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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开廉政教育新画卷
——通山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纪事
通讯员

5 月份以来，通山县用饱蘸浓墨的曼
妙画笔，勾勒出一幅内容丰富、载体多样、
亮点纷呈的廉政教育新图景，书写了第十
九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的崭新篇
章。

积墨：
由淡而浓，层层渍染
古人云：
“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
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
为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教育与保护，
通山县纪委坚持“未病”疗法，从“治心”
开始，为党员干部入职、提拔等职业生涯
关 键 节 点 划“ 红 线 ”、排“ 雷 区 ”、敲“ 警
钟”，以铁的纪律筑起一道固若金汤的反
腐防线。
在新录用公务员廉政教育培训班上，
该县纪委为 2017 年新录用的 33 名公务

员系好第一颗“廉洁扣”，激励大家始终守
住忠诚之心、夯实信仰根基、筑牢防腐之
堤。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6 月 5 日召开
的集体廉政谈话会上，该县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海元与 133 名新
任科级领导干部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
通，引领党员干部提升廉洁从政新境界，
在知行合一中体现赤胆忠心之大德、担当
尽责之公德、廉洁自律之私德。
“ 肆 意 伸 手 必 被 捉 ，用 权 任 性 必 被
究。这些触目惊心的涉案款数、刻骨铭心
的痛苦悔恨，触人灵魂、教人深省。”6 月
15 日，该县组织“四大家”领导和各乡镇、
县直各单位负责人集中收看警示教育片
《不忘初心 警钟长鸣》和《迷失》，以进一
步增强“关键少数”守初心、知敬畏、不忘
本的思想觉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
防线。

渲染：
“廉香”四溢，一片廉浓
为激发廉政教育的积极推动作用，该
县不断活化教育方式和创新活动载体，唱

宋成琳
响廉洁主旋律，不断凝聚共识，助推正风
……”一曲《家风》悠扬而绵长，散发着木
反腐向基层延伸。
质芬芳和书香气息，回荡在该县家庭家教
“《监察法》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家风教育基地
“圣庙”
内。
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明确纳入监察范围，
“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
不仅为村干部用权戴上了‘紧箍咒’，还为 ‘军纪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参观闯王
维护群众利益撑了腰。”该县《监察法》宣
文化园廉政教育馆，观看警示教育片《我
讲小分队队员、九宫山镇干部舒卫骄感慨
们绝不当李自成》，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
地说，有了《监察法》，基层反腐也就有了
部的勤廉意识。
法律支撑。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6 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组织各乡镇
纲领……”在“泰和园”革命烈士纪念碑
成立 13 支《监察法》宣传小分队，通过课
前，广大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
堂教学、摆设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
激发了人民至上、民族复兴的责任意识，
等形式，坚持把普纪普法“大篷车”开进村
坚定了理想信念。
组，把监察法流动“微讲堂”设到农村，并
三个载体，三面“镜子”，分别照出了
通过开展“我给村干部家属讲廉课”、
“当
对好家风的崇尚、对法纪的敬畏、对党的
好贤内助、共建幸福家”等家庭助廉活动，
忠诚，成为该县构建全方位廉政教育体系
用足用活文艺形式“演廉”、
“ 展廉”、
“唱
的重要支架，成为推进政治生态持续净化
廉”，使乡土文化和廉政文化在激情碰撞
的关键举措，成为实现“山通水富、绿色发
中，有效激活了“廉因子”
、传递了法纪“正
展”目标的强劲引擎。
能量”。
统计显示，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
教月活动期间，该县先后举办各类廉政警
立意：落笔得妙，画尽意在
示教育活动 180 余场次，共有 1.3 万余人
次参加。
“江河浩荡有源头，修身正己始于家

“我们今天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您三
年来的辛勤付出。老师您辛苦了，谢谢
您！”7 月 5 日，在咸宁高中，一场简单而真
挚的“谢师礼”正在举行，该校 20 名应届
毕业生代表，用一张贺卡、一束鲜花，向老
师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防止“四
风”问题反弹，该区紧盯“升学季”的关键
节点，多措并举引领全社会文明节俭、廉
洁谢师。一方面印发《关于重申严禁违规
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的通知》，明令禁
止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借子女升学
之机违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用铁
的纪律划出“红线”；一方面通过发送廉政
短信，提醒该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
觉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不违规操办
“升学宴”、
“谢师宴”。同时，要求各地各
单位加强对今年有子女参加高考的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并通过组织
初三、高三老师开展“拒绝谢师宴，纯洁师
生情”签名活动，自觉不参加学生家长举
办的各类“谢师宴”。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
通报曝光一起。
通讯员 刘洋 李凯 摄

