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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卷浪飞，一场巡逻艇查证部署
演练在南海舰队某部展开。演练中，
在对位于我驻守岛礁周边活动的不明
船只进行查证时，官兵严格遵照《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法规，采取恰当
措施，既维护了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又确保一切行动都有理有据有节
进行。
“涉外活动无小事，法律连着战斗

力。”这句话一直印刻在该舰队官兵脑
海中。不久前，该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
开展保交护航、反恐反海盗、武力营救、
临检拿捕等实战化远海训练中，强化官
兵职责意识和海洋意识，有效提升了官
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
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

每个内容都经法律论证，每

个环节均有法可依——

课目设置，斟酌再三只为

合理合规

启航后，长沙舰会议室里，指战员
们不仅从实战角度推敲训练课目的科
学性，还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
规相关条目，对课目设置是否依法合规
进行反复论证。
“每次出海，我们都要求官兵熟记

海空情况处置规定和海洋法规，确保
即便有事，也能做到不乱阵脚，处置
得当。”编队参谋长邱文生说，课目设

置既要严格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又要
顾及其他国家依法在该海域享有的同
等权利。
“编队航行通过一些重要海域，途

经沿岸国不同法律属性的相关海域犬
牙交错。”长沙舰舰长李金伟摊开编队
远海训练计划图例，指着一条绵延数
千海里的航线介绍说，“此次远海训练
课目共有 20 余个，各个训练环节均有
法可依。”

法院副院长走进中军帐，年

轻值更官喊话挑大梁——

人员编配，专业的人干好

专业的事

荧幕闪烁，键盘敲击，一场对抗演
练正紧张进行。长沙舰作战室内，各战
位人员都全神贯注地紧盯着屏幕上突
然出现在演练封锁区的可疑“商船”。
“参照相关国际惯例，为防止‘敌’

以地方商船名义掩护通过封锁区,我们
有权对不明国籍的船舶进行查证。”演
练中，南部战区某军事法院副院长黄云
提出建议，并被指挥员迅速采纳。
“随着海军不断走出国门，法律作

用日益凸显。”编队政管组组长危四刚
说，如今，他们练兵打仗不仅突出实战、
注重联合，还增设法律席位，邀请法律
专家走进中军帐建言献策。
“呼叫在经度×××、纬度×××

上的机动船舶，我是中国海军×××
舰……”驾驶室里，年轻的值更官、佩戴
中尉军衔的女干部王蓉正通过无线电
设备向不明国籍的船只喊话。

军舰喊话是一项专业度很高的任
务，喊话人员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熟
知《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海上意外相
遇规则》等相关法规，随时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据了解，随着战舰执行出访
和中外联演任务增多，在喊话中口语
流利、发音标准、用语规范，已成为官
兵的必备技能。
“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是不是国

家的海洋领土？外国舰船有没有自由
航行的权利？”演练结束，编队将《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及航经海域沿岸国相
关法律法规摘编成册发给官兵，并实
时展开案例解读，确保大家熟练掌握
法律应对程序。

登临检查处处于法有据，保

护海洋人人严格自律——

末端落实，法律意识根植

官兵头脑

云飞浪卷，碧波万顷。
衡阳舰突然响起战斗警报：一艘可

能装载“违禁货物”的不明国籍可疑“商
船”正航经编队附近海域。按照《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明确的军舰登临权，衡阳舰
奉命前出，对其实施登临检查。

空中，直升机前出侦察，快速锁定
目标；海面，衡阳舰高速接近，并通过电
台向可疑“商船”喊话，令其停车配合检
查。然而，可疑“商船”并不配合，而是
转向逃离。

最终，在军舰和直升机的围追堵截
下，可疑“商船”减速停车，陆战队员乘
小艇登船进行检查。全副武装的陆战
队员手持执法记录仪，认真核实可疑
“商船”的货物清单、船员名册、航行日
志等文书资料，并依法对可疑舱室进行
勘验。
“‘商船’上果然装载有《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中列出的‘违禁货物’！”陆战
队员迅速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检查
笔录等相关证据进行固化。

在此后开展的反恐反海盗、武力营
救等系列演练中，官兵们完美实现了法
律和实战的深层次融合。
“根据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缔

