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颁奖词】

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身份，却
深深地爱着同一片蓝天下的那群撑着翅
膀的小精灵。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唤起人
间正义的携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候鸟守望者，守护的不仅是一片
美丽的天空，更是一种不能失去的文明。

【当选理由】

湖南罗霄山脉大山深处为保护候鸟
而努力的候鸟保护群体， 他们来自不同
的职业， 不同身份， 但却有着共同的爱
心，守护这一片美丽的天空。李锋，《长沙
晚报》记者，他同他的同伴先后8次深入
湖南省桂东县的罗霄山脉， 用镜头记录
了候鸟在迁徙路上遭遇杀戮的场景；张
厚义， 这位在洞庭湖边坚守了27年的护
鸟志愿者， 曾在一天的时间里清理了32
张天网，被誉为洞庭湖边的“护鸟王”。

【颁奖词】

拋颅头、洒热血，他用
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阐释了一名人民警察应尽
的职责。他恪尽职守、用心
爱民，敢于同不法行为作斗
争，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不
平凡的工作，做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铸就了一位森林警
察的先锋形象。

【当选理由】

从警十二年，向智勇始
终以保护森林资源安全，维
护林区社会治安稳定为己
任，从警以来，他多次受到
嘉奖。2005年获全州森林公
安大比武个人全能冠军，
2007年在打击破坏森林资
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被
评为全省先进个人，刑侦治
安大队也获得全州森林公
安大比武团体第一名，青年
文明称号，一次荣立集体三
等功。2012年2月，向智勇因
公殉职。

【颁奖词】

十六年默默奉献，每查一
个案件就如同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面对盘根错杂的案情
关系，他细致入微，锲而不舍，
用追寻真相、尊重法律、尊重
事实的态度攻克一个个难关，
为湖南的反腐倡廉建设筑起
一道厚厚的城墙。他无愧为人
民称赞的好检察官。

【当选理由】

他从基层干起， 深入群
众，在政法这条战线里默默奋
战了十六年。在任反贪局侦查
一室主任的近六年时间里，先
后查办了郴州市委原书记李
大伦、省国资委原党委书记周
政坤、省体育局原局长傅国良
等重特大级干部贪污贿赂犯
罪系列案件，为国家挽回直接
经济损失4亿元， 并查处各类
违法犯罪人员190余人。 先后
获得全省“杰出青年卫士”、湖
南省“严打先进个人”、省检察
院“优秀侦查员”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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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三湘华声
全媒体通过报纸、 网络向
全社会公开征集“你心目
中的法治人物”。开设在华
声 在 线 首 页 的
“CCTV2011年度中国法
治人物湖南十佳” 投票专
题从9月9日到10月5日，累
计收到网友投票240余万
次， 网络点击突破600万，
数百万湖南人通过三湘华
声全媒体关注此次评选活
动。

2012年6月，三湘华声
全媒体第二次吹响集结
号， 经过省直有关单位和

各市州积极组织推荐参
评， 近千名来自各行各业
的法治人物参与了报名。
评选委员会精心遴选，最
终确定了20名正式候选人
接受公众投票。

当年，候鸟保护群体、
向智勇、李征明、法律援助
团、张华、周裕阳、望城消
防大队、张娟、余晖、欧阳
秩, 成为了2012-CCTV
（湖南）法治人物十佳。

2013年， 法治湖南再
次扬帆。而最终，又将是谁
代表湖南走上央视的舞台
呢？我们翘首以盼。

2012年度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长沙颁奖

2013，谁是你心中的法治人物？
10月25日，湖南省新闻发布

中心。 作为一场致敬与期待的盛典，
2012-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
颁奖仪式暨2013-CCTV中国（湖
南）法治人物评选启动仪式在这里举
行。以候鸟保护群体、森林民警向智
勇、反贪斗士李征明为代表的十名湖
南法治人物作为当年的法治
标杆，接受颁奖。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龚化 实习生 李驰

2013年，谁是您心目中的法治人物？从2013年10月26
日上午9时至11月10日下午4时， 华声在线社会与法频道
(law.voc.com.cn) 以及华声在线首页都将开设网络投票平
台，市民可登录以上平台，为您心目中的法治人物投票。期
间，20位候选人资料将同步报送活动推选委员会评委进行
打分，网络投票结束后，综合评委打分（60%）及网络投票
得分（40%）评选出2013-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其中
前三甲报送央视，参与全国范围的年度法治人物评选。

CCTV中国法治人物
评选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法治
类评选活动， 从2001年12
月4日我国第一个法治宣
传日开始，“CCTV年度法
治人物” 评选活动已成功
举办12年。

在每年的全国普法日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都会
播出“法治的力量———年
度法治人物揭晓暨颁奖”
这一法治盛典。

作为中央电视台在湖
南地区的唯一合作媒体，
三湘华声全媒体在2010年
牵手央视评选出“十年法
治人物”、 独家承办2011
年、2012年CCTV中国 (湖

南)法治人物评选活动。
2011年， 三湘华声全

媒体推选的“免费午餐”爱
心 群 体 最 终 入 选
“CCTV2011年度法治人物
群体奖”。

2012年， 三湘华声全
媒体推选的“候鸟保护群
体” 再次入选“CCTV2012
年度法治人物”。

今年，由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三湘都市报、华声在
线新闻网站再度承办的
“2013-CCTV中国 (湖南)
法治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这一年，我们一如既往
关注那些推动湖南法治进
步、对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的人。

10月25日举行的颁奖盛
典上，以候鸟保护群体、森林民警

向智勇、反贪斗士李征明为代表的十
名湖南法治人物作为当年的法治标

杆， 被授予2012CCTV湖南法治人物的
称号。而其中的候鸟保护群体，更是作为
当年湖南法治力量的代表， 在三湘华声全媒
体的力推下，成为“CCTV2012年度法治人物”。

让我们向这些法治人物致敬，也向我们内心
坚守的公平与正义致敬。

致敬2012，为你我内心的公平正义

盘点湖南法治
榜样走向全国

10月25日，2012-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颁奖仪式暨2013-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评选启动仪式在湖南
新闻发布中心举行。 记者李丹 摄

评选湖南法治人物
请你投票

2013年
谁将代表湖南彰显法治力量

互动

期待

背景

致敬

2013-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候选人名单

姓名 性别工作单位及职务
黄杰斌 男 耒阳市人民法院一庭庭长
胡勇平 男 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海清 男 常德市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
李贝 女 娄底市巡特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
李琪 男 湖南省公安厅警令部特警队长
李杨 男 长沙市雨花公安分局黎圫派出所社区民警
罗旿 男 株洲市立案信访局信访办主任
刘程 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局信访科科长
麦瑞明 男 炎陵县人民检察院监所科科长
石海忠 男 怀化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工程师
伍利军 男 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王文辉 男 龙山县人民检察院预防科科长
王均全 男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项文渊 男 桃源县公安局局长
徐亚平 男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主任记者
杨飞 男 怀化市工商局经济检查支队长
杨荣 女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庭副庭长
赵勇辉 男 湖南卫视媒介经理
张洪峰 男 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
曾昕 女 湖南普特律师事务所主任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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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保护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