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市宪法法律知识竞赛 福鼎龙安开发区普法文艺汇演 提任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

今年 6月，福安市司法局联合多部门在
福安市第八中学举办“模拟法庭”普法教育活
动。模拟法庭审理的案件是由一起真实的故
意伤害案例改编，通过直观的形式向同学们
展示了证据审查认定、证人出庭作证、法院调
查取证等制度的法律专业知识，同时以生动
活泼的方式让在场的学生真实感受到学法、
懂法、守法的重要性。

“青少年是法治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法治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近年来，我市在开展法
律进学校活动中，各地下大力气，紧紧把握

“第一课堂”主阵地，充分发挥学校课堂教育
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法治教育“第二课堂”主题活动，不断增强青
少年法治教育的引导性、互动性和趣味性，进
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
年法治教育格局。

为了让青少年以看得懂、听得懂、记得住
的表现形式来传达最新的法治信息，我市不
断创新，探索多种方式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
教育。市司法局会同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教育活动的
通知》，组建“青少年普法教育宣讲团”，到中
小学校开展普法宣讲和普法警示讲解教育活
动；联合组织中小学校开展“零犯罪学校”创
建活动，为在校学生营造良好的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氛围；举办“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全市中小学生法律知识演讲比赛等。各类活
动的开展，在全市校园掀起学法、用法热潮，
展现出青少年普法工作的勃勃生机。

一年前，以《在法治的天空下健康成长
——做学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为主题的
宁德市“法治进校园”巡讲首场讲座在宁德高
级中学举行，标志着我市为期三年的新一轮

“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正式启动。至今为
止，该活动已经成功举办317期，大大增强广
大中小学生自觉守法意识，有力预防了校园
暴力欺凌案件发生，提升了自我保护、防范不
法侵害的能力。

不仅仅抓好青少年普法。从学校到机
关、从农村到城市，我市不断创新方式，通
过“法制进机关、进单位、进学校、进乡村、
进社区、进企业”的“法律六进”活动，推动
全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发展。一时间，法
治之花开遍闽东大地。特别是柘荣的小板
凳宣讲队，常年把农家社区小院、祠堂凉
亭、桥头村口、田间地头开辟成普法宣讲的

“微场地”，利用“3·8”妇女节、“3·15”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5·1”劳动节、“12·4”宪法宣传
日等各类宣传日，使小板凳普法宣讲工作融
入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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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宪法知识竞赛在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经过层层淘汰、选拔，
最终6支代表队在决赛现场一决高下。整场比赛，
选手们个个对答如流，各队比分交替领先，答题过
程异常精彩。“我从事司法工作，平时经常会接触到
法律方面的问题。今晚观看选手答题，有助于我更
好地理解宪法知识。”一位到现场观赛的观众说。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宁
德端出丰盛的“法治大餐”。除了组织各县（市、

区）、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直单位参加宪法知
识竞赛外，还组织志愿者服务队为前来咨询的群
众提供耐心细致的法律咨询服务，并悬挂主题横
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资料等，广泛深入地
宣传以宪法为主的法律法规。系列活动旨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增强全市人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
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加强“法治宁德”建设。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司法厅的正确

领导和指导下，我市普法依法治市各项工作大力
推进，为“开发三都澳、建设新宁德”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至今，市司法
局联合市委组织部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
市委拟提任的干部进行了17场115人的任前法律
知识测试；会同市检察院和市教育局开展“法治进
校园”巡讲活动317场次；广泛开展法律进乡村、法
律进社区、法律进企业等活动，普法宣传面达30万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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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之 花 绽 放 闽 东法 治 之 花 绽 放 闽 东
——我市大力推进普法依法治市工作

本报记者 郑舒

“通过考试，加强了对
法律知识的了解，是一次
很好的‘充电’机会。今后
要坚持把依法行政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带
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不断
提高行政能力，更好地为
人民服务。”今年 1 月 12
日，福鼎市人大常委会对
福鼎市政府组成人员进行
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一名
拟任命人员在参加考试后
如是说。

近年来，我市紧紧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把“任前宪法法律知
识考试”作为领导干部提
拔重用的必经程序，并把
考试成绩作为是否任命的
重要依据，实现新任领导
干部任前“法考”常态化。
2016年 1月 20日，市司法
局会商市委组织部与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
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市直
单位领导干部任前参加宪
法法律知识考试暂行办
法》，将干部法律知识水平
和素养作为提拔选任市管
干部的前置条件。

