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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来信聆听法治军队的铿锵足音
■本报记者 严 珊

【亮点回眸】

新年伊始，中央军委修订印发《中
央军委巡视工作条例》，为进一步充分
发挥巡视监督全面从严治党利剑作用、
督促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
发展军队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提供
了制度保障、标定了清晰路径。

紧接着，《军队实施党内监督的规
定》《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作规定》《关
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规党
纪接连下发，彰显着以上率下、严于律
己、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军的坚定决
心，传递出越来越严的强烈信号。

【编辑感言】

法治不彰，军纪不明。不断健全完

善和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既是严惩腐败、釜底抽薪的治

本之道，也是祛病除疾、凝魂聚气的必由

之路。

依法正风肃纪，以制正本清源，打赢

作风建设这场硬仗，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国家兴衰成败、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和作

风，是我军一项“固本工程”“生命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顺应正本

的强烈呼声，整治“四风”、整肃纲纪，

恢复和弘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肃纪契合强军兴军的战略

擘画，打“虎”拍“蝇”、祛邪扶正，深深

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各级压实不敢

腐的底线、划明不能腐的红线、筑牢不

想腐的高压线，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进

入常治长效新轨道，惩治的震慑力、制

度的约束力、教育的引导力高度统一，

构建起用制度管长远、治根本的正风

反腐大格局。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

石，一滴不可弃滞。”放眼全军，各级正细

化落实《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严格执纪执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依

法治军落实的通知》，把严格执纪执法的

标准立起来、底线划出来，构建长效机

制，保持高压态势，严防回潮变种，严纠

突出问题，严惩顶风违纪，向实处使劲、

往细处用力、从严处较真，以锲而不舍、

驰而不息的决心，持续加大整改力度，全

面打造风清气正、律令如铁的法治生态，

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党的纪律规定密集出台

【亮点回眸】

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把日历翻回
今年 1 月，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
军开训动员，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
纲颁发。

5月 1日，我军新一代共同条令正
式颁布，标志着我军在法治化道路上迈

出了新的步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军
立起了新标准。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11 月中

旬，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
开，重在解决政策性问题，部署推进军
事政策制度改革。

【编辑感言】

改革强军，法治先行。伴随国防和

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军事法规的“立、改、

废、释”全面展开，一大批改革急需、备战

急用的新规新令有序推出。

训令如铁，使命如山，号角催征。

统帅的打赢号令，让广大官兵备受鼓舞

鞭策，精武强能激情磅礴迸发，全军上

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

志，迅速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新一代共同

条令颁布施行后，从碧海礁盘到大漠戈

壁，从雪域高原到远海大洋，全军上下聚

焦练兵备战打仗，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全

面展开“贯彻落实新条令，塑造军队好样

子”活动，勠力开创领导按条令管理部队、

机关按条令指导工作、官兵按条令规范言

行、部队按条令正规运转的崭新局面，国

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法纪，治军之重器；良法，善治之前

提。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公布，兵役法、现役军官法、人民

武装警察法等多部法律将修改，退役军

人保障法被列为47件“需要抓紧工作、条

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之一。

如今，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到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从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到推进军事

管理革命；从严格部队实战化训练，到防

范重大安全问题……一部部军事法规正

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预

见，在不久的将来，一套实在管用、系统

配套的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必

将保障人民军队在强军征程上攻坚克

难、无往不胜。

军事法规制度日臻完善

【亮点回眸】

今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在重庆代表
团参加审议时强调，严格依照法定权
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
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
议时，习主席要求加大依法治军工作力
度，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

一声令下三军同。第 79集团军某
旅加强科学统筹，下发文电通知坚持
“一条通道”；东海舰队坚持问题导向完
善制度机制，健全新规新矩立起“法治
戒尺”；空军某旅规范领导机关职权范
围，为干部履职和群众监督提供参照标
准……

【编辑感言】

回顾过去一年治军方式转变的记

忆，我们真切感受到，领导方式和指导方

式发生深层次变革，依法运转的刚性制

度正在确立，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行动

日益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波澜壮

阔的时代浪潮与依法治军的铿锵步伐，

不断在我们耳畔呼应回响。

一流的军队，必然有一流的法治。

“要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权限抓好工作，努

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着眼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为

实现治军方式转变开出了“法治良方”，

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步入新时代。

法治，是从严治军的主题词；实干，

是强军兴军的支撑点。今年以来，以宪

法修改为契机，全军持续加大依法治军

工作力度，根治阻碍部队法治化进程的

“顽症痼疾”，持续展开由“人治”向“法

治”、从“权力主导”到“法治主导”的实

践探索。随着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的深

入，从军委机关到基层部队，在各级“关

键少数”带头推动下，官兵把法治内化

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

则和自觉行动，推动治军方式实现根本

性转变。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点亮

银河。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改革强军征

途上愈加蹄疾步稳的人民军队，治军方

式正在按照法治要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

变革，不合法治要求的惯性思维、惯例做

法、惯常行为逐一得到起底清除，全军上

下呈现出工作循于法、秩序统于法、忙乱

止于法的崭新气象。

治军方式加快实现转变

【亮点回眸】

4月 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仪
式和成立大会举行，随后，退役军人保
障法启动制订并加快推进；自 12 月 1
日起，全国道路客运领域全部开通军
人依法优先通道，至此，越来越多的领
域和系统推行“军人依法优先”，切实

推动实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的目标愿景。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今年以

