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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军营话“法”

12月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强基层的

基本规律。在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各单位广泛开展宪法宣传

教育普及活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宪法，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

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融入血脉、深植灵魂。全面贯彻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方针，必须坚持扭住厉行法治抓基层，让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成为官兵的行为规范，锻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

推动基层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近日，一则报道引起笔者注意：某

部一名战士因违规使用手机，受到了

连队批评教育；而就在不久前，另一名

战士同样违规使用手机，却受到了严

重警告处分。了解原委发现，后者是

在单位开展专题教育整顿活动的“特

殊时期”违规，因而被从重处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上面这种制度执行

上的“因时而异”“选择性执行”，不仅

有损组织和带兵人威信，也破坏了制

度规定的权威性、严肃性；既是对官兵

法治信仰的挑战，也是对单位全面建

设的不负责任。

然而，现实工作中，个别带兵人在

制度执行上仍习惯搞“因时而异”那一

套，有的看“领导时间”行事，“领导刚

到任不熟悉情况，可以适当松一松

了”；有的信奉“规定保鲜时间”，“规定

刚出必然‘枪打出头鸟’，这阵子先‘低

调点’，以后该咋样还咋样”；有的看

“单位时间”，“最近任务重，要求松一

点，只要不出事就行”；更有甚者看“个

人时间”，“战士马上要退伍，严肃处理

违规问题影响战士以后发展，不如得

饶人处且饶人”。

分析以上诸多“因时而异”现象，

要么是投机取巧，在法规制度落实上

打折扣、钻空子，以求所谓的“舒坦”；

要么是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处理好法

治建设与练兵备战及其他方面建设的

关系，把法治建设与其他工作割裂甚

至对立起来；要么是对法规制度的执

行缺乏有效的常态监督，把制度落实

刚性的“进行时”变成了弹性的“选择

时”。凡此种种，说到底是个别带兵人

法治思维弱化，对制度的尊崇度、执行

度不够，没有彻底走出依靠习惯和经

验抓工作的老路子。

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

仰，否则就形同虚设。每一名带兵人

只有在法规制度的执行上始终保持高

度敬畏，杜绝“因时而异”的迁就，当

“铁匠”敢于碰硬，不当“木匠”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当“瓦匠”和稀泥，

这样才能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不

断提高基层建设法治化水平。

制度执行不该“因时而异”
■张颖科 靳钰龙

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在新兵中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强化他们的宪法意识，

增强履行使命、建功军营的责任感。 段 青摄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
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12 月初，
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普法宣讲队来
到驻地白杨坪乡洞下槽村，开展“法
治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系列
普法活动，为村民阐释宪法精神，提

升他们的法治素养。
“洞下槽村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

居的村寨，是支队的扶贫联系点。像
这样的普法宣讲活动，我们每季度都
会组织一次。”该支队政委吴保民介
绍，他们将开展“送法律服务进民族
村寨”活动作为支队文化扶贫的重要

内容，通过向村民讲解法治惠民和法
律助力脱贫的政策法规，赠送《宪法
知识读本》《农民法律知识读本》等学
习资料，引导村民运用法律知识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他们还邀请驻
地律师现场解答村民提出的法律问
题，为村民排忧解难。

“能够顺利讨回债务，多亏了你们
的大力帮助。”普法宣讲队刚一进村，
村民李和平便迎上来打招呼。李和平
是村里的种茶大户，前年将自产茶叶
卖给了一名茶商，结果茶商以资金周
转困难为借口，一直拖欠货款。因为
是熟人介绍，当时没有留下相关字
据，追讨债务一直没有进展。支队普
法宣讲队了解情况后，伸出援助之
手，协调多方寻找人证物证，最终利
用法律手段帮他讨回了欠款。

一名村民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
响，准备让上初中的女儿辍学去外
地打工。听了宣讲队关于宪法中公
民 拥 有 受 教 育 权 的 相 关 法 规 解 读
后，这名村民打消了让女儿辍学的
念头。在支队官兵的爱心捐助下，
村民女儿得以继续学业。

武警恩施支队注重开展文化扶贫

普法学法惠及苗乡村寨
■曾春利 本报特约通讯员 宁建朋

前不久，中部战区陆军某团机关王
干事的表哥来队看他，他将表哥安排住
在营区外的一家宾馆。“为啥不能住部
队招待所？”见表哥感到不解，王干事向
他耐心介绍了军人非直系亲属不得留
宿的有关规定。

不断强化条令意识，才能引导官兵
自觉按照条令条例规范言行、正规秩
序。一次，机关在检查训练秩序时发
现，某连队一名干部与一名士官训练间
隙违反规定，在要求无烟环境的车间吸
烟。机关将这一问题通报给连队后，该
连让士官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检查，
而对干部只是教育批评了几句。

基层对待同一问题不同的处理做
法，引起了团领导的重视。“法规制度面
前人人平等，违反了就该一律依规处
理。”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赵艳军说，对
违规问题的处罚区别对待，不仅有悖于

条令规定，还会影响单位全面建设。
该团了解到，这种现象在基层不同

程度存在。他们结合团里正在开展的
“条令学习月”活动，把有关本级职责、
要求和条令法规的常识性内容整理成
册，供官兵对照学习，定期组织条令条
例知识竞赛；组织官兵运用身边典型事
例，开展“条令面前没有例外”专题讨
论，帮助官兵在析事中明理，加深对条
令条例的认识。同时，他们还召开基层
主官和机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强调依
法治军，落实条令条例不能因人而异、
搞区别对待；坚持每周一交班会上对机
关基层落实条令情况进行讲评，及时纠
正突出问题和不良倾向。

