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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婷

“如果没有你，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
小李，我把这面锦旗送给你，是我们全家
给你记的‘一等功’，真心谢谢你！ ”近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山镇柏树村贫困户
胡建国来到区纪委监委，将一面写有“扶
贫济困，温暖民心”的锦旗送到了帮扶干
部李晓杰手中， 感谢他近年来的倾情帮
扶。

2016 年 3 月，经区扶贫办安排，区监
委第一监察办负责人李晓杰与胡建国正
式结成了“穷亲戚”。 “老胡一家 4 口人，
嫂子在市内打零工， 他在阳光酒店工程
部务工， 两人微薄的工资既要维持基本
生活开支，还要供两个儿子上大学。 ”李
晓杰亲切地称胡建国为 “老胡 ”，了解到
老胡家的情况后，他心里一紧。

根据老胡家致贫的原因， 李晓杰积
极为他们争取了 “阳光助学 ”“雨露计
划”、分贷统还分红项目、公租房住房补
贴等政策支持， 极大减轻了他们的经
济负担 。 同时 ，李晓杰还经常给胡建
国 打 电 话 ， 及时了解他的困难和需求 。
2018 年， 老胡的大儿子胡俊超大学毕业
后找到了一份工作， 家庭条件眼看越来

越好了。
天有不测风云。2019 年 5 月，老胡的

妻子李林浓被确诊为乳腺癌， 这对于老
胡一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开始医生说没希望了，已经到晚期
……” 老胡的手指捏得紧紧的，“我当时
连家里的亲戚都没联系，就想到小李，认
为只有他能帮我。 ”幸运的是，在湘雅医
院检查后，医生说通过化疗还有希望。在
检查结果出来的当晚， 老胡立马给李晓
杰打了电话。

得知此事后， 李晓杰立马放下手头
上的事， 到区医保局给李林浓办理了转
诊、医保报销等手续。 “老胡”和“小李”，
纵使隔了几百公里，帮扶也没有“掉线”。
最后，李林浓不仅顺利在湘雅医院住院，
按照贫困户最高报销比例报销了住院费
用，还享受到了特殊病种医疗报销政策，
极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李林浓转院回张家界后， 李晓杰又
帮她办理了各项入住、转院手续。今年疫
情期间都是由李晓杰接送李林浓， 并给
老胡家送去了 20 只口罩。

“他说他姓李，我也姓李，就是一家
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李林浓提起自
己从鬼门关走的这一遭， 总说遇到了大

好人，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李晓杰又积
极在区妇联为其争取“两癌”救治资金 1
万元， 并主动帮老胡申报了红十字会的
救助资金 1 万元。

“目前 ，我妻子的身体逐渐好转 ，我
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老胡给李晓杰写
了一封感谢信。 疫情过后，大儿子去上班
了，李林浓的身体也在慢慢恢复，老胡一
家的生活又渐渐好起来了。

“作为基层帮扶干部的我，能力是有
限的，但我有一颗百分百的真心，带着这
颗心， 我与他们交朋友， 帮他们解决困
难，他们也打心眼里认可了我。 ”收到这
面锦旗和老胡的感谢信， 李晓杰特别开
心和自豪，他坦言，这个“一等功”是他工
作以来得到的最大认可和鼓励。

扶贫路上， 纪检监察战线上还有不
少 “小李 ”，他们一腔忠诚 ，急群众之所
急，想群众之所想 ，以铁的纪律和作风 ，
把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责任牢牢抗
在了肩上，在扶贫攻坚的路上一往无前，
义无反顾。 因为有他们，无数的“老胡”在
一次次帮扶中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
怀，有了向前奔跑的信心和勇气。 为“老
胡”们鼓劲，也为“小李”们点赞！

（作者单位：永定区纪委监委）

□ 陈锦东

近日 ， 北京市纪委监委通报 4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其中丰
台区长辛店街道公共安全管理办公
室原专职副主任、 平安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张跃明知市、 区两级清理规
范社区填报表格的要求， 仍违规要
求社区继续填报相应表格 ， 还新
增 4 项表格 ， 将原本由街道负责
的工作转嫁给社区， 受到政务警告处
分。

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
是当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
手 ，可有效避免 “上面九级风浪 ，下
面纹丝不动” 等“上热中温下冷”的
现象。 打通从严治党的 “最后一公
里 ”， 将压力传导到基层 “神经末
梢”，有力推动工作落实到位。

