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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今年的“宪法宣传

周”活动期间，全军部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

过送法进军营、组建普法宣

讲团、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

在军营掀起崇尚法治、推进

法治建设的热潮。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魏荣嵘 何华威

　　今年“宪法宣传周”期间，军

事科学院在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

普及法律常识、开展普法教育的

同时，还开展疑难涉法涉诉问题

摸排清理专项工作，会同军队兼

职律师和地方法律服务机构进行

重点帮扶。某研究院与解放军直

属军事法院联合开展“宪法知识

进军营”活动，组织所属人员参观

宣传图片展。研究生院组织所属

人员观看宪法宣传节目，开展以

“宪法宣传周”为主题的党日

活动。

　　今年以来，军事科学院持续

组织开展系列法律服务进军营活

动，及时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在军

事科研、练兵备战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新形势下各单位法律需

求持续增涨的实际，在发挥全院

现有军队兼职律师作用基础上，

各单位引入多家知名律师机构，

组建优质律师团队，为重大问题

决策、重要项目评估提供法律支

撑，为官兵提供法律咨询。某部探索建立“军事

科学院—战区法院—地方政法部门”三位一体

涉军维权机制，着力解决基层建设和军队人员

涉法涉诉问题；整合兼职律师和地方法律服务

机构律师力量，开展“1+1”代理诉讼服务，为官

兵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援助。

　　从研究室到演训场，从法理研究到法律运

用，军事法治研究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以远

洋护航、联演联训、维权维稳等重大军事活动法

律需求为牵引，开展课题研究和实践论证，有力

支撑部队强军备战。与某战区政治工作部建立

法律服务常态化合作机制，先后深入多家作战

部队调研，从强化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入

手，帮助建立法治军营创建活动试点，协助建立

法律顾问制度，开展专题授课。

　　在军民共建乡村振兴的农村，针对个别对

口帮扶地群众不懂法、不会用法的实际情况，军

事科学院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成立对

口帮扶单位法律服务站，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策

划法治专栏、购置普法书籍，深入开展普法教

育。多次组织军队法律专家赴当地，解决村民外

出务工等法律难题。

　　围绕基层建设难点和科研人员的关注，军

事科学院每年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某部组

织军地律师团队，全程做好重大工程立项、合同

履约中的法律服务，定期开展合法性合规性审

查，有效防范涉法风险。所属单位紧贴科研一线

官兵现实需求，采取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方

式，帮助他们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房屋买卖纠

纷、医疗损害纠纷等涉法涉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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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任  健 刘大川

　　近日，解放军沈阳军事法院联合辽宁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驻辽部队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为确保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沈阳军事法院

将活动改在线上进行，军地法官依托远程会议系统

和新媒体平台与青年官兵见面，结合法治军营建设

背景，讲解宪法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联勤保障部队驻沈某部排长小陈是所在分队

法律骨干，他说：“通过参加这次宪法宣传活动，加深

了对宪法赋予军人光荣使命的理解认识，同时也学

到了军队遂行任务中的权利义务等法律知识。”

　　活动中，沈阳军事法院还组织军地法官积极

回应官兵法律需求，从婚恋家庭、民间借贷、防范

网络诈骗等常见法律问题出发，在线实时提供咨

询服务。

　　辽宁省高院员额法官何佳通过新媒体平台，为

20余名官兵提供了法律咨询。她感慨地说：“非常感

谢军事法院提供的平台，让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到

基层官兵的法律需求，更好地服务官兵。”

　　此次活动，军地法院还向驻辽部队赠送了法

治宣传挂图、书籍、文体用具等宣传教育资料。

依托新媒体平台传递法治精神

沈阳军事法院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倪宇浩

　　近日，解放军上海军事法院组建普法讲师团，

深入驻沪部队开展宪法进军营活动，采取专题授

课、赠送资料、法律咨询、网络宣传等方式，弘扬宪

法精神，普及法律知识。

　　受武警海警总队某部邀请，普法讲师团以“把

握规律 恪尽职守 确保部队安全稳定”为主题开

展集中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介绍常见违法犯罪类

型、特点和规律，并向部队提出做好预防犯罪的具

体意见建议。

　　近年来，上海军事法院结合部队实际，先后编

印《军营中的民法典》普法读本、诉讼知识宣传手

册等多种学习资料；通过发放涉军维权联系卡片，

深入部队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有效维护部队官兵

合法权益。

　　某部战士小陈的父亲遭遇工伤，所在公司拒

绝赔偿。在军事法院送法服务过程中，小陈进行了

法律咨询。

  今年刚入职军事法院文职人员的法官助理卢

卓，为小陈详细计算了工伤赔偿的各类费用，并通

过电话指导小陈父亲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基层官兵的职责是练兵备战，我希望用自身

所学的法律知识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卢

卓说。

普法讲师团深入部队专题授课

上海军事法院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本报通讯员 杜中华

　　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宪法

精神，中部战区两级军事法院线上线下、军地配

合，组织开展“宪法进军营”系列送法服务活动。

  11月30日，中部战区军事法院协调指导解放军

郑州军事法院组织“宪法进军营”线上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后，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西安军事

