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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把全民守法提升到
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同等重要地位，从而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构筑起一条完整的
法治链环，设计出一条全闭合的
逻辑回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全体国民必须积极参与、共同
推进的现代化事业。没有全体
国民的广泛积极参与，依法治国
的进程将难以顺利推进。从社
会发展进程看，公民守法将为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
供必要的法治条件、文化氛围和
社会基础。

推进全民守法是实施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程。
全民守法的对象，既包括自然
人，也包括法人；全民守法是全
社会全覆盖的守法，没有遗漏或
例外。推进全民守法，需要用法
治文化浸润和熏陶社会民众，用
法治思想引导和滋养社会舆论，
营造出浓厚而牢固的法治社会
氛围。推进全民守法的目标，就
是要使全体国民做到尊法、信
法、用法、护法。一是要使民众
从精神上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
心。二是要使民众从内心深处
树立起对法律的信心。三是要
使民众学会并习惯于遇事主动
寻求法律帮助。四是要使民众
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推进全民守法的关键是党
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
垂范和以身作则。他们的遵纪
守法行为，对其他社会民众的心
理心态、价值判断及行为方式将
产生几何级数的正面影响；同
样，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所生产
的负面影响，也将是呈几何级数
增长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
求全体国民做到尊法、信法、用
法、护法，首先应当在党员和领
导干部身上得以落实。这就是，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敬畏法律，必
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
底线不可触碰，必须带头遵守法
律和依法办事，决不能违法行使
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徇私枉法。惟其如此，才能
为推进全民守法构筑起强大的
引导示范，也才能为全面实施依
法治国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海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海南省
社科联副主席祁亚辉：

推进全民守法
为依法治国
夯实社会基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
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
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
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近年来，我省依
托“法律六进”，注重普法实效，推
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不断
健全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以及依法
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促使全社会
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氛围。

我省近年来扎实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渐成风气

法治春风拂琼岛

全国法治示范村
是怎样“炼”成的

“现在我们村的治安好多了，
村民们的法治意识也提升了很
多。”11月24日，坐在三亚天涯区
槟榔村村委会办公室里，村支书
黎献满脸笑容，“如今我们当村干
部比以前可轻松多了！”

对于这个黎族村庄的变化，
2004年就在槟榔村当村干部的
黎献感受颇深，“槟榔村有15个
村民小组，一共6000多人口，村
子比较大，人口比较分散，村庄的
管理工作也相对较难。”黎献告诉
记者，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法治
意识，过去村里的偷盗案件时有
发生，许多村民经常以斗殴的方
式解决争端，“当时我们这些村干
部整天忙着协调各种纠纷。”

近几年，三亚由点带面在全
市开展大力推进法治建设，而槟
榔村则成为其中的一个“点”。

“这两年，村里面各种普法教
育、法治宣传活动很多。比如开展
法制知识讲座、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等各种活动。我们每半个月或一
个月就会召集各个村小组组长开
会，强调法治意识。现在村民们也
开始意识到许多事情需要运用法
律解决。”黎献说，村里还配备了法
律援助联络员和法律顾问。

2012年，由于在法治建设工
作方面的出色表现，槟榔村被授
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以前村民因为一点点小事
都会闹到村委会甚至镇里面，现
在基本上小纠纷都能在村民小组
层面化解了。如今大家也都是有
事说事，不会动不动就动手动脚
了。”黎献说，法律意识的增强，也
让村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我们村有一个村民，过去喜
欢小偷小摸，现在已经彻底改变
了。前两年还因为从河里救起几
个落水儿童而立了功呢！”

“我现在是我们村小学的名
誉校长，经常去给他们进行普法
教育。加强法治精神，还得从娃
娃抓起。”黎献笑呵呵地说。

人物：三亚槟榔村村支书黎献

村民有事说事
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偷盗案时有发生
以斗殴解决纠纷昔

今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陈蔚林 符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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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1 “法治信仰”播种发芽
一方面，依托“法律六进”积极普法，让老百姓人人守法；一方面，不断完善法律服务体系，让老百姓人人用法

全方位普法格局让普法无死角

“‘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
活动全省巡演自去年11月启动以来，全省有
近20万名学生观看了演出。”令海口市未成年
人法制教育中心主任李启雄没想到，他以海口
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学员真实案例为原
型改编的7部法治情景剧能取得如此大的反
响。

