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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质量高不高，关键要看批评是否真正
开展起来。而批评要有“辣味”、戳到
“痛处”、触及灵魂，关键是要搞好会
前交心谈心，把问题谈开、意见谈透、
思想谈通。这是我去年10月底主持厅
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深切体会。

一是以行立诚。 为体现厅党组
“真找问题”、“找真问题”的诚意，我
要求从我开始， 班子成员都要把自
己摆在聚光灯下，请群众找问题。我
们先后召开5场座谈会、发放1264张
民主评议表、设立21个意见箱，向社
会传递主动倾听群众意见的决心。
一次座谈会上， 一名青年干部向我
发问，“为什么领导的车一定要停在
大厅门口等待， 有没有考虑过其他
同志的进出方便？”； 几名院团干部
问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厅长，
您到任后去过院团几次？” 犀利的
“发难”虽然使我脸上热辣辣，心里
却热乎乎。 大家看到了我们接受批
评的诚意，大多抛弃了顾虑，直率地
提意见， 使我们从群众那里收集到
了286条宝贵意见。

二是以诚达信。 我坚持敞开心
扉与同事谈。作为一把手，我主动约
谈7名班子成员、10多名机关处室负
责人、40多名厅直单位负责同志，就
班子问题、自身问题、对方问题，摆
现象、查苗头、找原因，并将谈话内
容记录在册， 作为在民主生活会上
把脉号诊的“病历表”。党组成员在
我的带动下，相互之间，与分管部门
之间， 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心谈
心。在交心谈心中，我注重自查自纠
“说自己”，坦承个人职务消费、人情
消费、 公务用车等方面存在的10多
个问题，主动检讨“带班子‘亮剑’不
多”、“看现象见怪不怪”、“用人强
调专业多一些， 考量政治少一些”、
“抵御奢靡之风不够坚定，时常半推
半就”等问题。注重沟通艺术“谈对
方”， 坚持以诚挚友善的态度交谈，
使对话开展舒心，意见接受顺心。我

适时指出有的同志存在的“性格急
躁”、“偶有官威、 时有官气”、“工作
太过谨小慎微”、“制度把关不严”、
“工作懈怠”等问题，均被愉快接受。
对于谈及的一些重大工作问题，双
方秉持共同打板子、共同担担子，一
起分析，找出症结。

三是以信致和。 谈心谈话要达
成共识，必须把问题谈通谈透，对于
一些也许自己永远不会意识到的个
人问题， 权衡再三却欲言又止的其
他班子成员的问题， 文化改革发展
中不愿正视的隐忧问题， 班子中积
重难返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坚持
深入谈、反复谈，谈深层次矛盾、谈
思想障碍、谈解决思路，直到问题谈
通谈透、 主动认领为止。 比如，对
“科学民主决策不够”、“工作督促指
导不力”、“改革创新精神不足”、“主
动服务意识不强”、“学风不浓” 等班
子存在的10个问题，大家既从分管工
作上认领各自的使命, 又积极承担班
子问题的责任；既从工作态度上查找
了畏新、畏难、畏繁的惰性情绪，又从
党性修养中查找出了比官职多比事
业少、比结果多比过程少、比待遇多
比贡献少的功利观念。要把矛盾谈开
谈散， 大家工作中难免有些误解，平
时互相客客气气、不说出来，积久了
就会形成隔阂、影响团结，针对工作
中误会较深、不愿谈、谈不拢的同志，
我反复做双方思想工作，为他们之间
的谈话创造好的条件，促使他们把内
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谈出来，找到问
题症结，再予以化解，通过谈话加深
理解、消除隔阂、增进团结。

四是以和求成。 由于我在会前
就把问题谈透、把意见谈深、把批评
谈实了，这更加坚定了党组一班人无
私无畏的坦诚态度和舍我其
谁的担当精神。在专题民主生
活会上，我给每位班子成员准
备的“炮弹”少则两颗，多则六
七颗，颗颗直射“靶心”。党组
成员自陈的79条“四风”积弊，

