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月 11 日日，，政法新闻中心主任曹政法新闻中心主任曹飏飏带队跟随干警采访带队跟随干警采访 记者高凌 摄 77 月月 1919 日日，，记者张星在屯昌县看守所采访记者张星在屯昌县看守所采访 记者符传问 摄

1010 月月 2424 日日，，驻东方市记者董林跟随东方市交警采访套牌车辆查处行动驻东方市记者董林跟随东方市交警采访套牌车辆查处行动 记者高凌 摄 11 月月 2929 日中午日中午，，在省两会的会场在省两会的会场，，记者肖瀚记者肖瀚、、陈敏利用休息时间整理稿件陈敏利用休息时间整理稿件 记者符传问 摄

记者李崇育在公安机关对走私羊窝点查处现场采访记者李崇育在公安机关对走私羊窝点查处现场采访 图为现场执法人员拍摄图为现场执法人员拍摄 88 月月 55 日日，，儋州交警整治城区机动车违停乱象儋州交警整治城区机动车违停乱象，，记者许光伟采访车主记者许光伟采访车主 记者高凌 摄

唱响新时代
政法宣传主旋律

——写在第二十届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
□本报记者肖瀚

他们风雨兼程，匆匆赶往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线；他们用手中的笔、镜
头、话筒，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接地气、有温度的故事，展示新时代海南政
法人在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建设中无私奉献、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

11月 8日，这是每个媒体人的节日。1年多来，法制时报社采编人员守
正创新，服务工作大局，讴歌真善美、针砭时弊，传播新时代政法声音，弘扬
政法正能量，他们青春的脚印烙在赶往新闻事件发生的路上……

足迹：时刻印在路上

从遥远的三沙到崇山峻岭的五指山，从繁华三亚街头到大山深处白沙
县乡村的扶贫点，1年多来，法制时报记者的足迹遍布海南。

2019 年 2 月 4 日，农历大年三十，记者王慧、麦文耀、高凌走进省海口
监狱、新康监狱探访，《高墙里特殊的“团年饭”——春节期间我省监狱民警
坚守岗位侧记》文章，把监狱民警舍小家为大家，坚守高墙内无怨无悔、默默
奉献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春节期间，多名记者分赴海口、三亚、琼海、保亭等地基层采访，“新春走
基层”栏目通过图文、视频的全媒体形式报道基层政法工作人员的动人故
事，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基层工作的鲜活与甘苦。

琼中黎母山镇地处琼中、屯昌、儋州三县市交界处，交通不便。女记者
张星跟随黎母山镇司法所所长王天忠走村串户开展调解工作，看到扎根基
层工作 31年的老所长开展工作的认真劲儿，了解黎母山区黎村苗寨法治变
迁的历史，感受到基层司法人员工作的艰辛与执着。

脚下有泥土，心中才有光。1年多来，《法制时报》推出“壮丽 70年·守
初心担使命—海南政法故事”“榜样的力量”“派出所的故事”“今天我当班”
等一批专门报道基层政法干警、法律工作者的栏目，刊发各类稿件 100 多
篇，朴实的语言、感人的故事获得广大政法干警和社会的普遍好评。

“只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从事新闻工作近
20年的老记者曹飏道出了新闻人的心声。

鼓舞：汲取榜样的力量

身患重病，依旧像个斗士奋战在一线，海口海事法院法官林江患尿毒症
18年仍坚持办案。女记者陈敏在采访中被这个动人的故事所感动，并深受
鼓舞。

今年 9月，在法制时报举办的“壮丽 70年·全国法治媒体海南西线采访
行”活动中，作为全国优秀法官的林江接受了来自全国 29家法治媒体的采
访。

宁夏法治报记者李毓琛表示，“即使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工作，抽丝
剥茧，力求找出事实真相而不懈努力……这些体现了海南政法人身上的倔
强，也让我感受到了海南政法队伍建设的精神风貌。”

从榜样中汲取力量，将他们不畏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融入本职工作，
为探求新闻真相而不懈努力，守护新闻人的理想。

7月 10日凌晨 5时，位于海口市灵山镇一处别墅，记者李崇育经过几天
的蹲守后，掌握了废弃别墅偷运活羊的证据，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最终，这
个暗藏 500多只“走私羊”的交易市场被公安等相关部门连窝端掉，一个危
害群众食品安全的隐患被彻底消除。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论是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是揭露丑恶的真
相，忠实于事实，客观反映事实，将更多真相报告给公众，是我们每个新闻人
坚守的良知与品格。

