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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
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具有持
久生命力。

准确把握我国宪法发展的特点
和规律，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
要，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
容的建议》。目的是通过修改使我
国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更好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刻领
会宪法修改的时代必然、实践必
要、法治必需。

宪法必须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我国宪法发
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条基本
规律。从 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

诞生至今，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
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 年
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 和 发 展 ， 分 别 进 行 了 4 次 修
改。这 4 次修改，体现了党领导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的发展成果，有力推动
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
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实践表明，我国宪法是随
着时代进步、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
不断发展的。

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人民创造
的成就和经验，以更好发挥宪法的
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是
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自 2004 年
修改宪法至今，已经过去 10 多年
了，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
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
就、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对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
列重大政治论断，确定了新的奋斗
目标，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
大指导和引领意义。根据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
势新任务，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
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为的
是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
用。

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是党中
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

决策，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大举措。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
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分表明
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
视。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
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
法，有利于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
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
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有力宪法保障。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也。”我国宪法应该坚持与时俱
进，更好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成为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为国
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活动
准则。
（载1月22日《人民日报》）

宪法必须随着实践发展
而不断发展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魏梦佳 夏子麟

打开电脑，轻点鼠标，就能
选听感兴趣的课程，与名校教师
面对面，还能在线答题、网上互
动……近年来，慕课（MOOC）
以其打破时空界限和学校围墙的
教学优势，正获得越来越多学习
者青睐。作为新兴的“慕课大
国”，中国的慕课建设及应用如
何提速增质，提升教育质量，成
为各方关注的话题。

“爆发式增长”的中
国慕课

在偏远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元阳县，13 岁的男
孩王洵几年来通过“中国大学
MOOC”平台，自学了“古文
字学”“奇异的仿生学”“人体科
学”等多门来自武汉大学、吉林
大学等高校的网络课程，还获得
优秀证书。

“中国有许多可能贫穷但非
常好学的孩子，他们没有很好的
学习条件，但现在互联网教育正
在打破藩篱、创造奇迹，让他们
的眼界更宽、内心更富足。”四
川大学教授王红说。这位女教师
的“中国诗歌艺术”课在“中国
大学 MOOC”平台受到热捧，
累计选课近5万人次。

慕课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
程，近年来在美国、英国、法国
等国兴起。2013 年以来，在国
家持续推动下，我国慕课建设与
应用发展迅猛。教育部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高校和机构自主
建成的慕课平台已有 10 多个，
460多所高校建设的 3200多门慕
课上线，5500 万人次的高校学
生和社会学习者选修。

近日，教育部还推出全国首
批 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其中，以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水平大学为
主建设的 344门课程入选，占课
程总数七成。

“中国的慕课建设与应用正
呈现爆发式增长。”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司长吴岩近日表示，目前
中国慕课数量已居世界第一，慕
课建设走在了世界前列。

教学模式的变革：机
遇还是挑战

“一场全球范围的高等教育

变革正在展开。”北京大学副校长
高松院士认为，在现代技术条件
下，有质量、低成本的开放式大规
模在线教学活动已可成为常态。

在吴岩看来，慕课颠覆了传统
大学课堂教学的教与学的方式，推
动了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一
系列变革。这种“革命性变化”可
以 说 是 在 教 学 模 式 方 面 的 “ 变
轨”，其推广对如今谙熟网络的大
学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看好慕课应用前景，不少
专家仍表示，当前我国在慕课建设
及应用上仍面临挑战。一方面，许
多教师对在线课程的认识还存在
偏差，有的以为就是仅仅把传统
课程录像放到网上，或在课堂上
播放代替老师教学，有的过于依
赖名校网课忽视自身能力提升，
还有的对此抵触，担心会被网络
教育取代。

另一方面，网上课程资源良莠
不齐，课程质量难以保障。全国高
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爱课程”中
心主任吴博坦言，因为准入门槛
低，现在网上课程资源非常多，有
的“老师”根本没有做过教育，再
加上外界过度炒作，“没有质量保
障的在线教育环境可能对未成年人
造成伤害”。

线上线下如何共融让
学生“有所得”

根据教育部规划，到 2020 年
将认定 3000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慕课建设与应用方兴未
艾。业内人士指出，要让慕课更大
发挥育人作用，还需在提质增效、
融合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让学生
真正受益。

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
任王守仁认为，慕课仍需加大关注
学生如何学、学习效果及课程内容
是否是学生所需；从课程立项到设
计制作、审核上线、维护等要进行
严格把关；各校也需挖掘优势学科
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吴博建
议，为避免良莠不齐的乱象，教育
部门应建立更严格的资质审批标
准，保障课程质量。

不少专家提出，最关键的还要
转变教师观念，提升其对在线教育
的认识和能力，激发其积极性和创
造性。“慕课并不是‘万能灵药’，
不可能取代大学课堂，尤其是基础
课和专业课。”一位高校教师称，
其价值在于打破垄断，促进了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而教师如何将慕课
和大学课程有机融合还需更深入研
究和实践。

爆发式增长的中国慕课
还面临哪些挑战

新华社天津 1月 21日电 （记
者周润健） 进入腊月后，2018 年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一些人在
期待新年的同时也发现，这个春节
来 得 比 较 晚 。 2018 年 春 节 为 何

