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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战狼Ⅱ》中有这样一个情
节：军人在维和中牺牲，家中房屋被

非法强拆，战友及时赶到，冲突中打

死了拆迁队长，为此身陷囹圄。电影

情节虽属虚构，却告诉我们，面对不

法侵害，任何人都没有以暴制暴的特

权。用违法手段维护合法权益，不仅

事与愿违，还将受到法律严惩。

目前，官兵面临的涉法问题主要

是土地权益、婚姻家庭矛盾、交通事

故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法侵害。

这些问题一般都是民事纠纷，通过调

解、法律诉讼就能够得到较好解决。

但是，也有个别官兵不能理性对待，

处理方式极端。如有的通过网上发

帖、违规上访等方式，给有关部门施

压；有的用暴力方式发泄不满、替家

人“讨公道”；有的性格偏激，追着无

关紧要的细节问题不放，等等。因维

权方式不当，触犯相关法律和部队纪

律，结果可想而知。

官兵出现非理性维权，既有个别

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也有部

队自身的问题。主观上，少数官兵缺

乏法律常识，遇到涉法纠纷不知道如

何解决。客观上，小散远直单位缺少

法律服务人员，官兵涉法维权只能依

靠上级机关帮助解决。而个别基层

干部把涉军维权混同于军民纠纷，担

心给单位建设带来影响，遇事不能拿

出有力的解决办法，也不主动请示报

告，导致小问题发酵成大问题。

落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要

求，不仅要帮军人军属维护合法权

益，还应帮他们依法维权。具体讲，

要积极受理官兵诉求，把涉军维权当

作保障部队战斗力的大事来抓，当作

“暖心工程”抓好，感情上真投入，行

动上真付出，从组织层面上主动帮官

兵维权。要引导官兵依法维权，多渠

道查清涉法案情，理清其中法律问

题，普及基本法律常识和司法机关侦

办案件的原则、程序，引导官兵客观

反映情况，理性表达诉求，依法依规

维权。要加强官兵行为管控，及时做

好心理疏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制订方

案预案，防止非理性维权行为发生。

要用好军地司法资源，部队保卫机关

要与地方司法机关加强联系，建立完

善涉军维权机制，当官兵遇到涉法问

题时，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发挥职能

作用，确保官兵维权合法合规。

谨防非理性维权
■赵俊杰 黄 翊

军营话“法”

第79集团军某旅按照新条令相关要求，近日组织开展新兵下连授枪仪式，增强

新战士荣誉感、使命感。 白 栋摄

“这是违规占有宅基地的非法行为，
限你们在判决规定的最后期限内自行拆
除，如逾期不拆将依法强制拆除。”3月
下旬，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组织开展法
治教育，一场模拟宅基地纠纷的案例再
现正在进行。

这次模拟的是战士小王家人与邻居
发生宅基地纠纷的案例。一年前，邻居
建房时非法占用了小王家门前的土地，
经协商无果后，小王父亲将邻居告上了
法庭。通过提前预设场景，查找相关资
料，教导员李强依法依规巧妙地化解了

这场“纠纷”。
“法治教育要入脑入心，必须改变

过去‘满堂灌’的做法，采取灵活多样、
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官兵参与积极
性。”基地领导介绍。进入春季后，天气
转暖，针对某油料仓库驻地群众烧荒容
易引发火灾事故的问题，基地法律骨干
在向官兵解读《军事设施保护法》，做好
安全防范的同时，组织普法小组进村入
户向村民宣讲，让大家明白每个公民都
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

为规范官兵智能手机使用，消除失

泄密隐患，基地及时整理有关违规上网
的案例，通过板报橱窗组织警示教育展
览，让官兵明白网上有敌情、网上有陷
阱，切实增强保密观念，防患于未然。

教育中，他们突出实效，经常组织
官兵观看《今日说法》《法治进行时》等
节目，围绕典型案例组织讨论辨析，让
官兵从中学到法律知识。战士小鲍
说：“连队改变以往法治教育单一的说
教模式，让每个人成为当事者、亲历
者，深化了我们对法规制度的理解和
认识。”

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

案例辨析提升教育质效
■王海燕 周江川

驻守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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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洋摄