聚焦：蹄疾的全媒体时代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7月 19日，省第一中院宣判五指山市“烟酒帮”
61人涉黑案。

法制时报、海南政法网对庭审进行了网络直播，据统计，各平台直播浏
览量共计近 200万。

海口甘波黑社会犯罪团伙案、临高符聪黑社会犯罪团伙案……一场场
有声有势的重大涉黑案庭审直播，有力震慑了黑恶犯罪分子，充分调动广大
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性，彰显了法治和正义的力量，许多网友纷纷点赞
留言肯定海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成绩。

网络直播、抖音、H5……传播方式的变化意味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站在十字路口的新闻人百感交集，但内容为王始终是新闻传播永恒不变
的追求。

“以前采访只要相机或者摄像机，现在还需要无人机、稳定器、直播机这
些新设备。”1年多的时间，摄影记者符传问的背包越变越大，越变越重，成
为全媒体时代对图像视频需要的飞速变迁的缩影。

坚守初心，积极传播政法正能量，唱响新时代政法宣传主旋律；创新发
展，作出媒体融合新贡献，这既是 1年多来，法制时报采编工作者的鲜明特
点，也是政法媒体人的共同追求。过去的 1年里，法制时报社实现了一报一
网两微一端的全媒体矩阵构建，在“转型路上”迈出了踏实而坚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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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录着芸芸众生，也一直为讲述政法
好故事忙碌着。11月 8日是我们的节日，我们
也要记录自己的故事。虽然鲜为人知，但是真
真切切流淌着汗水，携旺盛斗志也充满着激情，
骄阳下的海南热土，深深烙下我们奔忙的脚印。

为庆祝第二十届中国记者节，诠释媒体人
矢志不渝的新闻情怀，本报今天推出一组记者
自己的幕后新闻，下乡镇村寨、进监狱体验、随
民警执勤、查藏身窝点、讲亲历故事、忆采访过
程、说内心感受……他们工作中有趣的、难忘的
片断,传递出新闻背后的温度和力量，他们的故
事一样精彩……

只有在路上只有在路上，，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编
者
的
话

20182018 年年 1111 月月 1515 日日，，记者连蒙在中英法治圆桌会议开幕式上进行直播记者连蒙在中英法治圆桌会议开幕式上进行直播 记者符传问 摄
摄影记者符传问在人字梯上拍摄摄影记者符传问在人字梯上拍摄 记者张英 摄

44 月月 2020 日日，，记者和婷婷在海口市秀英区公安局指挥中心采访记者和婷婷在海口市秀英区公安局指挥中心采访 记者符传问 摄

采访交警使我认识更深：

用“四力”践行使命担当
□本报记者和婷婷

3年来，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采访一线交警。
无论朝夕，还是刮风下雨，他们默默守护路面，确保
道路畅通。对交警的采访，也让我认识，只有不断
磨练脚力、脑力、眼力、笔力，不断付出努力，才能成
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今年国庆节前，我接到了采访一线政法干警“节
日里的坚守”任务，我随即想起了交警。国庆节当
天，我跟随海口龙华交警大队铁骑队民警刘孙胜执
勤，看着他骑着警用摩托车穿梭大街小巷，帮助群
众、疏通交通，敬意油然而生。刘孙胜说他只是坚守
在一线的交警中的一员，群众的假日，对于交警来说
都是执勤的关键日。

也正是对刘孙胜的采访，让我对交警职业有了
更深的认识，也让我对记者的行业更加“入迷”。“我
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的笔力，才能将更多的政法好声
音传播出去。”我激励着自己。

海南的高温天气很多。今年 4月 23 日午后，海
口的气温已经达到 37℃，地面温度近 50℃。当天，
我接到了采访政法干警“高温下的坚守”的任务，我
再次想起了交警。

当天下午 1 时，我到达美兰机场候机厅前的即
停即走通道，见到正在执勤的机场交警大队民警姜
峻，他已经汗流浃背。我克服内心对高温的排斥，跟
随姜峻执勤了约 2个小时。高温下车辆轮胎与柏油
路摩擦产生的气味让我难以忍受，胳膊、脸颊被晒的
通红，姜峻仍不知疲倦地指挥着车辆。

这一刻，我意识到，记者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
“四力”，用行动展现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才能挖
掘最真实又最感人的亮点。