但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部门和
单位没有深刻领会上级精神， 不结
合实际机械地照搬照抄，甚至于“变
本加厉”。 他们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
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热衷于与下级
单位签订责任状， 将分内的工作和
责任下转，甚至层层加码。 有时一个
文件和政策传达到基层， 已经与制
定初衷相去甚远， 甚至与国家法律
法规相违背，难以落实，让基层干部
叫苦不迭。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持续加强
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责任，
严查责任甩锅行为。

权责要对等。 “有多大的权力，

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没有授予其
足够的权力， 就不应让其承担相应
的责任。 ”

传压要适度。 “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 ” 基层干部往往身兼数
职，“5+2”“白+黑”是常态，“忙 、累 、
压力大 ”是他们最切身的感受。 如
果给他们太多压力， 他们只能疲于
应付，工作效率自然低下，不仅不利
于工作开展， 对干部身心健康也是
一种损害。

考核要科学。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
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通知规定，督
查检查考核事项要减少 50%以上 。
各单位都应认真落实通知要求 ，避
免督查检查考核名目繁多、 频率过
高、 多头重复、 重留痕轻实绩等问
题，让基层干部从资料堆里、从迎检
路上走出来，走到田间地头、走到老
百姓家里去。
（作者单位：桑植县官地坪镇纪委）

好家风，传家宝
□ 邓萍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集
中梳理了上半年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的中管干部和厅局级干部有关情况。
在 145 名被公布受处分干部中，有 43
人涉及家风问题 。 如海南省委原常
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家风败坏，
伙同家人大肆收钱敛财、大搞权钱交
易”，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原书记
傅铁钢 “违规为其子安排工作 ，并默
许吃空饷”等。

自古以来 ， 中国知识分子都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
怀。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把“齐家”
当成必修课 ，管好 “后院 ”，培育良好
家风。 张琦、傅铁钢之流，把手中的权
利当成家庭甚至家族谋利的工具，往
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凡此种种，
既毁掉自己 、殃及家人 ，更让党纪国
法蒙尘 ，严重败坏党风政风 ，损害党
的形象。

好的家风让孩子受益终身。 曾国
藩在祖父勤耕家风的影响下封侯拜
相，并且“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无论
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文人学者还
是领导干部，好的家风浸润着每一个
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
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

古语云 ：“欲治其国者 ， 先齐其
家。 ”党员领导干部更应严以律己，以
身作则 ，立家规 、严家教 、正家风 ，带
头树立耕读 、忠厚、清廉 、勤俭、纯洁
家风，从而促党风 、政风 、社风 、民风
持续向好！

（作者单位：桑植县官地坪镇纪委）

升迁不能靠美色
□ 周榜文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临洮
县人民检察院诉张长庆挪用公款 、行
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文中揭露的受
贿事实再次牵引出甘肃省武威市一名
女副市长姜保红， 屡次通过性贿赂来
取得地位。 可惜美色不是官员违纪违
法的护身符， 等待这位佳人的终将是
苦涩的牢狱之灾。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以色侍人
焉能长久？真正的成功没有捷径可走。
稳扎稳打赢得组织和群众的认可才是
升迁的正途， 投机取巧的旁门左道终
会将你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如今，
公务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 有升职的
欲望乃属情理之中， 毕竟对于那些有
能力、有理想 、有抱负的官员 ，更好的
平台更利于个人才能的发挥， 也能够
让更多的群众受益。然而，国家之权乃
是神圣的“公器”，不是以权谋私、权色
交易的工具， 更不能将权力凌驾于宪
法和法律之上， 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
权力是用来为民谋福利的。

“知足者常乐，贪婪者常悲”，这是
历史经验和无数前车之鉴的警醒。 美
色不是官员升迁攀爬的 “阶梯 ”，而是
饮鸩止渴的“毒酒”。 靠行贿换取的官
位终究难以坐稳， 一时风光终将换来
一世悔恨。 当干部只有时刻把规矩和
纪律挺在前面，扎扎实实好好做事，而
不是盯着大官做事，才能问心无愧、稳
步前行。

（作者单位：桑植县官地坪镇纪委）

群众给他记了“一等功”

“层层传导压力”不可“层层加码”
■三湘廉评

■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