崇阳县委领导与纪检干部交心谈心

推动
“两个责任”
落实

激活廉政文化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毛瑜、吴军报道：
5 月以来，
通城县纪
委围绕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要求，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挖掘地域特色文化资源，
创新宣传载体，
先后打出廉政文化建设系列
“组合拳”
，
引导廉政文化建设
从
“少数”
走向
“大众”
，
从
“会场”
走向
“广场”
，
从
“文件”
走
向
“文化”
，
实现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大辐射、
全渗透。
该县先后举办的廉政书画、廉政故事、廉政宣传标
语征集评选等活动，不仅吸引 2800 余名干部群众参与
其中，而且通过组织普纪普法“大篷车”
、送戏“大篷车”
、
流动图书“大篷车”、电影“大篷车”下乡等，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走村串户播放党纪法规，弘扬廉政文化，有
效增强了干部群众的崇廉尚廉意识。
截至目前，该县组织“大篷车”下乡 32 次，送廉戏进
校园、进村组（社区）巡回展演 42 场，放映廉政电影等 84
场，12.5 万余名党员和干部群众接受教育。

通山县政协开展“五微”教育

—— 嘉鱼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纪实
通讯员

“这样的培训很及时、也很有必要，对
于进一步提高我们村支书的廉洁自律意
识和履职水平帮助很大。”5 月 31 日，高铁
岭镇陆水村党支部书记高兰林参加全县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党建业务暨廉
洁教育培训会后表示，一定要时刻保持清
醒头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一
名遵规守矩的好
“村官”
。
当天，该县预备党员及重点领域、关
键岗位中层干部廉政教育培训会同步召
开，全县具有审批权、执纪执法权、项目资
金分配权、管钱管人权等职权的重点领域
和关键岗位中层干部，以及 2017 年预备
党员共 170 人集体接受廉政教育。
据了解，宣教月活动期间，该县纪委
坚持分层次、分类别，以点带面对全县新
任科级干部和家属、村党支部书记，以及

本报讯 通讯员廖彧、肖佳报道：
“ 看了他们的忏
悔，我内心非常震撼。这些‘身边人’，因一时的贪婪，跌
入犯罪的深渊，毁了家庭、毁了前途，实在让人痛心，发
人深省……”日前，赤壁市直机关一名科级干部读完《忏
悔录》后感慨不已。
为持续深入推进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
月活动，强化警示教育，赤壁市纪委监委选取近三年来
查办的 9 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的“忏悔书”，编印成《忏悔
录》警示教育读本，以案明纪，以案释法，增强全市副科
级以上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知畏知止。
该读本收录了教育、交通、住建等多个系统的重要
岗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每个案例包括基本案情、
违纪违法事实、纪律处分、刑事处罚、忏悔书摘录和反思
等部分，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法纪观念等方面，揭示
了违纪违法人员腐化堕落的深层次原因。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赤壁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编印《忏悔录》教育读
本，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和镜鉴作用，让党员干部
以案为鉴、闻警自省，
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

通城创新宣传载体

南嘉处处
“廉花”
香

以点带面，十进十建全覆盖

以身边案例教育身边人

本报讯 通讯员杨碧报道：
“县监委成立半年来，全
县纪检监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来看，还存在环境不优、扶贫不力、作风不实等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纪检监察机关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主动作为。”日前，崇阳县委书记杭莺与县纪委监
委 72 名纪检监察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心谈话，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
落实。
谈心谈话围绕纪检监察干部履行监督主责、服务
“三大攻坚战”等重点工作展开，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要有
坚定的政治方向，做到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
软；要有精湛的业务能力，既抓政治学习，又抓业务学
习，始终把加强学习、提升素质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
思想政治水平和监督监察本领；要有过硬的作风，行得
稳、走得正，在干部作风建设上当表率、做示范；要有担
当的勇气，坚持“敢”字当头、发挥“派”的权威、利用“驻”
的优势、提高“干”的能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严肃执
纪执法，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从严查处群众身边的“微
腐败”，做一名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的纪检监察干部。

咸安多措并举
倡导廉洁谢师

全市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月活动启动以来，嘉鱼县纪委监委围绕
“十进十建”宣传教育方案，通过组织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宣讲、知识测试
竞赛、征文演讲比赛、廉洁警示教育、文艺
巡演等系列活动，不断深化拓展党风廉政
建设“教育链”，有效发挥了廉政教育的春
风化雨作用，呈现处处“廉花”盛开的良好
局面。

赤壁编印《忏悔录》

引领干部转作风优服务

陈琳

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中层干部开展廉洁
教育活动，旨在引领党员干部树立规矩意
识、廉洁自律意识和法纪意识，不断增强
遵规守纪守法的自觉性，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防线，推动形成以廉为荣、以贪
为耻的廉洁氛围。

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把普纪普法宣传教
育的触角延伸到乡村，使党规党纪教育和
《宪法》
《监察法》学习宣传无死角、全覆
盖。
截至目前，该县《监察法》宣讲团已先
后为 45 家单位进行了专题宣讲。