揭开半拉子别墅夜晚的秘密：

3 天凌晨蹲守摸底
□本报记者李崇育

位于海口灵山镇西游记城附近的 3栋半拉子别墅，
白天悄无声息，夜里却车来人往，货车装载后又驶离现
场，为何这么神秘？今年 7月初，我接到读者提供的线
索，通过外围走访，初步判断这里是“走私羊”的窝点。
羊贩每隔几天，有大批量来历不明的羊从外省通过货车
运来。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连续 3天从凌晨 1点蹲守到
5点，充分掌握了货车到达、卸货，批发给二级市场的规
律。按照我省相关部门的规定，禁止活体动物进岛，这
些“ 走 私 羊 ”没 有 经 过 检 疫 ，会 通 过 这 个 窝 点 流 向 市
场。7月 10日凌晨 5时，我把情况向有关部门举报。

海口灵山派出所迅速出警。窝点嫌疑人飞快关起
大门，院内却传来羊的叫声。民警用脚踹门仍无法打
开，掏出了枪发出警告。

当时担心嫌疑人把羊转移，我绕过别墅周边的草
丛，跑到后院想打开门。羊贩手持棍子要把羊驱散到山
丘上躲藏。现场一片混乱，我举起手机拍摄取证。我试
图阻止赶羊的人，民警冲进来了，他才停止在我面前挥
舞的棍子。我当时没想过安全问题。

7 月 10 日晚上，“走私羊”的稿件率先在报社新媒
体、微信公众号推送。

据执法人员清点，共查获 547 只羊，由海口市农业
综合执法大队处理，这批羊检验无一合格。

7月 11日，本报头版刊发《“走私羊”交易市场藏身
废弃别墅群》，海口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制定相关工作
方案、工作计划，开展公益诉讼监督工作。

采访期间还闹了笑话，为了做这个报道，我连续 3
天半夜出门，妻子产生了误解，直到稿件刊发，她才发
现错怪了。

第一次入村采访印象深刻：

村民怀念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许光伟

今 年 9 月 ，我 第 一 次 来 到 儋 州 市 蒌 根 村 采 访 扶
贫工作，对这个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现了户户
通的干净整洁的硬化道路，一座座崭新的房子环路
而建，家家户户的经济来源渠道增多了，全村实现了
脱贫摘帽。

难以想象，这个村子道路在 2015 年前后还是泥
泞的，村庄环境面貌脏差，全村贫困户 104户 565人。

2015年，省检二分院正处级检察员王才东被组织
选派到儋州市木棠镇蒌根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王才
东自驻村扶贫 3 年多来，帮助全村贫困户 104 户 565
人全部脱贫。2019 年 6 月，王才东被确诊为肺癌晚
期，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于 8月 1日离世，享年 59岁。

“我们痛失了一位好书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村
干部及村民们追忆起王才东生前的点点滴滴，都沉浸
在惋惜和悲痛中，泪光闪闪。

“有政府的扶持，我们坚信日子会越来越好！”在
这个村子，所有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正在不断地变化。
以前，村民喝水成了难题，土泥路坑坑洼洼，下雨时泥
泞不堪。如今，村庄旧貌换新颜。

在采访中发现，全村实现脱贫后，还有一些村民
生活中遇到不少难题，但他们内心里有一股积极向上
的力量始终支撑着，有着美好生活的期待。他们说，

“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
这个村子渐渐热闹了，村民也忙碌了。村里有环

保砖厂，还有多家合作社，种桑养蚕、培育花苗、养殖
家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村民们找到了自己的
致富方向，脚踏实地走在脱贫致富路上。

参加电信网络诈骗案采访：

深挖犯罪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董林

2月 18日，在对 314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投案并
退赃现场直播报道后，为深挖背后的故事，我及时与东
方市公安局联系，公安局协调了相关事宜。这是一些什
么样的人？他们如何实施网络诈骗？为何走上这条网
络诈骗之路？为摸清涉案人员多、诈骗手段多的东方市
电信网络诈骗案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电信网络诈
骗的真实面目，报社副总编辑李静带领采访小组到东方
采访了 4天，本报头版以《起底东方市网络诈骗案》及新
媒体平台连续报道了。

今年 2月 27日至 3月 1日，我与记者张英、张星组
成专题采访组，到东方派出所、社区（村委会）采访，深
挖了游戏币诈骗黑色产业链、未成年人走上诈骗路的犯
罪原因，取得良好宣传社会效果。在城东派出所采访
时，见到了这样的场景：几个未成年人在家属的陪伴下
向警方投案自首。还有另外一些人来报案，反映自己的
被骗经过及事实，派出所民警一一对他们进行信息核实
确认及强调注意事项。

