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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时光荏苒，，故乡依旧故乡依旧。。时隔七年时隔七年，，以以
一个法治媒体人的身份再次回到海南的一个法治媒体人的身份再次回到海南的
河北法制报记者郑金飞坦言河北法制报记者郑金飞坦言，，此行此行，，是回是回
到他的第二故乡到他的第二故乡。。

20112011 年年，，郑金飞从海南师范大学毕业郑金飞从海南师范大学毕业
后就离开了海南后就离开了海南。。这七年里这七年里，，海南的一草海南的一草
一木时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一木时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再次踏上再次踏上
这片土地这片土地，，郑金飞发现郑金飞发现，，不变的是这里的不变的是这里的
天蓝天蓝、、水清水清、、人好人好，，变化的是城市道路规变化的是城市道路规
划划、、绿化设施建设绿化设施建设。。晚上的海口骑楼老晚上的海口骑楼老
街街，，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欢歌笑语欢歌笑语，，呈现一片热闹而呈现一片热闹而
祥和的景象祥和的景象，，这一切都离不开海南平安建这一切都离不开海南平安建

设的功劳设的功劳。。
郑金飞说郑金飞说，，特别荣幸此行能跟随全国特别荣幸此行能跟随全国

省级法治媒体的前辈们回到久违的省级法治媒体的前辈们回到久违的““故故
乡乡””，，走进文昌走进文昌、、琼海琼海、、万宁等他未曾踏足过万宁等他未曾踏足过
的市县的市县，，切身感受海南政法队伍的建设切身感受海南政法队伍的建设，，用用
自己的笔和相机记录如今的大美海南自己的笔和相机记录如今的大美海南。。

古有古有““华山论剑华山论剑””，，现在是现在是““海南论海南论
剑剑””。。郑金飞表示郑金飞表示，，对未来几天的行程充对未来几天的行程充
满期待满期待，，希望在希望在““海南建省海南建省 3030 年年··平安采平安采
访行访行””活动中活动中，，学习法治宣传领域的好经学习法治宣传领域的好经
验好做法的同时验好做法的同时，，助力宣传海南平安建设助力宣传海南平安建设
亮点工作亮点工作。。 （（本报见习记者张星本报见习记者张星））

河北法制报记者郑金飞:

“游子”归来，助力宣传海南平安建设

9 月 13 日，参加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
南采访行活动的法制周报社委、采编中心
主任戴志杰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海南，
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省级法治媒体集体
采访活动，海南不仅景色怡人、鸟语花香，
而且发展成就令法治媒体同行刮目相看。

“我一直以为智能化只在北上广、江
浙一带应用得比较广泛，但从这几天的采
访来看，海南有很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戴志杰认为，无论是智慧法院建设、公安
放管服改革，还是“雪亮工程”以及旅游综
合治理等，高科技手段和智能化思维都成
为新时代平安法治建设“海南经验”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戴志杰说，此次活动为全国省级法治
媒体同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海
南经验”传遍神州大地。

（本报记者麦文耀）

法制周报社委、采编中心主任戴志杰:

让“海南经验”传遍神州大地

9 月 13 日，参加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
南采访行活动的山西法制报副总编辑彭
哲辉表示，十几年前他曾来过一次海南，
那时好多地方还比较落后，如今海南在各
方面包括人的精神面貌都有了可喜的变
化。通过几天的采访，海南政法、综治部
门工作人员的状态及热情都给他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彭哲辉认为，全国省级法治媒体对省
级区域的政法、综治工作亮点进行集体、

集中采访报道，不仅传播了平安好声音、
传递了法治正能量，也方便了法治媒体同
行的交流互鉴。连日采访下来，他认为，
不论是智慧法院建设、公安出入境管理，
还是多元矛盾纠纷化解、美丽乡村平安建
设，相对于其他省份，海南是走在前列的。