“全村养鸽户已将鸽群回笼，请贵
部放心飞行……”3 月 21 日，接到机场
驻地村干部的电话后，西部战区空军
某场站保卫干事孙协飞仰望晴空露出
了笑容。与此同时，随着塔台下令开
飞，一架架战机升空翱翔，按计划展开
空中对抗训练。

去年的一次夜间飞行训练，至今让
该场站官兵印象深刻。眼看战机即将归
航，机场北头上空却忽然闪烁起某商家
开展庆典的追光灯。“飞行员视线可能会
被干扰！”虽然最终有惊无险解决，但这
一问题却引发站党委思考。机场地处市
区，周边村镇众多，为确保战鹰飞行安
全，他们将空域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在飞行时严控周边民众非法侵用空域，
但为何不时仍有情况突发？分析原因，
根子上是个别群众法治观念淡薄，未认

识到空域管理的重要性。
场站从法治层面入手，针对薄弱环

节进行治理。他们在以往常态化走访驻
地政府、联席共议空管形势的基础上，进
一步建立协同机制，协调各村指定联络
员，依托专业协会将养鸽户、无人机爱好
者等群体纳入联络网格，缩短中间环节，
充分发挥网格时间准确错峰、消息及时
发布、特情准确溯源的作用，既保证飞行
训练安全，也尊重群众合法合规使用空
域的基本权益。

场站还梳理出鸽群、空飘物、光污染
等飞行期间管束类别，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制度，编写成朗朗上口、便于记
忆的顺口溜并印制成宣传册，走村串户
开展普法教育、进行沟通交流，重点讲清
干扰飞行的法律后果，做到既有法理约
束，也取得情理支持，让群众熟知空域管

理的法规要求。听完官兵一番耐心宣
讲，海龙村二组养鸽户雷斯阳心有余悸：
“原来在飞行时放飞鸽群，竟会带来这么
大隐患。”

3月下旬的一天，架架战机列阵等
待升空，机场外围东边方向却升起一
座搬运建材的车载塔吊，高度已超过
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标准。领命后，
跟班干事杨言九按照协同机制快速向
驻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同时火速赶
赴事发地，取得了村委会及施工方的
理解支持，根据航空法相关规定协调
降低塔吊高度，及时有效处置后，飞行
计划正常进行。

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依法破解空管难题

法网防护铺就“通天坦途”
■程宇瀚 苏延强

有必要事无巨细都

由干部带队吗

第 79集团军某旅指挥保障连排长
吕全训练成绩一直在全连前列，但在前
不久营里组织的一次比武中，他竟多次
出现失误，成绩明显下滑。

吕排长军事素质过硬，各项训练
根本难不住。这次成绩退步，大家觉
得有点奇怪。指导员毕东海找吕全询
问原因，吕全说出了心里的疑惑：“我
感觉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忙，也很疲
惫。可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回顾一天
工作，却又不知道忙了些啥。”组织打
扫卫生、带战士看病……连队大小工
作都要求干部带队，吕排长的大部分
时间都花在这些日常性事务上，军事
训练反倒成了“副业”。
“这些工作非得干部带队吗？”吕全

一吐为快。毕东海也陷入深思：按照惯
例，连队大小工作都需要派干部带队，
而且多年来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毫无
疑问，这些日常事务占用了干部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毕东海将这一现象反映到旅强军
网上，很快引起了官兵热议。有的认
为，干部带队是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使
执行任务的过程更加稳妥、安全。不
少官兵则持不同意见，一名排长坦言：
“取快递、带病号、迎检，最多的时候，
我一天应付的大小事务有十几项，真
是跑断了腿。有些事情，要求干部带
队没必要！”
“大小事情都让干部带队，是否有

法可依？”官兵的声音，引起了旅领导重
视。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冯立文说，
《内务条令（试行）》中规定，“2人以上
执行任务时，应当根据任务性质、人员
数量组成临时班、组，并指定班长、组
长；执行重要任务或者 10人以上执行
任务时，应当指定军官负责。”
“从落实安全责任的角度考虑，派

干部带队出发点是好的，这也是连队的
‘老规矩’，没想到争议这么大！”面对条
令规定，毕东海说。

谨防打着“依法”牌

子出现的形式主义

“全面依法治军，最基本的要求是
按照法规制度抓落实。”结合此事，该旅
领导感到，对于基层而言，一些形式主
义的表现，往往是打着“依法”的牌子出
现的。
“吃完饭还要集体带回班排，这个