“姗姗来迟”？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解释说，我国目前同
时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历 （阳历） 和
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两种历法。其
中春节每年固定在农历的正月初
一，但它在阳历中的日期却不固

定。
在阳历中，地球绕太阳公转

一 周 为 一 回 归 年 ， 平 年 365 天 ，
闰年有 366 天。而我国传统的农
历是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为依
据，一个月约 29.5 天，12 个月为
353 天—355 天，比阳历年少了 11
天左右。

若是任由农历和阳历间的天数
如此相差下去，那就必然会出现春
节在夏天过的现象。因此，为使得
春节在阳历的时间能保持相对稳

定，我国采取了“19 年 7 闰”法，
即在 19 个农历年中加上 7 个闰年。
这样，如果上一个农历年没有闰
月，那么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
提前 11 天左右；如果上年农历有
闰月，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推
迟19天左右。

由于 2017 年农历丁酉年 （俗
称鸡年） 有个闰六月，全年 384
天，比公历年多出 19 天。因此，
2018 年农历戊戌年 （俗称狗年）
春节要比 2017 年推迟 19 天。2017

年的春节在 1 月 28 日，2018 年的
春节自然就落在了2月16日。由于
2018年是个平年，全年 354天，比
公历年少 11 天，因此，2019 年农
历己亥年 （俗称猪年） 的春节就落
在了2月5日。

天文专家表示，农历春节与阳
历对应日期变动较大，“早春节”
和“晚春节”能相差整整 30 天。
就本世纪而言，最晚春节出现在 2
月 19 日，因此，今年的春节还不
是“最晚”。

2018年春节为何“姗姗来迟”？

浙江瑞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农业工人在称验准备销往市场的有
机火龙果 （2017年11月24日摄）。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发布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村
常住居民 2017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24956元，同比增长 9.1%，连续
33年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首位。

（新华社记者 谭进 摄）

浙江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连续33年
居全国省区首位

新华社特稿 （惠晓霜） 朝鲜
一支 7 人代表团 21 日由陆路进入
韩国，为准备在韩国平昌冬奥会
期间举行演出的朝方艺术团打前
站。

韩联社报道，先遣队由朝鲜三
池渊管弦乐团团长玄松月率领，当
天上午从韩朝之间的京义线陆路通
道进入韩方一侧，受到韩国官员迎
接。玄松月一行继而前往首尔，于
10 时 22 分抵达首尔车站，乘高速
列车前往首尔以东大约 260公里的
江陵市。

按照计划，朝方考察组将在韩
国停留两天，分别在江陵和首尔，

考察舞台、音响设备等设施，与韩
方讨论朝方艺术团的演出安排细
节。

这是2016年2月朝鲜开城工业
园全面关闭后京义线通道首次开
放，也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职以来
朝方人员首次访韩。

韩联社报道，韩方媒体代表在
首尔询问玄松月此行感受，她报以
微笑但没有回答。

韩国和朝鲜9日在板门店韩方
一侧举行高级别会谈，就朝鲜派
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等事宜达成一
致。这是2015年12月以来双方首次
正式对话。双方代表 15日在板门店

朝方一侧举行实务磋商，确定朝
方派遣由三池渊管弦乐团 140 余
人组成的艺术团访韩，在江陵和
首尔演出。

按照双方协议，朝方预定参加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除奥委会代表
团和选手代表团，朝方还将派拉拉
队、跆拳道示范团、艺术团、记者
团赴韩。

国际奥委会 20 日在瑞士洛桑
总部宣布，22 名朝鲜运动员将参
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代表团将在开
幕式上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
场，还将共同组队参加女子冰球
赛。朝鲜运动员参赛项目包括花样

滑冰、短道速滑、越野滑雪、高山
滑雪。

韩联社 21 日援引韩国统一部
消息报道，朝方当天通知韩方，同
意一支韩国先遣团 23 日赴朝，停
留 3天，考察金刚山和元山马息岭
滑雪场。韩方 19 日提议派遣这支
先遣团，为在金刚山合办文化活
动、在马息岭滑雪场举行双方运动
员共同训练做准备。

另外，朝方打算 25 日派遣由
体育部门高官率领的 8 人代表团
赴韩，考察冬奥会相关设施，包
括体育场馆、住宿设施和媒体中
心。

朝鲜艺术团先遣队抵韩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20日电
（记者高攀 孙丁） 美国国会 20
日复会商讨如何尽早结束联邦政
府“关门”风波，但民主、共和
两党坚守各自党派立场，不愿率
先作出妥协，政府“关门”谈判
僵局仍未打破。

参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 领
袖麦康奈尔当天提议就为期三周

的政府拨款法案投票，为联邦政府
提供运营资金至 2 月 8 日，但遭到
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

由于参议院 19 日晚未能通过
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联邦
政府非核心部门从 20 日零时开始
被迫暂时关闭。这是自 2013 年 10
月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再次出现“关
门”风波。

美国会两党仍未打破
政府“关门”谈判僵局

1月21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安全人员在发生袭击事件的喀布
尔洲际酒店附近警戒。

阿富汗警方官员21日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1时30分 （北京时间
15时），发生在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的袭击事件已造成不包括袭击者在
内的至少11人死亡、20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阿富汗首都酒店遇袭事件致11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