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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按照监督意见，请接
下来发言的同志，注意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批评……”
去年9月，在我市某市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现场，
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辣味”不足，会议被列席的市
纪委监委干部当场要求暂停。几分钟后，会议主持
人宣布会议重启，并申明纪律要求。

党内政治生活情况反映政治生态。去年以来，
市纪委监委派员全覆盖列席监督市管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市纪委监委与市委督导组人员一道发现并
纠正具体问题119个，对11个单位政治生态状况作
出问题性评价；同时做好民主生活会“后半篇文章”，
督促市管领导班子成员逐一整改民主生活会查找出
的问题和列席监督发现的问题，由表及里、久久为功
净化政治生态。

五届市委前三轮巡视显示，我市政治生态在党
的十九大后逐步得到修复：如五届市委前三轮巡视
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19个，其中发生
在 2018 年以前的问题 342 个、占 81.6%，发生在
2018年后的问题77个、占18.4%，存量大幅削减，增
量得到有效控制。

成果如何巩固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启动后，市纪委监委把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作为调研课题之一，要求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找
问题、查症结、破难题，将发现的问题纳入检视问题
整改清单。

同时，针对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具有长期性艰巨
性复杂性的实际，提出在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上持续用力，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
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上持续用力，以及在
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上持续用力等八方面
整改建议。目前，这些建议正在转化为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的治理效能。

“辣味”不足
民主生活会被暂停

政治生态 让清风正气在重庆持续激荡

4月6日，结束休养回到家的刘景仑有
了难得的闲暇。争着做饭、拖地、检查孩子
作业，刘景仑想把“欠家人的账”补回来。

在湖北孝感50多天，回重庆后集中
休养两周，与家人久别重聚，刘景仑十分
珍惜这段时光。“今年的家务我全包了。”
刘景仑对妻子说。

刘景仑是重医附一院急诊和重症医
学科的一名医生。1月21日，刘景仑瞒着
家人写下请战书，请战上湖北抗疫前线。
五天后，刘景仑与同事们紧急驰援孝感。

在孝感，刘景仑临危受命，成为重庆
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医师组副组长，
重庆援助湖北医疗队重症组临时党支部
书记、重症专家技术组组长。

“患者怎么样了？”“下一步怎么能让
患者更好？”刘景仑告诉记者，那时自己
每天想的就是这些。“我们一直在争分夺
秒地治疗、抢救，总担心努力不够。”回想
起在孝感的日日夜夜，刘景仑感慨万千。

在孝感，最让刘景仑刻骨铭心的，莫
过于用EMCO（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救治

生命垂危的新冠肺炎患者那段时间。“作
为当时在孝感唯一一个有相关技术和经
验的医生，压力大是肯定的，但自己责无
旁贷。”刘景仑说。

援助湖北期间，重症组60名医护人
员先后进行了三轮次的救治患者任务，
前后共收治196例患者。作为临时党支
部书记和组长，刘景仑共完成222例次重
症患者的会诊和查房，其中包括108例次
危重症患者。在重症组所有救治患者
中，无一例发生轻转重、重症转危重症，

救治效果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医护人
员的高度赞赏。

回想起离开孝感时，当地医务人员和
干部群众与重庆医务人员依依不舍道别的
场景，刘景仑仍难掩激动：“当时我和战友
们也是一直哭着离开的。我为我们的国家
感到自豪，我舍不得孝感的父老乡亲。在
国家最需要时能出点力，我感到很荣幸！”

刘景仑是我市无数战斗在抗疫一线
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役中，无数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火线
逆行，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
膀上，以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什
么是担当作为。

“在国家最需要时能出点力，我感到很荣幸”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一年来，重
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全面从严
治党扎实推进，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整体向好，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当前，全市上下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在抗击疫情
中，重庆第一时间响应党中央号召，连续
派遣18批医疗队1636名队员驰援湖北，
白衣执甲、舍生忘死，倾情倾力对口支援
孝感，全力以赴完成对口支援任务。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
锋在前，团结带领广大群众筑起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铜墙铁壁。同样，在加快

推进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驻
厂指导，解决企业燃眉之急，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推动经济社会早日全面步入正常
轨道。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抗疫和抓发
展中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执行力、战斗
力，映照出重庆政治生态的整体向好。

重庆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在全市兴起理论大学习、
工作大落实热潮，通过用心学进去、用情
讲出来、用力做起来，广大党员干部进一
步强化了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增强了

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一把手”政治能
力提升等专项计划，把政治训练的任务
项目化、措施清单化，教育引导干部坚定
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坚决肃清孙
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坚
持向深层挖根、向常态转化、向治本拓
展，突出抓好干部法治和德治建设，促使
各级干部讲法治、立政德，推动政治生态
持续向好。

重庆探索开展“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以案说德、以案说责”警示教育。从2018
年6月到去年底，全市共开展“以案四说”
警示教育1.27万场，运用典型案例5044
件次，受教育对象84.98万人次。去年10
月底，市纪委监委深化拓展“以案四说”警
示教育，抓好“以案改治理、以案改监管、
以案改制度、以案改作风”试点工作，把

“说”和“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机制，以全面从严治党新
成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全市上下形成了坚决听从党中
央指挥、自觉向总书记看齐的良好政治氛
围，形成了各级班子坚定清醒有为、各级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政治局面。

重庆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向好

资料来源：市纪委监委

去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察时，叮嘱重庆要持续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一年来，重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
政治品格，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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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19个，其中发生