彭哲辉期待海南法治建设能实现新的
跨越，同时希望法制时报越办越好，推出更
多有深度、有影响的报道，讲好政法好故
事，弘扬政法正能量。（本报记者麦文耀）

山西法制报副总编辑彭哲辉：

期待海南法治建设新跨越

北方法制报社社长、总编辑蒋蔚红是
海南的老熟人，早些年几乎每年过年都来
海南，近几年因为工作忙来得少了。她
说，现在海南是旅游胜地、南海明珠，这次
来发现海南在城市建设、平安建设和人文
建设上都有了进步，感觉非常不错。

蒋蔚红说，采访中她对海南的平安
建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万宁市

“路长制”警务模式让她眼前一亮，这不

光在吉林还未实行，对全国也有借鉴意
义 。 同 时 ，保 亭 县 槟 榔 谷 借 助 地 方 力
量打造平安景区建设，也给她留下深刻
印象。

蒋蔚红表示，全国 29 家法制（治）媒
体人来海南学习平安建设的好做法好经
验，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借鉴的机会，
能对各自的工作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吕书圣）

北方法制报社社长、总编辑蒋蔚红：

全国法制报人聚集交流学习可推动工作

“雪花和浪花有多远，天地之间。寒
冬和夏天有多远，四季之间。东北和海南
有多远，一天之间。这段话在东北人朋友
圈广为流传。本周全国 29 家省级法治媒
体同频发声，齐力讲述海南政法好故事，
我的朋友圈再次被海南霸屏。”参加全国
省级法治媒体“海南建省 30 年·平安采访
行”活动的黑龙江法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范丽娜说。

范丽娜表示，时隔三年再访海南，绿

水青山依旧，海南经济特区建设却是旧貌
换新颜。海南经济特区的成功离不开海
南政法人的守护。“‘海南建省 30 年·平安
采访行’活动中，我们在政法一线看到海
口警方深化‘放管服’改革，愿自己多忙一
点，让群众少跑一点；文昌市龙楼检察室
的检察官发动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共同
守住碧海蓝天。有扛起责任担当的海南
政法人护航，海南 30 年后再出发必能行
稳致远，再创辉煌。”（本报记者王盛利）

黑龙江法制报社社长、总编辑范丽娜：

海南的成功离不开政法人守护

碧海银滩，椰风习习，放眼远眺，绿意
正浓，9 月的海南依然生机盎然。内蒙古
法制报总编辑南丁接受采访时说，再次踏
上这片风光旖旎的宝岛，亢奋心情依旧不
减。经过几日的走访，感受海南各项事业
飞速发展，大开眼界、深受鼓舞。

“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一
路走过，亲眼目睹海南各市区县异彩纷
呈的创新亮点，亲耳聆听政法机关践行法
治守护平安的铿锵足音。”南丁表示，海南
智慧法院的建设和应用、海口市公安局的

“放管服”改革举措、琼海公安局的“雪亮

工程”、万宁公安局推行的“路长制”+治
安岗亭勤务模式以及陵水县的网格化服
务管理等一系列利民便民惠民的改革创
新举措，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
人民群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他认为，海南各政法部门始终把具体
工作与基层群众获得感挂钩，进一步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不断延伸为民服务触角，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
提升。“我要为海南每一位政法人点一个
大大的赞。”南丁说。

（本报记者王慧）

内蒙古法制报总编辑南丁：

为海南政法人零距离服务群众点赞

广西法治日报总编辑董钦在谈及此
次采访行时表示：“借海南法制时报举办

‘海南建省办特区 30 周年平安采访行’的
东风，得以时隔 15 年后再次登上海南岛，
感受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震撼！”

15 年后再登海南岛，震撼于海南的飞
速发展，海南岛从经济特区到国际旅游
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际化的发
展诠释了这块祖国南端热土的开放成效！

15 年后再踏上海南岛，震撼于平安法
治环境之良好！海南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融入全球化，用问题倒逼营造了优质安全
感，让世人瞩目！