“谢谢你们！多亏你们，要不然被骗的钱都无法挽
回。”当地受骗群众得知诈骗人员被抓获了，损失被挽回
了，对民警连声道谢。

办案民警向采访组介绍了利用网络游戏币实施诈
骗的全过程。许多数受害人因侥幸心理，即便知道了对
方别有用心，也会潜意识暗示自己“再充一次，再充最后
一次”，直到发现自己被骗为止，这是上当受骗的重要因
素。为此，4篇系列报道也曝光了诈骗团伙常用的诈骗
手段及术语，对防止、抵制电信网络诈骗，起到很好的宣
传效果。

参与重大案件庭审直播报道：

200万刷新直播记录
□本报记者连蒙

“真是为民除害啊！”“五指山人民终于安心了！”这
是海南政法网、法制时报对省第一中院庭审五指山市陈
伟光、李震等 61人特大涉黑团伙“烟酒帮”现场直播中
刷屏的评论，几十秒一更新，十分震撼。

6月 25日至 7月 19日，耗时近 1个月，7场图文跟
进的直播，109条直播报道，各平台近 200万点击量，重
新刷新了直播的关注量记录,我心情是十分激动。

庭审是严肃严谨而神圣的，如何将庭审内容准确无
误又创新形式传递给受众是我们直播团队需要考量的
问题。6月 25日初次介入后，我们马上投入工作状态，
提前一小时到达场地，和法院工作人员沟通流程，调整
机位、选定直播位置和出镜位置，一切准备就绪。

开场白、录制,上午结束视频、下午开始视频……直
播像一场持久战，我们都在为着群众的关注点和突飞猛
进关注量努力着。担任现场指挥的领导建议下，我们在
直播过程中添加了不少记者现场解说，使直播内容更加
丰富和精彩。

常规的镜头和画面已经发布，如何将新的更多相关
内容呈现给观众呢？我们绞尽脑汁寻找突破口，几番商
量后决定从法警的角度入手。

由于被告人较多，从全省调来 150余名警力时刻看
守,每天法警五六点去看守所提出被告人，确保在 8点
10分前赶到法院。我们的采访镜头又跟随法警、警车,
为直播添加了精彩的内容。

10 万、20 万……100 万……直播第 5 天半仅仅一
个平台的阅览量突破 100多万，我们欣喜不已，随着结
束视频的录制完毕，最后一天完美的句点落在了 128万
余次，这一仗，我们打得漂亮！

寻找司法所长扎根基层素材：

深入群众人物才鲜活
□本报记者张星

黎母山镇地处琼中、屯昌、儋州三县市交界处。恰
逢此次“壮丽 70年”专栏报道的安排，我采访黎母山司
法所所长王天忠。

对于这个题材要写什么、应该突出什么，我心里是
有数的。但基层司法所工作平凡且琐碎，大家期待的

“吸引眼球”的素材并不多。我琢磨，让他身边的人来
讲所长的故事，更突出稿子主题。

9月 11日，我们在黎母山镇见到所长王天忠时候，
他正调解一宗人身损害纠纷案。我们全程跟着他参与
调解。

“我的工作就是这么普通，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这是王天忠和我见面时说的话，掩饰不住他直爽、平易
近人的性格。看着他忙碌的身影，这个被媒体屡次宣
传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在我面前变厚实起来。

黎母山司法所建所之初，办公条件很艰苦。在这
样的背景下，王天忠遇到的难题也比较多。王天忠告
诉我，“现在不仅有司法干警协助，还有包点法官及时
参与解决重大、疑难案。”

“王所长对工作的认真和热情，深深地影响着我
们。”作为黎母山镇的包点法官，文志娟深有感触地告
诉记者。我想这可能就是黎母山山区司法改革的一个
缩影。

采访中得知，黎母山镇的居民对王天忠很熟悉。
包点法官、村干部、群众提起他，连连竖起大拇指。对
于大家的认可和点赞，王天忠笑着说：“我喜欢这份工
作，31年了，也习惯了。”王天忠眼中似有泪光闪烁。

这次采访让我意识到，只有到基层到老百姓身边，
才能挖掘到真正的好素材，才能让新闻中人物形象丰
满、鲜活、感人，新闻才能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