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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正在举行之中。此时此刻，海口舰在
亚丁湾护航已经 7个多月时间，正行驶
在返回祖国的航渡途中。

来自海口舰所在支队的赵岩泉代
表，对 5 年多前的一幕记忆犹新：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习主席提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天后，习主席
登上海口舰。那次视察，习主席指出，这
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
讲，也是强军梦。

谈起强军梦话题，许多代表委员
的思绪回到 5 年前的今天。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习主席郑重指出：“建设
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

号角催征起新航。海口舰的深蓝航
迹，是一支军队奋进强军兴军征程的生
动缩影。

亲身感受军队建设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代表委
员激情满怀：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向着
实现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阔步前行。

听党指挥，军旗永远

跟着党旗走——

书写政治建军的优秀

答卷

在习主席提出强军目标 5 周年之
际，全面推进练兵备战，实现强军目标、
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成为代表委员
热议的话题。
“就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次视察部

队，出席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庆
祝建军 90 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大，在
这些关键历史节点，习主席都强调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回顾里程碑
式的历史时刻，海军后勤部政委张平
代表感慨地说，“这些重要论述，开启
了 人 民 军 队 政 治 建 军 方 略 的 新 篇
章。”

海军陆战队司令员孔军代表说：“在
改革强军的时代大考面前，坚决听党指
挥，人民子弟兵必须交出合格的答卷。”

2015 年 12 月，原第 27 集团军机关
移防山西。“一声令下，说走就走，决不讲
价钱、决不打折扣、决不搞变通。”见证那
次战友异地移防，来自陆军的习朝峰代
表感慨良多。
“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是什

么？靠的就是坚持‘铁心跟党走’的信
念。”代表委员们谈到，走进新时代，优良
传统和作风没有变，听党指挥、服从大局
的红色基因没有变。

相似的一幕，在座座军营上演。无
论转隶移交、撤并降改，还是分流转岗、
转业复员，官兵打起背包就出发。

如今，部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
局一新、面貌一新，实现了政治生态重
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
形象重塑。
“最根本的，是强化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海军政治工
作部副主任曹新元代表说，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是习近平强军思想中
的重大观点和核心内容。实现强军目
标，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才能
在政治建军历史课题面前交出优秀答
卷。

能打胜仗，闻令而动

练兵备战——

扛起强军兴军的担当

重任

鼓点激昂，号角催征。今年 1 月 3
日，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习主席视察军

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和部队，指出要在全
军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这是练兵备战
新的时代号角。”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兼教
育长鲁明委员说，“战斗力标准‘唯一’和
‘根本’的双重定语，标志着党对人民军队
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
“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必须有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火箭军某旅发
射一连连长尹东代表说，要把手中武器
练到极致，才能拉得出顶得上。

到北京之前，在高原训练的陆军某
旅副旅长侯云代表对此深有同感。侯云
说：“实战化训练是对接战场的重要途
径，从难从严，实战实训，才能制胜未来
战场。”

对照实战化要求，聚焦练兵备战，代
表委员讨论热烈。
“奋进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

为，就是要回归打仗本源，扛起打仗本
职。”许多代表委员说，要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自觉对和平积习进行大起
底大扫除，把精力和资源聚焦练兵备战。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南部战区
副参谋长陈道祥代表告诉记者，唯有全
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才能履行好新时
代历史使命，唯有强化使命担当，才能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代表委员们表示，军人的
考场是战场，一定要向党和人民交上强
军兴军的过硬答卷。

作风优良，夯实强军

之基——

立起从严治军的法规

戒尺

今年元宵夜，武警官兵手挽手搭成
人墙，在南京灯会现场疏导人流，维持秩
序。无独有偶。1月下旬，暴雪袭击南
京，连夜扫雪的解放军官兵在椅子上和
衣而眠。这些场景刷爆“朋友圈”，网民
纷纷为官兵点赞。

此情此景，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我军
优良传统和作风没丢。

5年来，优良作风正在回归，政治生
态向上向好。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

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海军装备部
政委厉延明代表说，习主席的系列重要
论述，站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高度，阐
述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基础性、全局
性、战略性地位。

变化就在身边。代表委员说，反“四
风”全面展开，紧盯人、财、物、权等关键要
害，精准发力、重拳出击，覆盖到方方面面。
“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

地。”代表委员纷纷谈到，反腐败工作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的目
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
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形成
压倒性态势。

来自基层部队代表委员说，大力纠
治发生在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遏制了
插手基层敏感事务等“微腐败”现象，基
层风气为之一新。
“作风改到深处，最有效的是法治，