法院联合驻地法院、司法厅（局）等军地法官和律

师，深入部队营连、军事院校、军队医疗机构和驻

地学校社区，开展形式多样送法服务活动，学习宣

传宪法法律知识，解答官兵和军属遇到的涉法

问题。

　　此次“宪法进军营”送法服务活动，中部战区

两级军事法院累计授课13场次，发放普法宣传资

料1.5万余份，解答官兵和军属法律咨询千余人次。

系列送法服务活动进军营

中部战区两级军事法院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吕兆旭

　　为深入推进法治军营建设，战略支援部队利用

“宪法宣传周”这一契机，统筹军地资源，组织开展

一系列特色鲜明、喜闻乐见的普法活动。

　　为提高普法教育覆盖面、针对性，进一步壮大

普法队伍，战略支援部队各单位因地制宜、借力地

方，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战略支援部队机关专门作出部署，指导各单位

遴选法律骨干组建普法讲师团，分方向分区域常态

开展送法活动，探索“菜单式”普法模式。

  多个单位联合当地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地

方司法部门开展共建，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联动机

制、成立援助点。

　　战略支援部队党委机关网专门开办“宪法宣

传周”专题，设置宪法进军营、宪法云课堂、宪法小

黑板等栏目，对主要政策点、普遍关注点进行生动

形象解读，让官兵聆听宪法、感悟宪法。

  信息工程大学与驻地省司法厅、省军区、军事

法院达成战略合作，为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开

辟绿色通道。某部收集法院办案集锦，通过营区电

子屏滚动播放，以案释法。

　　另有多家单位邀请军事法官、军事检察官、驻地

律师和院校专家，共同开展法治授课、法律咨询、涉

军维权等活动，围绕宪法法律关于部队军事行动、军

人军属权益、军民融合发展等内容重点解读，对影响

练兵备战的涉军维权纠纷集中化解。

统筹军地资源开展特色鲜明普法活动战略支援部队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王自武 王金龙

　　近日，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法院及所属兰州、西

宁、乌鲁木齐军事法院，通过以案释法、警示教育、

互动交流等形式，深入部队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某部教导员叶青表示，解放军兰州军事法院组

织的此次宪法宣传活动，让官兵们直观地接受法治

教育、感受法治精神，有利于官兵形成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自觉。

　　解放军西宁军事法院院长齐兰军在挂图海报

前，向青海省军区机关干部讲解宪法及民法典。该

院制作了46幅宪法、民法典宣传挂图，全景式诠释

宪法和民法典知识。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一场别开生面的

法治辅导在某部展开，解放军乌鲁木齐军事法院院

长母兵正在授课。课后，乌鲁木齐军事法院向部队

赠送了宪法、民法典、《涉军维权工作服务手册》等

法律书籍。

　　“在全面依法治军、全面从严治军新的征程上，

只有将宪法至上的理念铭刻于心、外化于行，才能

不断激发官兵弘扬宪法精神，贯彻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法院领导说，战区法院在

网上开设宪法宣传周栏目，推出形式多样的普法产

品，增派两名网上值班法官及时提供法律咨询，利

用营区大屏幕滚动播放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

度短片，发放编印的《防范非法集资诈骗》等法律

书籍。

组织形式多样宪法宣传活动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法院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罗元凯

　　12月2日，武警青海总队机动第一支队邀请青

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西宁军事法院工作人

员，来队开展“宪法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及其家属

提供法律援助。

　　活动中，军地法官向官兵赠送宪法、《习近平

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法律书籍，采取座谈交流、

赠送图书、宪法签名、现场咨询、观看挂图等形

式，围绕与官兵履职尽责、维护权益密切相关的

国防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宣传图片进行

权威解读。

　　该支队调研发现，官兵个人及家庭涉法问题

日益增多，支队法律骨干力量相对薄弱。为此，他

们积极邀请驻地法律机构定期来队开展“送法进

军营”活动，宣讲法律法规、培训法律骨干。

　　近年来，青海军地法院聚焦维护部队官兵

合法权益，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司法保障，不

断健全工作机制，深化司法协作和军地共建，

为部队官兵解决一大批涉法难题，受到驻青部

队欢迎。

为官兵提供法律援助

青海军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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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12月3日，合肥军事法院到武警安

徽总队开展“宪法宣传周”系列送法活动。图

为军事法官听取一线官兵法律需求。

徐志林 徐伟 摄  

  图② 青海军地法官向官兵代表赠送

法律书籍。              罗元凯 摄

　　图③ 上海军事法院法官为官兵讲解

宪法知识。       倪宇浩 摄

　　图④ 军事科学院组织官兵参观法律

宣传图片展。      丁永昌 摄

　　图⑤ 在宪法宣传活动签名仪式上，西

部战区第二军事法院组织某部官兵签名。

        王自武 王金龙 摄

　　图⑥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开展

“宪法宣传周、送法进军营”普法宣传活动。

刘金鑫 摄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黄  超 陈吉星

　　12月初，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普法宣

讲队来到兵团第七师13连，开展“宪法宣传＋法律

援助”系列普法活动，为驻地少数民族村民宣讲宪

法精神。

　　“类似这样的普法宣讲活动，我们每年至少组

织两次。”该支队政委安会永说，他们立足法治军

营建设特点，邀请地方律师与抽组的部队法律骨

干组成普法宣传分队，常态开展法治授课、法律咨

询等活动，为官兵提供最贴心、最有针对性和操作

性的法律服务。

　　该支队把开展“送法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活

动，作为支队持续做好乡村振兴下篇文章的重要

内容，安排普法宣传分队深入驻地村镇、学校开展

宣讲活动，向村民讲解法治惠民和法律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的政策法规；面对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互

动交流，帮助他们学习宪法及法律知识，运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邀请兵团第七师司法局

律师，现场解答村民提出的法律问题。维吾尔族大

叔卡德尔说，通过普法宣讲活动，大家依法办事意

识越来越强，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融洽了。

　　“牢记职责使命、保卫边疆和平，是对宪法精神

的最好实践。作为支队普法宣讲队一员，我要多向

官兵和驻地群众宣讲宪法法律知识，努力在建设法

治新疆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宣讲队成员、支队保卫

干事杜伟说。

深入驻地提供系列法律服务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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