在 2018 年 以 前 的 问 题 342 个 、占

81.6%，发生在2018年后的问题

77个、占18.4%，存量大幅
削减，增量得到有

效控制

从2018年 6月到去年底，全市共
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 1.2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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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

“以案四说”警示教育

▼巫山县当阳乡玉灵村九组，严克美（右二）和村民
们围坐一起宣讲乡村振兴战略。（资料图片）

记者 郑宇 摄

▲3月25日，南川区纪委监委组织木凉镇机关干
部观看“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专题巡展。

（南川区纪委监委供图）

□本报记者 商宇 陈国栋 杨铌紫

正面典型以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好

的导向激励人、鼓舞人，给社会带来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

反面典型则给人以警示、深思，让广

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把正面的立起来，把反面的破除掉，

当好政治生态“护林员”，涵养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用正确思想、优良作风、良好导
向、正面典型持续激荡清风正气，重庆一
直在路上。

“我在私利与公义面前选择了私利，
在友情与原则面前选择了友情，背离了组
织，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没有经得住
金钱的诱惑，干了一个共产党员不该干的
事。”

3月25日，南川区“以案说纪、以案
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警示教育巡展
现场，看到节选的南川某镇农服中心原主
任杨某某悔过书所写的内容，南川区木凉
镇农服中心主任姚仕龙深深为之惋惜。

姚仕龙之所以触动很深，还有一个原
因是他与杨某某曾在同一所中学读书。
后来工作大家又都在农委系统，经常一起

交流，两个人很熟。说起两人的过往，姚
仕龙不胜唏嘘。

杨某某出生农民家庭，经努力学习跳
出“龙门”，后又出国进修，成为一名出色
的农技专家。工作中，杨某某认识了一位
朋友，邀他一起经商办企业。后来企业经
营中资金出现问题，这时杨某某打起“歪
主意”——虚列项目，套取村里一事一议
项目和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虽暂时渡
过难关，但好景不长，因经营不善，企业还
是倒闭了。为弥补“亏空”，杨某某又“故
伎重演”，最终被绳之以法。

看到曾经很有能力、很有前途的朋友

落到这个下场，姚仕龙很痛心，也很感慨：
“一步不慎，满盘皆输。作为党员干部，要
‘时刻清醒筑防线，走好人生每步棋’，必
须警钟长鸣、敬畏法纪，防止‘一失足成千
古恨’。”

今年春节后，借助市纪委监委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的“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专题巡
展，南川区以“争做勤廉干部，实现奋发有
为”为主题，在保障防疫措施的情况下，组
织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实现了区级部门、乡
镇（街道）机关党员干部观看“全覆盖”。

南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
主任刘诗权介绍，此次活动要求每一名党

员干部写观后感，写得好的感言在媒体上
刊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忠诚干净担当
的好干部。

“观看此次巡展，使我对‘以案四说’的
内涵、效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木凉镇纪
委书记黄利华观看巡展非常认真，他认为，
抓实“以案四说”，能很好地起到打“预防
针”、敲“警示钟”的效果，增强“不想腐”的
自觉，有助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三不”机制建设，实现标本兼治。

以棒喝促猛醒，唤醒“梦中人”。“以案
四说”警示教育在我市开展一年多来，巡
视发现党内政治生活、选人用人、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量呈明显下降趋
势，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立德、尽责的思
想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

“以案四说”敲警钟，走好人生每步棋

几场春雨后，巫山县双龙镇天鹅村漫
山遍野的柑桔、脆李又增添不少新绿。村
舍、炊烟、犬吠声，在明亮的春光里，这个
位于5A级景区小三峡腹心地带的村庄，
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

最近这段时间，副镇长、天鹅村第一
书记严克美一天到晚在村里忙不停。

“我现在是天鹅村的一员，我们一起
努力把村里的事情整巴适。”今年2月7
日，严克美从巫山县当阳乡调到双龙镇，
在与村民的第一次见面会上她如此和乡

亲们交心。
严克美刚到双龙时，正是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的时候。她与镇、村的党员、干部
进村入户，走访排查，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阻击战，很快熟悉了21个村（社区）的情
况。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天鹅村发展
农业产业示范园的规划。”严克美告诉记
者，她在当阳乡任职时积累了一些发展旅
游的经验，现在打算借助小三峡5A级景
区的独特优势，把天鹅村的乡村旅游搞得

更上档次、更加红火。
严克美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巫

山当阳乡工作，主动请缨担任基层党支部
书记。这个被当地人称为“美娃子”的年
轻人，带领群众挖水渠、修公路、改电网，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骑着摩托车翻山越
岭，走遍村社，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带领红
槽、玉灵两个村脱贫摘帽。

这些年，她的敬业奉献、任劳任怨、表
率作用，也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她先后当
选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
攻坚奖贡献奖”等称号。

尽管身上多了不少荣誉光环，但严
克美依然保持本色：扎根基层、心系群

众、实干苦干。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工作也在农村，

我喜欢农村工作，更喜欢和群众打交道。
我当初毕业回村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
点实事，无论走到哪里，初心都不会变。”
严克美说。

在重庆，像严克美一样扎根基层，坚
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的党员、干部
还有很多。他们扛起责任作表率，生动诠
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无论走到哪里，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初心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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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刘景仑（右）在病房与
患者交流（2月19日摄）。

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