最管用的是制度机制。”海军纪律检查委
员会副书记辛崇东代表说，一系列法规
制度的出台，使得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驶
入法治轨道，部队风气得到根本好转。

驻澳门部队政委周吴刚代表说：“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转作风正风气没有
完成时，必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必须
落细落小、抓常抓长。”
“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

止。”从两会会场，放眼座座军营，我们清
晰地看到，在强军目标指引下，焕发出无
穷活力的人民军队，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在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
程上步履铿锵、奋勇前行。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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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
次会议 11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法案组组长
沈春耀受大会秘书处委托作的关于宪法
修正案草案建议表决稿审议情况的汇
报，同意将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作
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审议情
况的汇报，大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专
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
选的表决办法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
定将两个草案分别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四
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姜信治作
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有关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的人选酝酿情况的汇报，决定将名单草
案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11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 190人，出席 190人，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3月 11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
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表决稿，大会关
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

定草案，大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
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
的表决办法草案；酝酿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的人选，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
会议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宪法修正案
草案表决稿，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
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提请大
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举行
十 三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主 席 团 举 行 第 四 次 会 议

栗战书主持

九鼎重器，百炼乃成。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是时代大势所

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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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

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

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中央政治

局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到《中共

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从党的

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到

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提

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这次宪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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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

功。”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

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我们党

治国理政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

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

俱进、完善发展，这是我国法治实践

的一条基本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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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了5次

修改。通过修改，我国宪法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

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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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

条，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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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宪法

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

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

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

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

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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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

性工作。我们要以这次宪法修改为

契机，把实施宪法摆在新时代全面

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有力措

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

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制

度保障，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

翻开宪法序言，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程清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实践，在国家根本法上留下辉煌篇

章。踏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维护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更

好发挥宪法治国安邦总章程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越走

越宽广，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为民族复兴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上接第一版）充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
果，体现了我们党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
执政理念和政治担当，体现了新时代夺
取“四个伟大”新胜利的必然要求。我们
要充分认清这次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增强拥护支持、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行
动自觉，做到学习领会更加到位、理解把
握更加透彻、贯彻执行更加坚决，自觉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近段时间一直关注宪法修改工作的
军事科学院军事法专家、副研究员王祥
山，谈起这次宪法修改时说，从中央政治
局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到《中共中央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党内
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从党的十九届二
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
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
案）》的议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这次宪法修改始终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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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修改宪法，符合宪法发展的客

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国防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专家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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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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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
了 5次修改。通过修改，我国宪法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
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第 73集团军某
旅党委一班人在讨论中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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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
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
力。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战略支
援部队某部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谈到，在
我们党胜利召开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期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在党和国家内
外环境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组
织实施宪法修改，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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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
条，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这次宪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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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大力弘
扬宪法精神，坚决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保证宪法实施。武警西藏总队、火箭军
某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大队官兵谈
到，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
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
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
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把实施
宪法摆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
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政
治和制度保障，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

踏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东海舰队
航空兵某旅“海空雄鹰模范飞行大队”施
连军等4名飞行员，刚刚完成飞行任务就
参加学习讨论。施连军在讨论中说，作为
军人，我们要以鲜明的政治态度、走在前
列的标准要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宪法，
推动宪法精神在部队全面贯彻落实。第
72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中表示，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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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提供坚强保障。
（记者杜康、邵龙飞，特约记者相双

喜，通讯员张浩鹏、吴春辉、邵阳、张榕、

余文彬、许小赛、范俊刚、黄翊、朱伊丹、

王丹宇、童祖静、甘兆楠、侯伟、杨高峰等

采写）

坚决拥护党和人民意愿 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3月10

日上午，习主席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并对如

何立政德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意义。

政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政德正则民风淳，政德毁则民风降。

正如《论语》中所说：“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做人讲

人品、为官讲政德，这是维护社会公

序良俗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人必

须坚持的道德操守。我们党在选人

用人上历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就是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

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

方能用得其所。领导干部的政德好

坏，绝不是私事、小事，而是事关党的

形象和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大

事、要事。

立德，就要明大德。养大德者方

可成大业。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大

德，就是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

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

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

立场坚定。

立德，就要守公德。公德就是公

众之德、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守公

德就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

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

底无私天地宽。

立德，就要严私德。百行德为首，

品洁人自高。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

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

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

于人民。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

“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

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

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对军

队领导干部来说，德是素质的灵魂，既

要修德在前、立德在先，更要在“德”的

标准上高于官兵、严于官兵。如何立

德修身？习主席强调，要多积尺寸之

功。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

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慎独慎初慎微

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

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

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管好自己的

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

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

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辛士红

观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