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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托，张德江向大会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我一直惦记着大家，特地来看看大家。”
“你们战风雪、斗严寒，穿行在林海雪原，巡逻在边防线

上，我很受感动。大家辛苦了，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我到部队调研都要抽空到基层连队的宿舍、食堂、哨所

看一看，了解战士们衣食冷暖、生活急难，要求在标准下尽量
把战士生活搞得好一些。”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心系基层、情系官兵，数十次深

入基层部队视察调研，走边防、上高原，登甲板、进座舱，体察
兵情、关心兵事、排解兵忧。统帅的殷殷深情，浸润座座军营，
感动百万官兵。
“统帅与我们心连心！”连日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回望习主席的基层足迹，感悟
领袖的崇高风范，体悟统帅的爱兵情怀，衷心拥戴习主席的情
感更加炽热，奋进新时代强军征途的信念更加坚定。

“我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对军队

怀有深厚感情”

——情由心生，统帅对基层官兵有

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2018年元旦前夕，习主席发表新年贺词。
细心的人发现，习主席身后书架上有 3张与军队有关的照

片：分别是习主席向“八一勋章”获得者授勋、朱日和沙场阅
兵、看望慰问阿尔山戍边官兵。尤令官兵倍感亲切的是，还有
一张习主席青年时代的军装照。
“细节是最好的注解。”“八一勋章”获得者、武警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代表说，它传递出这样的信
息：中南海连着基层一线，习主席牵挂着万千官兵。

时代在变，我军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优良传统没有变，
统帅对官兵的深厚感情没有变。

1979年，习主席从清华大学毕业就穿上军装。3年后，到

河北正定工作时，他仍穿着褪色的旧军装。
习主席曾深情地说——
“我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对军队怀有深厚感情。从小我

就较多接受了我军历史的教育，亲眼目睹了我军很多老一辈
领导人的风采，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对军队的真挚感情。”

曾任驻闽某步兵师师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何卫东代表，
讲述了习主席当年在福州、上海两地任职时两个难忘细节——
“1990年 5月，我们师部由连江县移防到福州市区，习主席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带领市委班子，连夜冒雨赶来看望官兵，
在师指挥帐篷里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一次解决了 300多名随军
家属落户和 100多名官兵子女上学问题。习主席当时说，部队
的事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习主席在上海工作虽然只有 7个多月，但他却 10多次到

部队看望慰问官兵。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八一前夕，他专
程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慰问，参观连史馆，听取情况介绍，
还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拉家常。”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这首习主席

1991年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写下的《军民情·七律》，何卫东代表
一直熟记于心。他说：“诗中‘爱我人民爱我军’7个字，字字千
钧，习主席对人民军队不变的挚爱沛然流露！”

岁月峥嵘，情怀如初。对官兵，统帅始终有一种天然亲近
感——

空降兵黄继光生前所在连指导员余海龙代表说，他永远
忘不了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同习主席围坐一张桌子
吃饭的情景。
“当时，我坐在习主席左手边，习主席给我夹了两次菜、问

了我 3个问题。习主席先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问我单位有什
么特点？空降兵跳伞危不危险？基层训练辛不辛苦？我汇报
完部队实战化训练情况后，习主席说，你们确实很辛苦。当一
盘梅干菜红烧肉转到面前时，习主席又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
肉。”时光荏苒，但那一刻的感受，余海龙代表依然记忆犹新：
“非常激动，非常温暖”。

深情大爱，发自肺腑。对基层，统帅始终牵挂在心——
（下转第二版）

统帅的士兵情怀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深情讲述习近平主席的爱兵故事

■本报记者 王士彬 费士廷 安普忠 尹 航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1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听取了张德江委员长受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托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

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人，出席 2964人，缺席 16人，出席人

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主持会议。
与会代表经过表决，首先通过了由 35名代表组成的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王少峰、杨艳为总监票人。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的规定，表

决宪法修正案草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全体代表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经过约 40分钟的发票、写票、投票、计
票，15时 51分，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赞成 2958 票，反对 2
票，弃权 3票。

王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会场顿
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11日发布公告，宪法修
正案予以公布施行。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张德江向大会作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过去的五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
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
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权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
面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取
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张德江从 7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一是着
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二是着力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
改革于法有据、顺利实施。（下转第二版）

十 三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举 行 第 三 次 全 体 会 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时

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军

心民心所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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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确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

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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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坚实宪法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军官兵坚决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坚决

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

表也。”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

中体现。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事关全局的重大立法

活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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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我们党紧

跟形势发展、把握时代特征、立足“四

个伟大”实践提出的，是着眼新时代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审慎研拟的，是在凝聚集体智慧、

体现人民意愿、取得高度共识基础上

形成的，十分成熟，科学可行。这次宪

法修改，从提出指导思想，到确立遵循

原则；从集中各方智慧，到形成党内建

议；从代表认真审议，到会议表决通

过，始终贯穿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精神和原则，是我们党领导立

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

生动实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体现。

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宪法

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

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具有持久生

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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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 1988年、1993

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 4次修改。

4次宪法修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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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及时把党和人民创

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上升为国家

宪法规定，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

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宪

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

展。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

指导地位；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内容；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

举措；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

面领导的内容；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

面的有关规定；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

的各项规定等。这次宪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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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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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必将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引

领、推动、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更

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

也在于实施。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实

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

用。全军和武警部队要以这次通过宪

法修正案为契机，按照走在前列的标准

要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宪法。要广泛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强化宪法意

识，掌握宪法知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习，全军官兵积极参与，成为宪法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要以宪法为总依据，推进新时代全面依

法治军、全面从严治军，坚持立法、执

法、司法和法治宣传教育一体推进，加

快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要推

动宪法精神在军队全面贯彻落实，强化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提高国防和

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推动治军方式根

本性转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宪法保障

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
法治”；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

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
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
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十三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
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包
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
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一自然段相
应修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
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
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

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
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
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
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
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
存在和发展。”

第三十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
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
加强。”

第三十五条 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
主的对外政策，（下转第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18年 3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年 3月
11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 3月 11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本报北京 3月 11日电 今天，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消息
一经发布，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
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坚决拥护党
和人民意愿，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

威。大家认为，这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大举措，对更好发挥宪法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的重大作用，为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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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

需、党心民心所向。”军委机关各部门和
各战区机关干部在学习讨论中谈到，这
次宪法修改，（下转第三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坚决拥护党和人民意愿 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