约国有防止由于违反公约排放生活垃
圾、有害物质等而污染海洋环境的义
务。”编队保障组组长王洪成指着舰
上的垃圾压缩处理器介绍说，远海训
练以来，编队各舰严格坚持垃圾分类
处理，将有害物全部压缩打包或集中
存放，待编队靠港后统一处理。
“保护海洋人人有责。”细节之处，

不仅凸显官兵一流的遵纪意识和法律
素养，也展示出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师的
良好形象。

上图：实战化训练中，舰载直升机

升空警戒。 刘畅平摄

远洋护航，彰显法治力量
—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强化官兵法治素养见闻

■本报记者 马 飞 特约记者 周启青 通讯员 王 栋

“开训至今，人均成绩连续 3个月
节节攀升；纵向对比，较往年同期明
显提高！”3月下旬，中部战区空军某
旅五站月考成绩单出炉。
“没想到，连续坚持了 5 年的开

训即加难度的组训模式，在今年画
上了句号；更没想到，人均成绩不
降反升！”看到成绩，官兵们纷纷感
慨道。

原来，该站曾受领某项试训任
务。试训之初，他们按照惯例制订了
一份超常规的训练计划。按照这一计
划，全站各个层级官兵一开训就瞄准
大纲上限，甚至训练标准向上取一
级，倒逼官兵发挥潜力，高起点展开
实战化训练。

然而，试训过半，站里组织摸底
考核，官兵们却交出这样一张成绩
单：人均成绩下降；部分训练课目多
人出现“挂科”；“两头冒尖”有抬头
的趋势……

问题出在哪？反思中，大家纷纷
吐槽“超纲”训练计划：部分训练
课目贴合实战要求重新设置，训练
内容、标准均发生较大变化，官兵
仍在学习掌握，并不具备“超纲”
训练基础；部分重难点训练课目
“超纲”标准要求较高，官兵精力分
配不合理，导致出现偏训漏训情
况；部分官兵存在短板弱项，“还没
学会走，就要准备跑”，“短板效
应”凸显……

该站党支部随即召开议战议训
会，立足自身训练实际，明确提出：
不搞“超纲”训练层层加码，不搞
“超时间”训练打疲劳战，坚持按纲施
训，确保训练人员、时间、内容、质
量“四落实”，训练成绩与战备能力同
步提升。

按纲施训、科学施训催生高涨热
情。模拟训练室内，教练员随机抽
考、现场辅导，实时掌握官兵训练进
度；人工标图室内，参加同一训练课
目的报务员分批进入，“精准参训”让
全员成绩有了起色……

一季度考核结果显示：该站 5名
“一号班”人员训练成绩实现全优；3
名上等兵在骨干帮带下，查漏补缺、

训准训强，实现从“跟跑”到“领
跑”的转身。“难度降到‘刚刚好’，
把追求‘拔高’的劲儿用来打基础，
平均成绩自然水涨船高。”该站站长
黄伟一脸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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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相关政策“放开”后，几

次保密检查，某部还是发现了不少安全

隐患，为防止失泄密事件的发生，他们

研发了一款手机监控软件，用于限制智

能手机的图像传送、语音聊天等部分

“高危”功能。这提示我们，加强军营

管理，要多想于法有据的好办法，切勿

一禁了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军成为全

军将士的自觉遵循，强军之基越夯越

实。但毋庸讳言，少数带兵人的法治意

识不够强，以权代法、以罚代法的情况

还时有发生。在一些领导干部潜意识

中，总觉得封闭式比开放式更保险，

“面对面”比“键对键”更放心，抓在

手上比看在眼里更踏实。于是，习惯于

凭借自己的经验来管理部队，把“严

格”变成了“严禁”。如此一味地防、

封、堵、压，不但违背法治精神，也会

给部队正规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新时代强国强军

的宏伟蓝图，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从严治军的战略部署。我们应由以前

的凭经验、重习惯转变到讲科学、讲法

治上来，不断提高依法抓建部队的素质

和能力。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

有把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军的螺丝

拧得紧而又紧，过去那种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的长官意志，搞土政策土规

定的顽瘴痼疾，才会失去滋生土壤、

丧失存在空间。

今年5月1日，我军新一代共同条

令将正式施行。好的法规制度，更多地

是为了以抓规范来促发展，而不是借规

范来禁发展。当前，让广大官兵享受各

项规章制度带来的“红利”，需要做的

工作还很多。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进

一步端正法治观、政绩观、安全观，通

过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严到点

上、严到根上。如此，才能从微观领域

和末端环节推动治军方式实现“三个根

本性转变”，才能在全面依法治军道路

上越走越远。

勿将“严格”变“严禁”
■陈 旭 杨贵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
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
效力……”4月 11日，上士赖国辉正
通过政工网和律师进行在线交流，
深入学习宪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
这是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通过网络普
及法律知识、提升学习质效的一幕
场景。

