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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要闻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这里有个法治公园
“爸爸，这雕像是谁啊？”“是商鞅。来，

咱仔细看看，商鞅先后两次对政治经济制
度进行变革……”吃完早饭，我来到鹤壁市
淇滨区淇河岸边的法治主题公园，在商鞅
雕塑前听到了一对父女的对话。原来，这
是祖孙三代来公园休息，小姑娘扎着两个
羊角辫，忽闪着大眼睛。她的爷爷告诉我：

“经常带孙女来法治公园玩儿，顺便给她讲
些法律小知识，等她再大些，就可以教她猜
法律谜语了。”法治公园里满眼绿色，丝丝
凉意，三三两两的人，或走或坐，不时传来
欢快的笑声。

法治公园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米，于
2013年夏天建成投入使用。公园的主题是

“法”，入口景石就是镌刻着一个大大的
“法”字的巨石。法象征着公正、正直、统
一，是一种规则秩序，也是公平断讼的标
准。公园共分为三大主题板块，分别为法
的演进、法与社会、现代法治理念，通过巨
石、艺术雕塑、摊开的石书、法治文化长廊、
法治橱窗等方式表达。石碑上，刻着诸如

“中国法制的最早雏形”的法制相关内容；
石书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历程”等
的法律常识；公园路边的碎石上也刻着诸

如“引火烧身（打一法律名词）”、“最好的法
律从习惯产生”等法律谜语和法治格言；法
治文化长廊上分别从礼让、谦恭、规矩、做
人等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法在日常生活中所
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连供人休息的
石凳上都大有玄机：一端刻着与法律有关
的谜语，一端刻着谜底。一踏入公园就让
人感受到浓浓的法治氛围。

从滑县老家来鹤壁帮忙带孙子的两位
老人正在长凳上休息，当我询问是否关注
过公园里的法律知识时，老人实话实说平
时关注的不多，“真万不得已碰到事儿了才
去想法律”。当我询问其姓名时，他却笑而
不语，我说：“看，你可以不告诉我你的名
字，这就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呀。”他们冲
我善意地笑笑，“过日子还真跟法律有关系
啊”。我们相视而笑。是啊，生活怎么会跟
法律没有关系呢？这法治公园不正走入人
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吗？

近年来，鹤壁市不断完善法治文化基础
设施，拓展法治文化宣传阵地，法治宣传亮点
频现。据鹤壁市司法局副局长宋存兴介绍，
为让市民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能够随时随地
领略法治文化的精髓，受到法治精神的熏陶，

截至目前，该市已建成4个法治主题公园、10
个法治文化广场、20个法治文化长廊。同时，
该市还依托网站、微博、手机短信等平台传播
法律知识。鹤壁被评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工
作先进市，在全省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调查
中，也连续3年位居全省第一。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曾对其予以肯定：“鹤壁
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很扎实、很有特色，
效果明显、态势很好。”

在如今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
下，法治已成为一个高频词。其实，法治的
实质是对法律制度的内化和认同，是对法
律至上的信奉和坚守，从而外化为一种依
法而行的行为模式、一种循法而动的思维
习惯和一种敬法畏法的生活态度。如何通
过创新，让法治文化元素以新的形式和载
体融入群众的生活，让法治成为人们的一
种生活方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
题，我想鹤壁市司法局已经用行动和成绩
证明了它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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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星期二 晴□记者 井春冉

本报讯（记者 马锐）圆梦蓝天，跨界长
空。9 月 11 日至 13 日，河南法制报社承办
的 2015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自由
飞项目）将在许昌举行，届时将为读者展现
国内航空航天模型自由飞项目顶级赛事，
一览今年新晋世锦赛冠军的飒爽英姿。

昨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举办
2015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自由飞
项目）的通知》称，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竞赛
工作计划，2015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
赛（自由飞项目）将在河南省许昌市举行。
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
运动协会、河南省体育局、许昌市人民政府

主办，河南省航空运动协会、河南法制报
社、河南电视台《印象中原》栏目承办，河南
省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许昌市体育局协办。

赛事在净空良好、环境优美、亚洲最
大的草地机场——许昌机场举行。据了
解，2015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自
由飞项目）以竞赛为手段，结合国家重点
科研任务，通过制作航空航天模型进行缩
比验证飞行，进而检验创新作品的可行
性，并达到拓展高校学生及科研院所人员
科技创新意识、提升设计制作能力的目
的。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对发挥体
育赛事平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

技后备人才培养服务的新模式进行探索，
必将对我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航空航
天技术的普及和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