2011年6月，我省制定关于法制宣传教育
的第六个五年规划，并将普法经费列入地方财
政预算。3年多来，我省全面按照“六五”普法
规划，扎实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着力提高
公民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

“全民普法，是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经
途径。”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负责人郭光星告
诉记者，“六五”普法期间，我省以“法律六进”
为重要载体，大力推行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推进普法无死
角。“今年的重点在进校园，集中开展‘2013我
的法治主张’和‘法治文艺进校园’活动，还制
定了《海南省兼职法制副校长管理办法》，组织
全省2000多人次参加兼职法制副校长或中小
学校长普法培训。”

此外，“六五”普法以来，我省还注重资源

整合，致力于形成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合力。如
法院、检察、公安、工商、国税、海关等执法等部
门，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责任制，发
挥部门职能优势。民政、交通、农业、国土、科
技、林业、旅游等部门行业，深入学习宣传土地
征用、环境保护、科技进步、旅游管理等相关法
律法规……在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
与和密切配合下，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形成
了党委领导、人大政协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
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工作格局。

以优良的法律服务让群众信法

“谢谢律师，帮我结束了长达14年的家暴
生活。”近日，在省法律援助中心帮助下，不堪
丈夫殴打的澄迈女子蔡某成功与丈夫解除婚
姻。蔡某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结婚14年来，
几乎每年都要挨打二三十次。期间多次想到
法院起诉离婚，但都因没钱请律师而作罢。

2013年12月25日，蔡某无意间看到社区
门口的法律援助指示牌，便拨打了“12348”热
线与海南省法律援助中心取得联系。2014年
2月17日，省法律援助中心受理了蔡某的申
请，随即指派律师承办本案。最终帮助蔡某维
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像蔡某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省法律

援助中心主任王汉梅介绍，近年来，我省逐年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案件受理宗数已由2007
年的2767件提高到2013年的16273件。今
年又将“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列为为民办实事的十大事项之一，确定2014
年全省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将不少于16500件，
截止10月底，全省已受理法律援助15351件，
完成93%，并提供了法律咨询47257人次。

针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打不起官司”
难题，我省各级法院采取多措施解决“立案难”
问题。如强化立案大厅、诉讼服务中心等窗口
建设，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加大司
法救助力度，对符合减、缓、免诉讼费用条件的
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今年以来共为当事人
减、缓、免诉讼费2955414元，其中减交、免交
诉讼费共147308元，充分保障了经济确有困
难的当事人的合法诉权。

此外，我省还注重发展律师、公证、司法鉴
定等法律服务业。据省司法厅介绍，截至今年7
月，全省律师事务所有97家，执业律师从2011
年的960人发展到1381人。自2013年12月
起，我省遴选28名省内外法律专家和执业律师
组建海南省法律顾问团，努力为省四套班子依
法、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推进依法治
省。并逐步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建立法律
顾问制度，推进各级党政部门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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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林琳3次专程造访海口市未成
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经调研发现，当前，海南
未成年人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存在法律盲区，
犯罪、吸毒人数居高不下且出现低龄化趋势。
而这些恶劣后果的形成，与他们长期缺乏有效
的法治教育有着莫大关系。

林琳决定以我省大力推动“法律六进”工
作为契机，与李启雄一起研究，决定编排一台
能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情景剧或小品，让法治
教育真正“直达心灵”。

“这台法治大课，不仅要收获掌声和笑声、
感动和泪水，更要收获关于人生的思考和关于
法治的信念。因此，不仅对演员的台词做了很
多修改，对主持人的主持词和专家互动的讲演
词更是多次打磨、提炼，省司法厅厅长屈建民

带队巡演并直接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林琳
说。

林琳的宣讲让人们记忆犹新，因为那些贯
穿在互动过程中的细枝末节透露着他的智慧
与用心。例如，他现场会问：“一百减一等于多
少？”然后在众人齐声回答“九十九”的时候，他
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一百减一等于九十九，
是数学上的概念。而在法律上的概念却是‘一
百减一等于零’——一个人无论取得多少成
绩，只要触犯法律，一切全部归零。”“一百减一
等于零”这个独到点拨，直达人心，已让众多孩
子永铭于心。

该活动演出团队所到之处掀起法治宣传
教育热潮，许多中学生及家长在观演时深感震
撼甚至相拥而泣，纷纷表示“法治观念从此在

心中树立起来”、“对不起孩子，我不该打你”。
在整整一年的巡演中，林琳带着由省外引

进的专业话剧演员走遍海南山山水水，试图把
法治教育真正送到每一位未成年人身边。有
好几位演员因在疲劳状态下投入演出而昏倒，
巡演期间每天两场演出，晚上八九点才吃饭是
常事……林琳说，“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非常
优秀，也非常辛苦，他们是带着对法治的坚定
信念和对未成年人的真诚关爱来完成巡演
的。”

