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岁的责任与担当
法律上规定年龄满 18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人体的一切机
能开始走向成熟，被社会定义为“成人”，不再
享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呵护，但是可以享受成
年人享有的任何权利，开始拥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民法规定： 十八岁的公民有完全行为能
力， 可以完全以自己的行为进行民事活动，只
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是有效的。

成年和未成年的界限

我国宪法等有关法律，关于未成年人和成
年人的法律界限是十分明确的。 我国法律规
定，年满 18 周岁 是成年的标志。 宪法规定：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
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权利和义务

我国公民年满 18 周岁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章规定了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详见宪法第三十三
条至五十六条）， 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
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

《民法通则》 第十一条规定：“18周岁以上
的公民是成年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
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
《兵役法》规定：“凡年满 18 周岁的男性公

民，应被征集服役；当年未被征集，在 22 岁以
前，仍可被征集，根据军队需要，也可按照上述
年龄征集女性公民。 ”在平时，士兵（包括志愿
兵）服现役的年龄是 18－35 周岁，主要是 18 岁
公民。 士兵预备役的年龄也是 18－35周岁。 年
满 18 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依法予
以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第九条规定：“已满
14周岁不满 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从轻
处罚，不满 14 岁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于处罚，
但是可以予以训诫， 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
教。 ”据此规定，年满 18 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
理的，应当依法处罚。 年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 16 岁的人犯
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岁不满 16 岁的
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它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岁不满 18 岁的人犯罪就不能以“年轻”为理由
要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 第十四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岁的不适用死刑。 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岁
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 ”

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自治区、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
自治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
规定所规定的结婚年龄，女不早于 18周岁。

送女生的 18岁生日礼物
18 岁的生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一

个告别过去稚嫩童年， 迎接新的生活洗礼的日
子。即使 18岁前后，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
们对待生活，对待身边的人，对待我们所做的事
情的感觉是绝对不同的，因为 18岁这个重要的
年纪，证明着我们长大了，需要有责任感了，需
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负责任了。我们觉
得这个 18岁生日应该很郑重， 因为长大了，同
时又很兴奋，因为即将过上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而心思细腻的女生对这个日子就更加重视，送
女生的 18岁生日礼物也要慎重挑选，一定要寓
意深刻，一定要投其所好。 送女生的 18岁生日
礼物应该是很清凉，很温馨的。

浪漫的音乐盒

音乐盒仿照钢琴的样子制造，典雅精致，散
发浓浓的韵味，表现雅致的格调，播放音乐时是
一个音乐盒，当不播放的时候，不仅是一个有意
思的小摆件， 同时也可以作为女生的首饰收藏
盒，可以盛装一些耳环、项链、戒指之类的精致
小饰品， 可以说是一物多用， 很好地利用了空
间。适合赠送给性格比较安静的女生，还可以赠
送给爱好音乐的女生，它是不错的选择。

节能护眼灯

18 岁的女生应该都是在上学的，节能灯不
仅简洁优雅， 白色与绿色的搭配也给人一种干
净剔透的感觉，正适合 18岁的女生。 护目原理
的柔和灯光对眼睛没有伤害， 而且一个小小的
节能护眼灯能让一个 18岁的女孩知道，不仅现
在要保护自己的眼睛， 也让她懂得以后的生活
中，学习中，工作中，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要
学会保护自己。

多功能迷你时钟

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无论对谁，送一
个 18 岁的女孩时钟，让她懂得珍惜时间，明白
时间的宝贵。迷你希望她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要
浪费时间， 要利用好时间，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而不是碌碌无为。

在一个女生 18岁的时候送给她一件有意义
的礼物，这对她的一生都会产生很积极的影响。送
女生的 18岁生日礼物一定要精挑细选，给她们的
童年一个完满的交代和总结，同时让她们有足够
的勇气去接受新的生活，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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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爱的儿子：
今天是你 18 周岁

的生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日子里，爸爸妈妈为你高兴！向

你表示祝贺！
18岁，多么美好的年华！ 18岁，

是希望，是憧憬，是未来。18岁，也意味
着长大成人， 意味着从此肩上担负起责

任：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
在你跨入成人的行列之时，在你跨入大

学校门之际， 我们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你
长大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对周围、对社会