放 飞 蓝 色 梦 想 ，我 们 精 彩 起 航 。 目
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也在
紧锣密鼓组队参加。一些知名企业更是
不断与赛事举办方洽谈商务合作事宜，期
冀通过赞助、协办等方式协力打造精品活
动，提升各自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美誉度。
更 多 详 情 可 致 电 （0371） 56576805、
85763211、63862527 咨询，或登录国家体育
总局官方网站查询。

河南法制报社承办的2015年全国航空航天
模型锦标赛（自由飞项目）落定许昌，9月11日至
13日精彩钜献

本报讯（记者 董景娅 特约记
者 连欣）8月 12日下午，河南省“百
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司法
厅专场开讲，省委党校教授、河南行
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汪俊英作了
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专题讲座。

汪俊英教授围绕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四个全面之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国家治理与法治的关系为主
要内容，详细阐述了我国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报告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思想
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好评。对司法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省司法厅机关全体人员、厅属单
位处以上干部200余人聆听了报告。

河南省“百名法学家百
场报告会”司法厅专场开讲

多方面论述
依法治国意义

蓝色梦想
自由飞翔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8 月 12 日，第二期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专题研
讨班进入第二天。两天的时间，在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作动员报告之后，副
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甘露，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张立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分别
作专题报告。

领导们理论与实践并举的专题报告，引
发了学员们的热烈反响，他们通过课余时间
深入交流心得体会，表示要学以致用，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开拓创新做好本职工作。

“刘满仓书记和几位领导的报告使得我
们思想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其中，许甘
露副省长结合河南法治公安建设的专题报
告，以善作善成的思维和理念，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吹响了新时期河南法治公安建设的嘹亮
号角。”驻马店市公安局局长杨俊杰说，许甘
露副省长从全面建设法治公安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全面建设法治公安的基本要求，坚
守全面建设河南法治公安的底线等三方面科

学论述了法治公安建设的深刻内涵。他要求
将法治作为引领各项公安工作的总纲，提出
办事办案要做到于法有据，加强素质能力建
设，完善执法制度机制建设，大力推进执法公
开，这些都从深层、多渠道为我们指明了法治
建设的正确道路。下一步，驻马店市公安局
将认真学习领会刘满仓书记和许甘露副省长
报告精神，从服务驻马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的全局出发，立足实际，科学规划，调整思路，
明确重点，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推动实现全
市公安法治建设的长足进步。

鹤壁市司法局局长王永秋说，参加这
期全省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专
题研讨班，特别是聆听了刘满仓书记等领
导的重要讲话和辅导报告，进一步增强了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省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作为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干
部，要把这几天的所学所思所获，尽快转化
为法治河南建设的具体行动。一方面要带
头强化法治意识，在执法司法实践中不断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扎实组织协
调开展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形式，提
升效果，努力营造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引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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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永城市公安局
局长杭磊说，通过认真学习刘满仓书记和许
甘露副省长等领导的讲话精神，感觉受益很
深，全面推进依法治省是大势所趋，作为基层
公安机关一是要坚持底线思维。把宪法法律
作为第一遵循，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问题。二是要坚持脚踏实地。全面加强
民警执法素质能力和执法机制建设，着力推
动以侦查办案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转
变。三是要坚持改革创新。紧紧抓住全面深
化公安改革的有利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项目带动，积极破解机制性、工作性难题，让
广大群众尽快享受到法治公安建设成果。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开拓创新做好本职工作

第二期政法干部研讨班第二天，学员们深入交流心得体会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陈小
平）8月 12日，针对暑期、汛期以来，
我省某些地方发生中小学生溺水事
故的情况，省教育厅召开会议，对预
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进行再部署，
要求各级教育部门要向当地政府主
动汇报，会同公安、水利、住建、河务
等部门以及乡镇政府，对危险水域
再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排查，筑牢
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安全网。

昨日，省教育厅再次部署时要
求，要将水库、河道、坑塘、沟渠等危
险水域作为排查重点，积极进行巡
逻和设防，设立防溺水警示标牌，落
实有关人员进行巡查和劝阻，不得
允许中小学生游泳、戏水。同时，动
员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加强对
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明确各单位
的工作任务，落实部门责任。对因
工作不负责任、措施不到位，再次造
成中小学生溺水身亡事故的，要追
究相关部门人员的责任。

省教育厅强调，各级教育部门要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三查三保”安
排部署，结合当地实际采取一些有针
对性的措施加以预防、管理和教育。
有条件的学校要马上召开一次家长
会，对广大学生家长进行再宣传、再
教育，向家长通报近期我省发生的中
小学生溺水事故。各位家长要教育
孩子不得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
自己结伴或单独游泳和戏水。

筑牢中小学生
防溺水安全网

省教育厅对预防中小
学生溺水工作进行再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