇女在家政服

务业、手工制作业以及粮食
生产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和贡
献，受到参观者的青睐和一
致好评。

我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观
中国妇女儿童十年发展成就展

◀代表们在审议中结合吉林实
际说实情，提建议。

本报特派记者 宋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