“通过以考促学的方
式，推动拟任命领导干部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
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增强依法执政能力。”市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说。对拟任命干部进行法律
知识考试，是我市保障换届干部人事
任免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体现，
同时也是检验干部法律水平和依法管
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对于不断提高领
导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及社会
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

为促进精准普法，从 2016年 5月
起，市司法局于每周六上午9时30分，
准时发送普法短信，对象包括市委主
要领导在内的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
800多人。内容为习近平总书记法治
思想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等。迄
今为止，已经发送 80多期。通过“寥
寥数语”精准普法的形式，开辟了领导
干部学法新渠道，成为领导干部学习
法律知识的“掌中宝”。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提高领导干
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今年 9
月，市法制办举办了2017年领导干部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培训班。市直
有关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各县（市、区）
政府、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处
级以上领导共计50多人参加培训。

紧紧抓好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群体的学法用法，强力推动领导干
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形成领导
干部带头学法、做好表率，激励全市行
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自觉学
法、主动用法。一年来，共有101名领
导干部参加任前考法，领导干部学法
用法能力得到新提升。

走进福鼎市点头镇法治
文化公园，映入眼帘的不仅有
美丽的花草树木，还有融入其
间的法治文化元素，游客们看
得十分投入。“这种法治宣传
方式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彰
显了社会和谐，成为一道颇具
特色的风景线。”前来参观的
邱先生说。

该法治文化公园以点头镇
普照山公园绿地观光带及廊亭
为基础，各种关于法律的精辟
阐述，或做成匾额固定在廊亭
内，或雕刻在石头上放置在绿
地里，或制作成楹联镶嵌在廊
道旁的柱子上，与原有的绿化、
美化设施和谐一致，让法治文
化元素融入到自然的生态环境
中，形成一个集健身、休闲、娱
乐、教育于一体的法治文化平
台，在为群众提供休闲娱乐功
能的同时传递法治理念。

把法治文化融入公园，是
我市法治文化建设的一大特
色。一边和家人漫步游园，享
受风光美景，一边感悟与生活
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这种寓
教于乐的普法宣传形式广受群
众欢迎。“让大家在休闲散步的
同时，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达
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从而提高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意识。”市司法局相关负责
人说。

该法治文化公园是我市法治文化阵地
建设的缩影。近年来，我市法治文化阵地
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硕果满枝。

——福安市司法局从创新法治宣传模
式上下功夫，积极拓展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在福安畲族文化公园精心打造了一条集休
闲、娱乐、普法于一体的法治文化长廊，成
为福安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
——古田县吉巷乡党委政府在吉巷

村敬老院附近精心打造了法治文化墙，
宣传画图文并茂，涉及禁毒、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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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

◀今年12月4日是第四个
国家宪法日。当天，宁德市中
级人民法院举行宪法宣誓活
动。 陈健 摄

▲今年12月4日是第四个
国家宪法日。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为主题的“12·4”国家宪法日大
型法治宣传活动在市区万达广
场举行。该活动由市依法治市
办主办，市、区委宣传部，市、区
司法局联合承办。

消防、计生、反邪教、“七五”普法规划等
内容。让群众在欣赏的同时受到法律的
熏陶，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靠法。

——柘荣县法治文化公园，依托县城
关西部仙屿公园，巧妙利用仙屿公园的地
域、环境和人气优势，融入大量法治元素，
打造全县首个以“美丽中国梦，法治伴我
行”为主题的大型群众性普法阵地。

市司法局以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为
抓手，培育以法治精神为内核的法治文化，
努力造就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适应的法
治文化环境，建成了一批覆盖全市城乡的
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等普法阵
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渗透力。目前，全市共建成法治
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等普法窗口 40
多个，固定法治专栏1700多个。

一项项普法举措的贯彻实施，一条条
法治理念的传播，一个个法治宣传阵地的
搭建，我市在普法工作中扎实推进依法治
市建设进程，守卫社会和谐稳定。迈进新
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普法工作的持
续深入，在闽东大地，法治理念将进一步深
入人心，法治精神将进一步外化于行，法治
之花将在闽东大地开得更艳！

福鼎市点头镇法治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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