二级军士长谢平华说，连队现在依
法依规氛围浓厚，不管新兵老兵、干部
战士，都是一把尺子量到底，条令条例
面前没有“特殊人”。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

法规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
■徐 蕊 郑岳明

近日，新疆喀什军分区一名机关干
部体能考核课目成绩全部达到良好以
上，才接到晋升命令。与此同时，该军
分区所属部队有 4名干部，因军事训练
考核不合格被暂缓提职晋升。

这是该军分区严格实行军事训练考
核“一票否决制”，将军事训练考评与干部
提职晋升挂钩的一幕场景。今年以来，他
们根据《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区分机关
基层、干部战士等层次，制订5类25项量化
评比规定，将每名官兵的年终军事训练考
核成绩都纳入“年终档案”。军分区坚持以
战斗力标准选拔任用干部，凡是军事训练
考核成绩不合格者，暂缓或推迟晋职调级。

今年初，一名基层专业技术干部面
临晋级，因体能考核不合格被暂缓，直
至他所有训练成绩达到良好以上水平
后，才得以晋级。“未来战场，专业技术
干部也是战斗员。只有军事素质合格，
才算一名合格军人。”任职命令宣布后，
这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

该军分区对照《军事训练与考核大
纲》，严格实行“月考”和“季度考”制度，
量化考评、张榜公布。前不久，在上级
组织的训练考核中，军分区干部在标图
作业、电台操作与使用、定向越野等多
个课目的考核中，达标率大幅上升，带
动了部队整体战斗力的提升。

喀什军分区落实军事训练“一票否决制”

考核不合格暂缓晋升
■郭天恩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让法治信仰融入官兵血脉

——基层部队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普及活动掠影

“灾害来临，军人为何要义无反顾？
生死一线，军人为何会舍生忘死？从法
律层面上讲，是宪法赋予了军人神圣而
又崇高的职责使命……”近日，第 73集
团军某旅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即将到
来之际，邀请驻地专业法务人员与高校
法学专家，开展“普法第一课，依法尽职
责”宪法宣讲系列活动。

在常态化教育中，该旅利用公众号
平台，通过微视频制作、开设普法专栏、
快报解疑等方式，为官兵普及宪法知
识；精心制作宣传展板、短片动画、灯箱
橱窗，便于官兵们在训练之余学习宪法
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法治精神，坚
定法治信仰。
“只有学深悟透，才能自觉遵守。法

治信仰既是一种内心的坚守，更要化为
外在的行动。”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汤
彬在宣讲辅导时说，学习宪法精神，体
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要严格用法规制度
规范行为，向一切有悖于条令条例的土
政策土规定说不，向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等现象说不。舟桥二营近日结合宪法
宣传教育活动，就年度工作进行总结梳

理、查摆问题。营教导员李波介绍，他们
对 10余项不符合法规制度的管理规定
进行整改，维护了法规制度的严肃性。
“新战士初入军营，正处于成长的

关键时期，新兵营是这次宪法宣讲活
动的重要一站。”该旅宣传科科长刘环
介绍，让新兵迈好军旅第一步，法治教
育是一项重要内容。这次宪法宣讲中，
他们结合案例学习与解读各项惠兵政
策，让新兵明白依法服兵役是每一名
适龄青年的光荣义务，加深了对肩负
神圣使命的认识。新兵卜云江刚到部
队时，不适应严格的训练管理。连队安
排他负责普法宣传板报制作，通过学
习宪法知识、与普法小组成员一起交
流探讨，他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他
说：“依法服兵役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
的光荣义务，能为国防建设尽一份力，
是我一生的自豪。”

第73集团军某旅常态化开展教育

久久为功培育法治精神
■张传奇 付孟哲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11 月下旬，东部战区海军某旅高
山连队指导员杨鹏，将一场“宪法伴
我行、催征谋打赢”的专题教育课开
设到了雷达阵地上，让连队官兵对如
何践行宪法精神有了方向和底数。

“‘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
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

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宪
法赋予我们的任务。牢记职责使命、
守卫海天安全，是对宪法精神的最好
践行。”该旅政委耿德军介绍，他们注
重将法治教育融入官兵练兵备战实
践 ， 利 用 天 网 电 视 台 、 学 习 东 海
APP、强军网、军营广播等载体，营

造浓厚的践行氛围；组织单位法律骨
干成立“天网卫士”法律服务小分
队，在驻训期间送法下基层；在强军
网开设“法律顾问”专栏，收录宪法
条文、案例分析等内容，由值班法律
咨询员随时为官兵在线答疑释惑。

结合担负的实兵演习演训、值班

执勤等使命任务，该旅对照实战化标
准查找薄弱环节，将践行宪法精神从
课堂辐射到练兵场。某海岛雷达站存
在少数官兵训练底子薄、战备值班能
力弱等短板，他们严格按照训练大纲
和雷达兵战备工作规定，持续大抓实
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官兵技战术水
平。某高山雷达站发现官兵对某型新
装备性能不熟悉、操作不熟练等问题
后，通过邀请专家授课、经验分享交
流、上机反复操作，使装备性能得到
最大程度发挥。

宪法精神深入人心，职责使命催
人奋进。该旅严格按照法规制度指导
基层建设，对基层连队梳理出的 40余
条土政策土规定，对表问题清单逐一
整改。在年终训练考核中，优秀率有
了明显提高。

东部战区海军某旅将教育从课堂辐射到练兵场

融入任务加强学思践悟
■高 杨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 阳

11月15日，火箭军某部组织官兵到陌生地域开展侦察、突击、阵地防

卫等课目训练，锤炼官兵综合作战能力。 张 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