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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阴

观 澜

两会日记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这是一个

历史的瞬间。3月11日下午，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反映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是

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站在

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法治中国建

设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

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从我国宪法制

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

关。时间越久远，事业越发展，我们就

越加感受到宪法的力量。不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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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

据，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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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

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规划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

图、施工图，法治中国的美好前景已经

清晰显现，法治建设的崭新画卷正在

激情绘就。

马克思曾说：“只有使法律成为人

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

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

志所创立。”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

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宪法是每个公

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基本遵循。

只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

自由，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

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宪法才能深入人心，使全体人民成

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

定捍卫者。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我

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维护

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中负有重要责

任。全军应以宪法修改为契机，深入开

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

步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深入

推进全面依法治军，努力开启新时代法

治军队建设的新征程。

开启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
■辛士红

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图为军队人大代表热烈鼓掌。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飞运-20的棒小伙儿冯玮被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推选为监票
人那一刻，他内心充满自豪。

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能成为 35 名 监票人中的一
员，冯玮代表感到很光荣。他负责
监票的是第 17号票箱。“作为监票
人，自己第一个投下神圣一票，然
后其他代表依次投票。”

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代表
们就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大家排
成队列，走向大会堂的脚步整齐又
稳健。

许多记者比代表们来得早，
“代表通道”挤满了人。全国人大
代表卓嘎、刘蕾，刘庆峰、贾樟
柯、张荣分成两组接受集体采
访。细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进步、讲起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的梦想……他们的表情有喜
悦，也有自信。

大会堂二楼原本划定的媒体
区座无虚席，工作人员赶忙协调
出两片区域，分给找不到座位的
记者。

1982年 12月 4日，五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
方式通过宪法。如今，“八二宪法”
时隔 14 年迎来第五次修改。全国
人大代表们将用手中的选票，把党
和人民的意志写入共和国的根本大
法。数不清的镜头，聚焦于那历史
性的时刻。

投票、计票，经过不长时间的等
待，大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通过！

如潮的掌声，反映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投下神圣一票，来自陆军部队
的崔玉玲代表说：“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次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是时代大势
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军心民心
所向。”

如潮的掌声，激荡着奋进新时
代的自信与豪迈！

走出大会堂，来自海军部队
的孙健代表语气坚定：“及时把党
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上升
为宪法规定，这是一个发展中大
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全面展示和集中
体现。”

神圣一票
■本报记者 刘化迪

上图：3月11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举行小组会议，代表们审议“两高”工作报告。王

亚东代表（左一）建议将司法介入的关口前移，让

涉法矛盾和纠纷尽可能在一线化解。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右图：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图为军队人大

代表投票。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受访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东部战区陆军
副司令员 张学锋

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 79集团
军军长 徐起零

全国人大代表、武警重庆市总
队政委 修长智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
因重大事件而具有特殊意义——

3月 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会议结束走出人民大会堂，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们展开热议，纷纷表示
这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
心民心所向，有助于更好发挥宪法的国
家根本法作用。围绕相关话题，记者专
访了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 3
位代表。

意义重大，法治建设

取得重大成果

记者：宪法修正案刚刚通过，请大

家谈一谈这将对依法治国带来哪些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张学锋代表：“治国凭圭臬，安邦靠
准绳。”众所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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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修改是国家政治
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
喜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
下，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

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以来，这是第 5
次修改。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投下神圣
而庄严的一票时，我激动不已。这次修
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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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起零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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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宪法修改，把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
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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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崇宪法，领导干部

要发挥带头作用

记者：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带

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

张学锋代表：习主席在重庆代表团
参加审议时强调，要坚持法治、反对人
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
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
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
责，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
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我们各级领导干部
提出了明确要求。

众所周知，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
民的真诚信仰和忠实践行。“其身正不
令而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

宪法能不能得到遵守，法治能不能切实
推进，人民群众首先把目光投向各级领
导干部。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必须
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运用宪法，把法律作为知识体
系的基础性内容，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
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
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推动
宪法贯彻实施。

修长智代表：领导干部切实增强
宪法意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
求。中国自古就有“身正为范”的传
统，我感到，领导干部带头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宪法，有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高
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有助于
推动全社会和部队官兵增强宪法意
识，弘扬宪法精神。

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不仅要带
头学习宪法、掌握宪法，还要比其他人
学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要以这次宪
法修改为契机，广泛宣传宪法和法律，

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让
宪法和法律深入人心。

贯彻落实，让宪法精

神深入人心

记者：在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上，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如何作为？

徐起零代表：习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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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
要指示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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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
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学习宣传贯彻
宪法，一定要从军队实际出发，与正在
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落实到铸牢强军
之魂、扭住强军之要、夯实强军之基
上，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

各个领域。
修长智代表：下午会议结束，我一

回到京西宾馆就给部队打电话，研究如
何学习宣传贯彻的问题。官兵们普遍
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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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方面，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必须切
实强化宪法意识、掌握宪法知识、弘扬
宪法精神，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在交流中大家还感到，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宪法与全面贯彻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要求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开展宪法
宣传教育活动，真正使宪法意识深入人
心，宪法精神得到弘扬，宪法权威得以
彰显。要以宪法为总依据，推进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不断强化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加快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
变，努力提高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法
治化水平，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
强法治保障。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更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畅谈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感悟

■本报记者 刘建伟

会 客 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