据该旅领导介绍，两会召开后，
他们迅速探索推广互联网学习模式，
确保官兵对宪法修正案等法律法规学
深学透、学以致用。

法立于上，教弘于下。连日来，
该旅推送的题为“我国宪法的发展
历史”网络微课受到官兵热捧。微
课中，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参谋郭
飞鹏围绕宪法作授课辅导，并实时
解答官兵提出的法律问题。网络微
课“小”“快”“灵”的特点，使小
散远单位官兵实现同步学习，有效
解决了该旅点多面广、人员分散的
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该旅机关业务科室
和基层法律骨干组建微信群，定期
分享专家解读宪法、评论员文章等
资料，交流学习心得；与战区军事

法院律师结成对子，点对点进行在
线辅导；在旅政工网上开设“学宪
法、尊宪法、守宪法”专题，上传
标注修改之处的宪法并作出详细解
读；在“政治理论在线学习系统”
上，开设学习宪法修正案知识竞答
模块……一系列灵活多样的学习方
法，激活了官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一池春水。

该旅法律骨干、副连长马元虎利
用法律自考学习的机会与院校教授
进行沟通，将宪法学习相关资料整
理后上传至旅政工网、分享到微信
学习群，供其他官兵学习。指导员
张学宇自费购买普法教育的网络授
课视频给连队官兵播放，课程中的
生动影音和图文资料，被官兵们多
次点赞。
“依法从严治军，必须将宪法观

念铭刻于心、外化于行。”该旅政委
陈永峰说，讲清楚宪法对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才能引导官兵进
一步强化宪法意识、掌握宪法知识、
弘扬宪法精神，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本版制图：梁 晨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运用网络提升学习质效——

网上普法春风化雨
■李 宁 孔运河

一线探访

军营话“法”

“犯罪嫌疑人钟某持械致人死伤
后逃窜，并扬言要寻找机会继续报复
他人。请你部火速前来支援！”4月 4
日中午，武警广西总队贺州支队值班
室接到当地公安部门紧急通报。

案件就是命令！经上级批准，
支队长黄凤标下令兵分两路展开
行动。

官兵到达现场后，一部分兵力担
负事发现场封控警戒任务，另一部分
兵力则分头在交通要道、崇山峻岭间
展开搜索堵截。

春末凌晨，寒气逼人。该支队机
动中队中队长莫幼明率特战小组一行
6人翻山越岭，仔细搜寻目标。但经
过昼夜不眠的搜索，仍未发现犯罪嫌
疑人的踪迹。
“犯罪嫌疑人钟某逃窜至一片山

林地中，在寻觅藏身处时被村民发
现！”5 日下午，莫幼明接到消息，
迅速率队赶往该山林地。

由于该区域山高林密、沟壑纵
横，支队前指结合现场态势，决定
采用卡口封控、多路搜捕的战法展
开行动。

6日上午 11时许，正在搜索前进
的特战队员王谭迪、彭开林在一处低
洼灌木丛发现钟某行迹。他们不动声
色潜行接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
速收网合围，钟某束手就擒。

近日，钟某俯首认罪，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武警广西总队贺州支队

雷霆出击擒凶顽
■聂 力 许 东

4月 11日，

第 79集团军某

旅按照《装备管

理条例》展开装

备 换 季 保 养 工

作，确保各类装

备随时处于最佳

备战状态。

叶洪林摄

4月8日，第75集团军某旅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组织兵力投送、快速机

降等课目训练，锤炼部队陆空联合作战能力。 张正举摄

从远海训练到维和救援，从护航

访问到联演联训，从友好出访到撤侨

护侨……近年来，中国军队在国际舞

台上留下越来越多的身影和足迹。

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

确保官兵不“迷航”、不“触线”，有理有据

有节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初春季节，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

结合任务实际，强化官兵法治素养，不断

完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法律咨询保障

制度，有效提高了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和处置各种突发情况能力，他们的做

法值得借鉴。

法 治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