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4日，雨花区法院组织初任法官来到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南广场，在市民的见证下向宪法
庄严宣誓。

“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
你被打成右派”

1978年12月6日， 《人
民日报》发表了李步云的文
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 此时，距举世瞩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只有
12天。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
即将召开，人心思法、人心
思定、人心思治的情绪很强
烈，以前不允许谈的问题现
在可以讨论了。我想一个新
的时代开始了，法学的春天
到来了，这篇文章从构思到
写完不到半个月。写这篇文
章有压力，但内心很坦然，因
为我的观点立得住脚。”回忆
起当年写文章的情形， 李步
云笑称自己“当过兵， 胆子
大，不怕”。李步云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3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左臂被炸伤，
至今无法伸展。

法律平等问题在1954
年的宪法中有表述，但是在
1975年的宪法中被取消了。
李步云的文章发表后，国内
国外反响很大，李步云收到
好多信件。其中一封从陕西
农村寄来的信，给他的印象
很深。“字迹很好，可能是个
知识分子写的。他说‘我很
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
成右派’。”

让李步云欣喜的是，不
久发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公
报中，出现了“人民在自己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语
句。45岁的李步云， 为中国
法学界突破理论禁区迈出
了第一步。

罪犯也是公民

不久，“胆大”的李步云
又写了一篇“捅马蜂窝”的
文章。

有一次，李步云参加一
场民主与法制研讨会，时任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
群作了主题发言。邓力群说
“文革”期间，他被关在小汤
山的秦城监狱隔离审查，亲
眼看到监管人员为了惩罚
被审查的人，故意把一碗饭
倒在地上，要那个人趴在地
上给舔了。李步云听了这个
故事很气愤：“毛主席都说
过要把犯人当人看，他们这
样对待这些还并未定罪的
人是很不人道的。” 他找到
同样关注罪犯人权的法学
专家徐炳，共同写了《论我
国罪犯的法律地位》 一文，
刊登在1979年10月30日的
《人民日报》上。

这篇文章中说，罪犯也
是公民， 他有很多权利，尽
管剥夺了他很多自由，但他
的财产、人格尊严、人身安
全等都应受到保护。“文章
发表以后， 全国闹开了。监
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
报》 说，“你看， 我也是公
民”。该文引起很大的风波。
《人民日报》、全国人大研究
室，还有公安部劳改局等地
都收到好几百封信，有反对
的，也有支持的。李步云私
交很好的一个同学也在上
海一家报纸刊发整版文章，
批评李步云的观点，不同意
罪犯也是公民。

后来，公安部劳改局办
公室主任李均仁跟李步云

人物档案：

李步云，1933年生，湖南娄底
人，1949年11月参军。1957年考
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65年
研究生毕业， 师从法学泰斗张友
渔。1967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法学
研究所工作，30多年来，多次参与
宪法修订， 所提的“依法治国”、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写入宪
法”等建议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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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学家江平评价他:���“我最敬佩他两点：第一是他的勇气，第二是他的骨气。”
36年前《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标志法学界思想解放的开始。他曾为叶剑英起草82宪法修改委员会会议的讲话稿，在吴邦国主持的

修宪座谈会上提意见。

娄底人李步云:

二十年改一字 从法“制”到法“治”
12月4日， 是中国

第一个宪法日。81岁的
李步云应邀参加全国人
大关于立法法修改的座
谈会。

谈及现行宪法的修
订， 得从36年前的一篇
文章说起。1978年12月
6日，《人民日报》曾发表
一篇引起中国法学界轰
动的文章《坚持公民在
法律上一律平等》。此文
后来被视为“文革”后中
国法学界思想解放的标
志。 文章的作者正是时
任中国社科院法理学研
究室副主任的李步云。
此后30多年里， 他多次
参与宪法修订， 所提的
“依法治国”、“‘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 写入宪
法”等建议被采纳，并和
江平、郭道晖一起，被尊
称为中国“法学三杰”。

这位参加过抗美援
朝、 左臂受过伤、 自称
“胆子大” 的娄底人，是
怎样在法治中国的道路
上留下了湖南人的深刻
印记？ 近日， 三湘都市
报记者专访李步云。

令人意外的是，81岁的
李步云现在仍坚持给广州大
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
他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
委员， 兼任广州大学人权研
究院院长。每年，他还要给人
权教育培训班的学员上课，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中
“推销”保护人权理念。这样的
工作量对于一位81岁的老人
来说已经超重， 但他精神不
错。不熟悉的人很难看出他是
个左臂难以伸直的残疾人，更
难看出他曾参与和见证了中
国一系列重大法治事件。

“我现在要靠安眠药才
能睡着，不是失眠症，而是
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有创作
的冲动。”10月23日，十八届
四中全会公报发布，提出要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专门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
在党的历史上是头一次。这
样的新政成果，李步云比旁
人有更多值得兴奋和欣慰
的理由。

“文革”后，李步云是第一
个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法
学界人士。30多年来， 他为此
走过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我并不认为我是最优
秀的， 只是敢说话而已。”李
步云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

交换意见。 他说，“李老师你的文章
写得好，很多事我们以前没有想到，
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希
望你再写。”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张友渔也力挺李步云，“这篇文章没
有错，观点是对的，如果说有什么不
足，顶多是说早了一点。”

64号文件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
等7部法律出台后，胡耀邦说，党内
有些规定和这些法律有矛盾， 中央
应该出台一个文件纠正以前的一些
错误做法。 中央书记处就叫中国社
科院法学所推荐人， 这项重任落到
了邓力群及李步云等几位法学专家
头上。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9年
的30年时间里， 判3-5年以上刑期
的稍微严重些的案子， 必须经当地
党委讨论通过以后， 检察院才能盖
章批捕、法院才能判决。在接到这份
文件起草任务之前， 李步云就写了
一篇2000字的文章登在《人民日
报》内参上，陈述了取消党委审批案
件的9条理由。《人民日报》用“大参
考” 把这篇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
“我跟邓力群说这个内容应该写进
文件，他说‘你去调查一下’。”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得到了
众多司法界领导的支持。 在起草文
件过程中， 有一天天津清河县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时， 不少与会人员抱
怨，当时正值秋收，事情很多，党委
会还得一件件地审批案子。 有位参
会的新华社记者就此写了内参，胡
耀邦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都批
了， 说要研究是否保留党委审批案
件制度。

因为文件涉及很多问题，邓力
群召集李步云等人讨论了8次，每
次讨论修改后，第二天就打印出新
稿，再进行研究完善。文件通过后，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全体鼓掌，这是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时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江华到处讲，“我认为这
个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是
建党以来， 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
个、最重要、最深刻、最好的文件，是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的重
要标志”。

这份 64号文件名叫《中共中央
关于坚决保证刑法、 刑事诉讼法切
实实施的指示》， 1979年9月正式发
布， 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
制度。

文革后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依
法治国”

64号文件还有一个突破： 官方
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法治”
一词，这是有意识地使用“治”而非
“制”字。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已
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但直
到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上，才将建设“法治国家”写进了宪
法。一字之差，却争议了二十年。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