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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琴 向斌

近日， 为亲属经商办企业 “铺路搭
桥 ”，对家人失管失教，与不法商人沆瀣
一气相互勾结，肆无忌惮大搞权钱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的原中国华电集团公
司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云公民被开除党
籍。

云公民在山西官场六年， 与多名煤
炭富豪纠葛不断。 在他担任太原市委书
记时 ，一名煤炭富豪甚至成了当地 “地
下组织部长”。 他不仅理想信念丧失，背
弃初心使命， 将手中掌握的国有资源当
成发家致富的 “摇钱树”，还对家人失管
失教，纵容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最终将
自己和家人送进了囚笼。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 ”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 家风是一个家族传统的风尚，尤其
指其独特的家教风格， 它不但关系着家
族兴衰，也与社会风尚有着很大关系。 像
孔子诗礼传家的教育、 司马光简朴的家
风、包拯戒贪的家法，影响着他们的子孙，也
影响着社会风尚，为当时及后世称道。

领导干部作为 “关键少数 ”，更应该
做好表率，立好家规，严管家人，带头树
立“硬核”家风。

首先，要当表率。 如果没有好的家风
家教， 既难以清白做人， 也无法专心做
事。 刘铁男教儿子“做人要学会走捷径”，
当儿子开始弄权敛财， 他自己怎么可能

秉公用权？ 苏荣纵容家庭成为权钱交易
所，他自己如何独善其身、专心做事？ 而
像个别官二代、 富二代表现出的精神空
虚、盲目炫富 ，莫不与家风不正 、家教不
严有关。 由此可见，作为第一责任人，家
长的理想信念要正确坚定，品德要高尚，
作风要正派，一言一行要释放正能量，一

举一动要树立好榜样。
其次，要立家规。 焦裕禄的家训，成

了其儿女一生的信条。 主管国家经济工
作 26 年的李先念， 禁止儿女参与经商，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
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新中国第五任财
政部长吴波，临终前两立遗嘱，要求把财
政部分配给他的两单元住房归还公家 。
这些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家风家教 ，让
家人亲属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继承
优良品格，规范言行举止，高风亮节广为
世人传颂。

再次，要树新风。 墨子有言：“染于苍
则苍，染于黄则黄。 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 故染不可不慎
也！ ” 优良家风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遥
远，发生在身边的家风善行，影响着社会
风尚。 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勤于学习作为
常态任务， 把甘于清贫作为培育良好家
风的价值追求，把节俭作为行为准则，把
严于管教作为重要环节， 承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根基，不断加强家风家教建设，
让硬核家风护航“后浪”。

（作者单位：桑植县纪委监委）

桑植县纪委监委召开纪检监察工作汇报会

着力打造敢于善于斗争的铁军
本报讯 （通讯员 袁

星鑫） 根据张家界市委
统一部署，市纪委近期
将对 4 个区县的全年
纪检监察工作进行检
查。 11 月 3 日 ，桑植县
纪委监委召开纪检监察
工作汇报会。张家界市委常
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代
理主任王令波，市纪委副书
记、市监委副主任刘小平，市纪委常委、
市监委委员黄章宪一行，以及桑植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肖运谋
等出席，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 、各部室
负责人及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参加会
议。

会上 ， 肖运谋从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 、以人民需求为中心 、以做实监督为
重点 、以纠治“四风 ”为抓手 、以审查调
查为突破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以班子
建设为龙头等 7 方面汇报了 2020 年工
作开展情况；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各
部室负责人、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分别
就分管和本职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并
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王令波表示，今年以来 ，各级纪检
监察组织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主要表现在落实“两个维护”更加坚决，
正风肃纪持续高压 ， 干部队伍更加过
硬 ，政治监督落实落细 ，信访 “清仓见
底”成效显著。

王令波要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
坚持“两个责任”，在全面推进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迈出坚实步伐，实
现往深里走、实里走的“双轮效应 ”；要
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推进作风建设，重

点查找基层人民利益是否受损，是否真
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强力整治优化营商环境等
方面的作风问题 ； 要从严开展执纪审
查 ，不断加大执纪审查工作力度 ，持续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坚持重心下
移 、力量下沉 ，用心用情把信访问题化
解在基层；要将从严管理与关心爱护干
部紧密结合，着力打造敢于善于斗争的
纪检监察铁军。

让硬核家风为“后浪”护航

桑植县纪检监察工作汇报会现场。

■三湘廉评

“向伯 ，张姨本月
的残疾护理补贴应该
下来了吧？ ”

“我昨天已经去
银行取啦 ， 连着上个
月的一起发下来了 ，
太感谢你们了。 ”向伯
连声道谢 ， 纪委工作
人员十分高兴。

11 月 5 日 ， 瑞塔
铺镇纪委接到一起上
级交办的关于扶贫领
域的问题线索 ： 杨家
洛居委会两位群众今
年 9 月申请了国家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
截 至 10 月 仍 未 收到
相应补贴资金 。 获得
线索后 ， 镇党委迅速
成立核查组核实。

核查组通过实地
走访 ， 了解到其中一
位当事人张某某患有
脑病 ，下肢无力 ，完全
丧失行动能力。 今年 7
月 ， 张某某跟丈夫一
起到县残联办理残疾
证 ， 经鉴定张某某达
到肢体 2 级残疾标准， 可以申请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9 月残疾证发
放到手后， 村干部立刻为他们向县
残联提交了护理补贴申请， 但直到
10 月底， 张某某迟迟未收到补贴资
金。

核查人员立即与县残联取得联
系，了解有关情况后得知，残疾人补
贴系县残联统一发放， 张某某的补
贴 9 月已全部发放到位。 而当核查
人员进行调查时，发现 10 月份的残
疾护理补贴同样未发放， 经过镇纪
委与镇民政所、县残联协调沟通，目
前包括张某某在内的两位群众的护
理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

陈安琪

“年年下雨的时候，尽是黄泥巴，我
们都不敢出门。 ”“这里离镇上那么远，
路又被压得坑坑洼洼，没有车愿意来。 ”
“这个路都变成土路了， 我们村子该怎
么发展？ ”村民纷纷向桑植县瑞塔铺镇
纪委的同志反映诉求，其中提到最多的
就是芦溪村黄泥垭组居民出行不便的
问题。 近日，镇纪委工作人员前往芦溪

村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督查行动，便
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镇纪委接到群众反馈意见后迅速
反应，向镇重点办咨询了有关芦溪村道
路建设问题。 了解到原老张桑公路至芦
溪村黄泥垭组路段，改道通车后无人维
护 ，公路损毁严重 ，路面坑洼 ，泥泞湿
滑，群众出行极为不便。 获悉情况后，镇

纪委协调镇重点办将情况上报给县交
通局，原张桑公路至芦溪村黄泥垭组路
段开始施工，全长 7.8 公里，工程项目涉
及 3 个村，覆盖群众 3000 余人。

镇纪委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治理行
动以来，共处理群众信访举报 18 件，解
决群众反映的扶贫领域问题 7 起。

陈安琪

黄泥路穿上了“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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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令波在会议
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