以上率下，法纪宣传全覆盖

以案示警，警示教育全覆盖

“监察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监察
“我们要以警示教育片里的反面案例
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
为警戒，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
督、调查、处置职责……”6 月 21 日晚，嘉
清正廉洁的政治底线，永葆共产党人的
鱼县检察院三湖大讲堂座无虚席，来自该 ‘底色’。”该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萍
县纪委监委和县检察院的 74 名党员干部
观看省纪委拍摄的警示教育片《不忘初
齐聚一起，认真聆听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心 警钟长鸣》后，对“以铜为鉴，可正衣
记、县监委主任张华志宣讲监察法知识。
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
这是该县学习宣传《监察法》的一个
得失”
的警句，有了更深层次理解。
工作缩影。
5 月 28 日，嘉鱼县纪委下发通知，要
自《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该县纪委
求全县各乡镇和县直单位集中组织收看
监委及时制定学习宣传方案，组成由县纪
警示教育片《不忘初心 警钟长鸣》
《迷失》
委监委班子成员和各派驻纪检组组长组
等，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咸宁监狱、通
成的监察法宣讲团，分赴全县 8 个镇和 90
山县闯王文化园警示教育馆、通城县黄袍
多家县直单位巡回宣讲《监察法》。
革命烈士陵园和县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
同时，该县努力通过开展“一章两法”
等场所，接受廉洁警示教育，引领党员干
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知识测试，以及制作
部知戒惧、明行止。
学习宣传贯彻监察法展板，在人民公园和
截至目前，全县各地各单位先后播放
二乔公园等大型广场设置大型 LED 广告
警示教育片 120 余场次，观看人数 8000
牌，滚动播出《监察法》宣传标语，开展“普
余人次；开展集中讨论 60 余场次，收到副
纪普法宣传教育‘大篷车’基层行”等多种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提交的观后感 75 篇。

以文养廉，廉政文化全覆盖
6 月 28 日晚，在全市“庆‘七一’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廉政文艺晚会”上，由嘉
鱼县纪委选送的簰洲说唱《美丽乡村行》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5 月份以来，为营造勤政廉政的社会
文化氛围，不断增强勤廉文化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该县在积极筹划廉政专场文艺晚
会节目的同时，组织文艺“大篷车”深入 8
个镇开展文艺演出 20 余场，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传播廉政文化。
近年来，该县一方面坚持在元旦、春
节、端午等重要节日，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廉洁教育宣传节日行系列活动，把廉洁
元素融入传统风俗节庆中，发挥廉洁文化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一方面坚持廉政文化
建设与文艺汇演相结合，深入推进廉政文
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
业、进 家 庭 ，推 动 廉 政 文 化 建 设 全 面 开
花。其中，仅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廉政征文比赛活动就收到征文作品
178 篇，
评选出优秀作品 16 篇。
“一篇篇廉文、一首首廉曲、一幕幕廉
戏、一幅幅廉画，
催开了南嘉大地的廉政之
花。
”
张华志表示，
将以深化宣教月和
“十进
十建”
活动为契机，
不断创新和丰富廉政教
育形式和内容，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
向基层延伸，
让
“廉政之花”
愈开愈艳。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谢志明报道：今年以来，通
山县政协借助微园地、微党课、微信息、微读本、微电影
等“五微”教育平台，加强对系统干部的作风教育，从小
处着手引领政协干部转作风、优服务。
该县政协一方面依托政协办公室征订的报刊资料，
开辟
“廉政图书角”
，
营造
“尊廉、崇廉、爱廉”
良好氛围；
一
方面督促全县政协党员干部依托
“微党课”
活动，
深化工作
作风建设，
并将学习情况纳入考核内容，
确保学习不走过
场。同时，
依托手机短信平台和政务微信公众号，
在重大
节日前向全县政协党员干部发送作风教育短信、警句格
言、
典型案例、
勤政廉政漫画和组织收看廉政微电影等，
进
一步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自觉转作风、
优服务。

青山镇开展家庭助廉活动

培育清廉家风促政风
本报讯 通讯员青纪报道：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家风正才能民风纯，
民风纯才能政风清……”
日前，
崇
阳县青山镇纪委、
妇联联合启动以
“家风齐民风·清风沐青
山”
为主题家庭助廉活动，
引领各村支部书记配偶、
妇联主
席和
“两代表一委员”
妇女代表自觉助廉、
促廉、
养廉、
倡廉。
今年来，青山镇通过开展以寻找一批家风家训故
事、开展一次书写廉情寄语活动、举办一场“传承好家
训·培育好家风”诗文朗诵会、开展一次干部配偶廉政教
育活动、评选表彰一批勤勉廉洁最美家庭的“六个一”活
动，有效将廉政文化送入家庭，帮助党员干部把握道德
高线、坚守纪律底线，
共创廉洁幸福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