15 年后又上海南岛，震撼于海南法制
时报的发展速度与质效！面对全新再造的
舆论格局，法制时报与时俱进，取得了令全
国省级法治媒体同行同竖大拇指的成绩！

董钦说，改革与创新、速度与质量、先
导与模式，海南用智慧与激情创造了辉煌
业绩，一定会创造更加激动人心的美好未
来！在这个进程中，法治媒体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王慧）

广西法治日报总编辑董钦：

15年后再登海南岛感到震撼

“全国各省市所处的经济环境不一
样，特别是针对法治建设，各地都出台了
因地制宜的新举措。作为省级法治媒体，
不仅要宣传报道本地新闻，也要关注一下
全国各地的发展动向，互相学习、促进，共
同营造法治媒体和谐的大环境。”上海法
治报副总编辑赵月樑表示。

“现在的海南众望所归，正朝着打造
独一无二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方向发展。海南发展的
速度，可谓是突飞猛进。海南政法的新举

措、先进典型都值得我们观摩学习。”赵月
樑说，此次采访行，与全国省级法治媒体
人一起，学习海南法制时报发奋图强的办
报精神、优秀的办报经验，收获颇多。

赵月樑认为，全媒体时代，传统专业
纸媒面临严峻挑战，但保障法治类纸媒生
存与发展的政策性资源还在，经济社会发
展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全国法
治媒体同仁通过互相学习、资源共享、努
力进取，定能逆势而上，实现在新媒体环
境中的升级发展。（本报见习记者张星）

上海法治报副总编辑赵月樑：

共享资源，同迎法治纸媒“春天”

对于江苏法制报副总编辑吴东平来
说，海南并不陌生，他曾分别在 1997 年、
2008 年、2010 年 3 次以游客身份踏上这片
土地。

“然而对于我来说，海南又是相对陌
生的。我有 10 多名大学同学在海南政法
系统工作，但我对他们的工作情况并不了
解，对海南的平安法治建设成就所知甚

少。”9 月 12 日，吴东平告诉记者，非常感
谢海南法制时报组织的全国省级法治媒
体“海南建省 30 年·平安采访行”，使他能
以一名政法记者的身份，近距离接触海南
基层政法单位和政法干警，记录、感受海
南平安法治建设的特色亮点，学习借鉴海
南平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本报见习记者张星）

江苏法制报副总编辑吴东平：

感受海南平安法治建设特色亮点

城市靓、农村美、民风好，这是河南法
制 报 副 总 经 理 王 炎 森 对 海 南 印 象 的 总
结。1989 年他还是一名海军军官时，就曾
随军舰在南沙巡逻，在海南度过了半年时
光。因为与海南有着将近 20 年的缘分，
又在保亭买了房子，作为一名新海南人，
他非常关注海南的建设。

王炎森说，这次一路从海口、文昌、琼
海、万宁、陵水、保亭走到三亚，一路走一
路看，感觉海南在社会治安管理这一块做
得非常不错，尤其是万宁市“路长+执勤
岗亭+路管员”的勤务新模式，实现了社
会治安管理的无缝对接，的确应该向全国
推广。 （本报记者吕书圣）

河南法制报副总经理王炎森：

新海南人为平安海南点赞

9 月 12 日，参加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
南采访行活动的新疆法制报新媒体部主
任乔选路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海南，从
位于大西北的新疆，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
天蓝海碧、椰风吹拂的海南岛，所看的景
色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是全新的。

乔选路说，新疆的稳定关系到祖国西
北边疆的稳定，而海南的稳定，关系到祖
国南部海疆的稳定，在这一点上，两个地

区遥相呼应，具有共同点。
乔选路表示，这次来特别想了解海南

在平安建设、社会智能化服务等方面的努
力和收获。通过三天的采访，海南政法好
故事让他感受颇丰。他认为可以把海南
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带回新疆，通过法治融
媒体传播给新疆读者，让海南优秀的政法
理念、政法故事以及社会正能量在新疆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麦文耀）

新疆法制报新媒体部主任乔选路:

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