规定有些太教条。”战士小侯说，每个
人吃饭的速度不一样，完全可以谁先
吃完谁先走，返回时严格遵守队列条
令即可。

基层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官兵生活
的诸多方面。该旅部队管理科参谋马
元昊说，有次到基层蹲点，发现班排战
士的毛巾是湿的。询问原因，一名班长
回答：“这样容易捏出棱角，上级检查时
看上去更美观。”为了整齐划一，个别班
排甚至连战士牙刷牙膏的品牌和颜色
都要求统一。“这样的做法毫无法规依
据，纯属土规定，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
表现。”

发现问题，立查立改。该旅开展了
一场“细数基层形式主义”的讨论，让官
兵深揭身边形式主义表现：空耗精力的
打扫卫生、名目繁多的迎检准备、流于
表面的登记统计……与条令条例及法
规制度相悖的形式主义做法，一个个浮
出水面。
“一些流于形式的做法违反规定，

但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容易留下好
印象。”个别连队干部也有苦衷：依法按
纲抓建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特殊情况
还要特殊对待，有些工作必须以某种形
式来体现。比如“留痕问题”，有些是上
级要求的，有些则是连队自己的土规
定。一位指导员表示：有些情况下，也
知道土规定是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形
成的惯性思维，不太好打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连队战士对一
些形式主义的土规定、土政策意见很
大。个别连队干部一边抱怨机关工作
指导中的形式主义，一边却习惯搞一些
花拳绣腿的东西，应付上级检查、考核，
不自觉地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

久久为功铲除形式

主义滋生土壤

“铲除滋生形式主义的土壤，非朝
夕之功。只有树牢法治思维，严格按法
规制度抓落实，才能让官兵从忙乱中解
脱出来！”在旅干部交班会上，政委汪占
军说。

为从源头上纠治形式主义，该旅查
摆领导机关在工作指导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压缩会议、减少不必要的文电通
知，杜绝流于形式的痕迹管理等等。要
求机关按职责权限依法抓建，营造一切
为战的良好风气。

该旅领导介绍，对基层梳理出的 6
个方面 20多个形式主义表现，他们逐
一进行剖析，凡是与条令条例规定相悖
的土规定、土政策，一律叫停。旅里明
确要求，对机关指导中的形式主义，基
层干部要敢于说“不”，及时向上反映。
同时，他们把严格按条令条例和法规制
度抓落实，作为考核基层干部骨干的重
要标准之一。坚持从依法带兵的意识、
习惯、能力等方面，帮助基层带兵人摆
脱形式主义的羁绊。
“关键要树牢法治思维，从单纯

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
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转变；从突击
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
条例办事转变。”毕东海反思说，连队
从落实责任、确保安全角度出发，让
干部带队执行任务本来没有错，但过
犹不及，太教条了就会影响基层秩序
和战斗力建设。

在最近的工作中，除执行重大任
务，以及条令条例规定的必须由干部带
队的工作外，毕东海所在的连队都安排
班长骨干带队，从而减轻了连队干部的
工作压力，让他们走上训练场，把心思
和精力用到练兵备战中。

摆脱了事务性工作的困扰后，吕
全得以一心扑到训练场。在最近组织
的一次考核中，他的成绩重新回到连
队前列。

甩掉包袱，轻装上阵。该旅官兵感
到，现在一些与训练无关的活动明显少
了，练兵备战的气氛浓了。

法 治 进 行 时

“老五多”“新五多”，加上花样百出的土政

策，让官兵不堪重负，影响到练兵备战。中共中

央办公厅在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

减负的通知》 中，明确提出将今年作为“基层减

负年”。

纠治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对领导机关来

说，关键是要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指导，安排工作时

一定要考虑基层实际，不能过多过满、节奏过快、

要求过急，坚决克服随意式指导、“痕迹管理”等

现象。对基层干部来说，需要学习、熟知条令条例

和相关法规制度，牢固树立依法抓建意识，下决心

纠治自身习以为常的形式主义做法，切实把官兵从

无谓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聚精会神练兵备战，

提升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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