也有了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不管你的思考和认知
是否正确和成熟，我们都会充分尊重你，不会强求

你。今天你已经是成人了，我们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
礼物，想来想去，就与你做一次成人之间心与心的交

流与沟通， 也衷心送上爸爸妈妈对你最真挚的祝福和
希望。

健康快乐。健康是学习和工作的本钱。快乐是幸福的
表现，是成功后的心情。 这些感悟，越来越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把健康快乐放在第
一条来与你交流，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记住它，你会受益终
身。 大学期间，你舍不得让一分一秒从你身边无端的溜走，但
在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每天抽一点时间
锻炼身体，身体好会有助于你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实现你的
理想，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力拼搏。 学无止境，学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跨入大学
后，我们相信，你会用最大的努力、最好的状态和更加灵活的方
法去学习，去赢得各种荣誉，获得各种奖励。 记住：付出和努力不
一定有回报，但不付出不努力肯定没有回报。 道理你都明白，算是
与你共勉吧。 青春是美好的，又是短暂的，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
现在正是播种人生希望的大好季节，希望你紧抓时机，及时播种。
这里套用清华大学余世维教授的格言：播种一个思想，会收获一个
行为；播种一个行动，会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会收获一个
性格；播种一个性格，会收获一个命运。 同样播种一个微笑，会收获
一份温馨；播种一滴汗水，会收获万担粮食；播种一个理想，就会迎
来一生的幸福。 儿子，我们还是那句话———相信你！ 你永远是最棒
的！

志存高远。“18岁”是我们人生旅途真正的起点，从今天开始，你
将肩负起自身的责任，为自己的人生确立一个方向，设定一个目标，
努力发展自我完善，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18岁的时候，喜欢憧憬未
来，却常常为找不到方向而烦恼、彷徨。 其实，世间事只有想不到，没
有做不到，“只要有梦，就会实现”。 记得余秋雨先生说过：“人生就是
不断征服目标，同时又设下新目标的一个过程”。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
事，说某年哈佛的毕业生临出校门的时候，校方对他们做了一个有
关人生目标的调查， 结果是 27%的人完全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
模糊，10%的人有近期目标，只有 3%的人有着清晰、长远的目标。 多
年过去了，那 3%的人坚持不懈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最终成为了社
会的精英，而其余的人，成就要相差很多。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
或大或小的成就时，希望你记着“知不足者常乐”这句格言。 因为自
满永远是人生的大敌，不满才是进取的动力。 科学在不满中冲破了
禁区，思想在不满中睁开了眼睛，生活在不满中走向了幸福，人生
在不满中迎来了辉煌。

学会感恩。 要感激在你成长道路上为你付出的老师和陪伴你
一起走过的同学，感激世上一切真、善、美等对你的滋养，以这样
一份感激之情来实现你的理想。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和漫长的，不
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困难，我们都希望
你正确对待，客观评判，不管今后你走到哪里，都要认认真真做
事，踏踏实实做人，做一个真诚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知大礼
懂事理的人。

阳光灿烂。 步入大学只是人生的一个台阶，迈上这个台
阶，还有更多的台阶在前面等着你，还需要用你的青春和责
任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当前，我们觉得从大一第二个学
期开始，你就应该坚定一个信念，瞄准考研，为你以后的
人生铺路，只要为自己的理想去拼搏去奋斗，不论结果
如何，你的人生都将是灿烂阳光的。还有一点，无论做什
么事，只要尽心了，努力了，就会问心无愧，不留遗憾！
开开心心、阳光灿烂的迎接每一天！

儿子，放松心情，迈开稳健步伐向着你心中的
目标前行吧！ 未来属于你！ 爸爸妈妈为你鼓劲、为
你加油！ 请记住，我们永远是你前行中最坚强的
后盾，我们支持你，我们保护你，我们更爱———
你！ 成人洗礼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唤
醒，一番激励，一份期待。 爸爸妈妈这封信就
算是给你的成人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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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