林琳希望，通过他一次又一次的宣讲，“法
治”一词能变得更有温度和厚度，而海南的未
成年人也终将能够真正拥有对法律的信仰和
信守，“如同我常常对他们说的那样——拥抱
法治，成就梦想。”

一位法律工作者的百场宣讲
“法治文艺进校园”已启动150余场，只要条件允许，省司法厅副厅长林琳必到现场为学生宣讲法律知识，至今已有100场

赔偿迟迟没有着落，怎么办？马汉福等人
为此头痛不已。

“有人跟我们说要‘闹出动静来’，但是我
觉得做什么事都要按规矩来，还是要相信政
府，我们最终找到老城司法所，让他们帮忙协
调。”马汉福说，“前不久，杨主任组织双方进行
了第一次调解，公司立马就安排了140万元给
我们恢复生产，我们非常满意。”

“事实证明了‘信访不如信法’。”杨泽善告
诉记者，在基层工作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近
年来，群众来司法所找他越来越频繁，仅今年
以来由老城司法所成功调解并达成书面协议

的案件就有122宗。
以前，群众有了纠纷矛盾，基本是吵得不

可开交，甚至还出现打架斗殴现象。如今，这
些情况发生了明显好转，群众有了纠纷，都选
择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说明老百姓的法治意
识越来越高。

据省司法厅介绍，“六五”普法以来，我省
法治创建工作已初见成效，截至目前，海口、琼
中和海口市龙华区先后获评“全国法治城市、
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塔市村等6个村委会获评第五批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

美定村等53个村获评第三批“全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

2013年11月，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结果
表明，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新进展，各
级机关公务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
明显提高，农民群众和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
治观念显著增强。此外，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
的落实，也极大地增强了老百姓通过诉讼解决
纠纷的信心。近几年，海南高院每年收案数均
以20%的比例增长，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
法”渐成风气。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普法依法治理取得新进展
调研显示，各级机关公务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农民群众和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显著增强

“虽有良法，要
是人民不能全都遵
守，仍不能实现法
治”，亚里士多德的
名言，振聋发聩。

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法律的权
威源自人民的内心
拥护和真诚信仰。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
保障，法律权威要
靠人民维护。近年
来，我省坚持把全
面普法和守法作为
依法治国的基础性
工作，深入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引导
全民自觉守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
靠法，为树立全民

“法治信仰”不懈努
力。

“ 总 共 讲 了
100 来场，每一场
都是围绕主题即兴
发挥，倾注了真情
实感。”自“为了明
天——海南省法治
文艺进校园”活动
从去年 11 月启动
至今，已在各市县
举办了150余场演
出。在此期间，省
司法厅副厅长林琳
到现场并以普法专
家身份上台互动。

“我相信政府，
相信杨主任最终会
给我们满意的答
案。”11 月 18 日，
澄迈县老城司法所
里，老城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副主任杨
泽善正在对一宗渔
业赔偿纠纷进行第
二次调解。调解结
束后，当事渔民马
汉福告诉记者。

马汉福称，今
年7月，受超强台风

“威马逊”影响，海
南某船舶公司所属
船只撞毁自家及周
边两家渔排，导致
96 个网箱损失，损
失超过 700 万元。
几个月来，马汉福
等渔民多次找公司
要求赔偿，但双方
一直就赔偿金额无
法达成一致，期间
引发多次纠纷。

近年来
我省逐年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案件受理宗数

已由2007年的2767件

提高到2013年的16273件
今年7月
全省律师事务所有97家

执业律师从2011年的960人

发展到1381人

全国法治城市、法治县
（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海口、琼中和海口市龙华区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塔市

村等6个村委会

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美定

村等53个村

“六五”普法以来
我省法治创建工作初见成效

海口市美兰区司
法局工作人员结合中
心工作，有针对性地
向群众开展法制宣
传。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三亚凤凰镇槟榔村不断创
新农村普法活动方式，运用漫画
形式，对与农村群众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分解绘画，图
文并茂，寓教于乐，受到广大农
村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琼中长征镇烟园村会议室里，苗族妇女在
学习有关生育的法律知识。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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