来，军地各级千方百计维护好国防利
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第 82集团
军某旅建立涉军维权常态协作机制，
武警贵州总队联合驻地开通法律援助
“直通车”……

【编辑感言】

临近岁末，各种各样的盘点纷至沓

来。对2018年涉军热词进行梳理排名，

“军人依法优先”“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位

于热词榜前列，让人掂出沉甸甸的分量。

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共和国军人，

相信大家和编者一样，一路走来的感动不

计其数。机场、车站、银行、医院，随处可

见军人依法优先的窗口和通道；地方政府

关心军人军属生前身后事，想方设法排忧

解难；军属光荣牌，敲锣打鼓送到家；优质

教育资源，向军人子女倾斜……从军生涯

让人骄傲，军人身份无比光荣！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

确保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落实落细，党

和人民不仅更加对人民子弟兵饱含深情

厚爱、满怀殷切希望，也给予了千万退役

军人更多的尊崇肯定和关爱厚待。从出

台退役军人安置优惠政策，到大力支持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

部，到启动制订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深入人心。

军人是战争的主角，最大的荣誉

是制胜战场，最令人敬仰的是牺牲奉

献。目前，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

处在滚石上坡的关键阶段，我们坚

信，随着军人荣誉制度体系的逐步完

善，随着关心军人、支持军队、建设国

防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人民子弟兵的

强军步履必将更加豪迈而铿锵，改革

强军伟大事业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

辉煌！

“军人依法优先”成为热词

有力增强权力

运行的规范性

新修订的共同

条令正式施行

人按职责干，

事按制度办

维 护 好 军 人

军属合法权益

调整改革以来，部队指挥作战体系
日臻完善，实战化演训标准越来越严
格。“法治军营”专版上，《联合训练，在
法治轨道运行》《“法治化”才能更好“实
战化”》等报道，让我备受启发：落实法
规制度，是提高训练质效的根本保证。
希望“法治军营”报道视角更加多元，多
报道基层开展创建法治军营活动的生
动实践。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指导员 贺连山

随着海军不断走出国门，维护国家海
外利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法律的地
位作用日益凸显。“法治军营”专版上，《远
洋护航，彰显法治力量》等关于依法开展
涉外军事行动的报道，为我们开展军事行
动提供了法律支撑，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
用，让我们明白如何依法施训、依法维权，
是远航官兵的“良师益友”。新的一年，祝
愿“法治军营”专版越办越好。
——海军驱逐舰某支队干事 王 雷

“加班加点练，量变能质变”，曾经一
度被我们认为是提高战士体能成绩的
“制胜秘诀”，但“法治军营”专版上关于
《新兵训练管理告别土规定》的报道如一
记警钟狠狠敲醒了我。原来，随意加码
的土规定会让战士产生厌训怠训情绪，
只有按纲施训、科学组训才能事半功
倍。新年度，希望版上刊登更多接地气、
抓问题的鲜活报道。

——空军某旅新训班长 武 扬

刷微信、晒微博，是我们普通官兵业
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通过阅读《警
惕！潜伏在身边的信息安全风险》《不要
小瞧敌特分子的“智商”》等文章，我意识
到，聊天群、朋友圈，很有可能成为敌特追
踪的目标；不经意间的疏忽侥幸，就有可
能造成失泄密隐患。如今，守好安全保密
底线，已然成为我的行动自觉。下一步，
希望版上能增加一些编读互动板块，让我
们基层官兵能够广泛参与其中。
——火箭军某旅四营八连下士 张德浩

改革，永远充满艰辛。

法治，亘古焕发华彩。

此时此刻，当我们站在

2018与2019的交汇口，细细品

味即将过去的一年，可以倾听

改革前行的足音，可以感受时

代潮流的激荡。在飞逝而去的

日日夜夜里，有改革开放、强

军兴军的经典回顾，有敬畏历

史、尊崇英雄的国民共识，有

正风肃纪、重整行装的时代强

音，也有尊崇法治、厉行法治

的恢弘画卷。

这一年，宪法修正案高票

表决通过。顺应时代要求和人

民意愿，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

大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特别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被

载入宪法。

这一年，英雄烈士保护法

正式施行。以法律之名守护和

捍卫英烈尊严，全社会崇尚英

烈、保护英烈、传承英烈精神

有了更加强大的法治保障。

这一年，军队法治化水

平显著提升。党的纪律规定

密集出台，军事法规制度日

臻完善，治军方式加快实现

转变，“军人依法优先”成

为热词，官兵法治信仰、法

治观念不断强化，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法治环境逐渐形

成……军队法治建设的答卷

可谓亮点纷呈，人民军队步

入全新“法治时间”。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

则有功。”站在人民军队91年

浴火征程的历史坐标，励精图

治革故鼎新的时代变迁铭刻军

心，改革必成强军可期的美好

愿景鼓舞人心。以法引领改

革、依法推进改革、立法巩固

改革，让改革之势更加强劲、

让法治力量更加彰显、让清风

正气更加浩荡，只有深刻理解

了贯穿于强军兴军全过程的大

逻辑，才能读懂今天的一切，

对前方的路更加笃定，对心中

的梦更有信心。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舍 昼

夜。辞旧迎新，凭风远眺，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许，向往

全新的抵达。改革强军号角

正劲，依法治军步履铿锵，

我们为能够参与到伟大征程

中而倍感荣幸和自豪。

“积力之所举，即无不胜

也；众智之所为，即无不成

也。”让我们与您一起，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一如既往地朝

着强军目标砥砺奋进，共同书

写好人民军队法治建设的精彩

答卷。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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