字字都是对灵魂的拷问； 互提的58
条意见，条条都直指病灶的根源；承
诺的5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处处都已
带来作风建设的新突破和新进展。
干部群众对厅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
评议的得“好”率达94.32%，对班子成
员的总体评价的平均得“好” 率达
92.42%。随着整改的逐步深入，干部
群众对党组的信任度不断提高。去年
省委年终对班子的考评中，班子优秀
率高达98.6%,每位成员的优秀率都在
90%以上，是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专家点评

从“心”开始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志初

“心”如海，诚恳是舟，泛舟于海，
方知海之广阔；“心”如露，诚恳是风，
春风化露，方知露之滋润。群众评议
文化厅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 其得
“好”率达94%以上，就是得益于一切
从“心”开始，得益于会前那如同泛舟
化露般的交心谈心活动。

有人说，交心谈心是一门艺术，
是领导干部的技术活。 而建纲只用
了“诚恳”两个字,就道出了这门艺术
的真谛 。须知 “诚恳 ”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 ，建纲总结出 “以行立诚 、以
诚达信 、以信致和 、以和求成 ”四步
法，是弥足珍贵的。

心之通，一通百通。如果诚恳的
交心谈心，能让共识形成于会前，隔
阂消除在会下， 那么会上戳到 “痛
处”、撞击灵魂，自然就会心服口服、
受益终生。可以说，高质量的专题民
主生活会，大都是从“心” 开始的。

（本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真对照 实批评———厅局长谈心得体会

问题谈开 意见谈透 思想谈通
———如何召开好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体会

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 朱建纲

■联系点听民声

“从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做起”

本报记者 李秉钧

“县里已派人，帮我村成立公司
来流转土地。”5月下旬，永兴县马田
镇寨下村支书刘辉廷告诉记者，前
阵子县委书记袁卫祥来村里调研，
他们反映的水利、“断头路” 等问题
都已着手解决。

4月中旬，永兴县委书记袁卫祥
主持召开马田片区8个乡镇绿化及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会后， 马不停蹄
又到联系点寨下村调研。 车子在山
路上七弯八拐， 下午5时才赶到村
里。在村口，他与村支书刘辉廷边走

边聊：“这次过来， 主要想了解村里
生产和村民生活情况， 看有什么困
难和问题，请大家一起出出主意、想
想办法。”

“年初村里议了几件事，村民
都赞同，但缺政策、缺资金，今天正
好向你反映，看有没有办法。”刘辉
廷说。

来到村里一个开阔的谷场坪，10
多个村民聚在那里，有吃饭的，有聊
天的。袁卫祥过去和大家打招呼，说：
“听说村里今年想办几件事， 但遇到
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议一议吧。”

村民刘俊龙打头阵：“村里有条

小河， 受上游煤矿开采及泥石流影
响，河道淤塞2公里多，两岸500多亩
水田近几年都缺水。”

“村里有没有组织过清淤？”袁
卫祥问。刘俊龙说，村里组织过一次
清淤，但河道砂石淤积多年，清理工
程太大，村里没钱投入。

接着， 村卫生协会会长张己善
介绍了村里卫生整治情况。 他说：
“要长期坚持下去， 必须有个好机
制。除财政投入与村民投工投劳外，
我建议县里出台政策， 允许各村由
卫生协会收取一定卫生费， 以确保
投入。”

天色渐黑，村民越聚越多，大家
不时附议有关问题，并反映“村小负
债”、“3公里‘断头路’”等问题。大伙
踊跃发言， 村支书刘辉廷也抓住机
会说：“村里有近1000亩荒山荒地，
闲置可惜了。我们想成立一家公司，
以股份合作形式， 把这些地流转起
来，集中开发。具体如何运作，要请
有关部门指导。”

等村民发完言， 袁卫祥承诺：
“有政策的按政策办； 没政策的，按
村民自愿原则，县、镇、村一起想办
法，力争把村里几件大事办好。”

时间已快晚上9时，袁卫祥还想
去看看村里两户困难的患病户。夜
色中，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并对
身边的人说：“走群众路线， 就要从
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做起。”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周双◎

■创新在基层 白田镇：“四访四谈”解民忧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李伟锋）

“上次我提了意见后， 镇水利站马上
行动，我屋后水渠的几个漏洞全搞好
了，虽然这几天连续大雨，但一家人
都睡得踏实。”5月25日， 湘乡市白田
镇石江村村民肖正龙，拉着正在该村
巡查防汛工作的镇党委书记陈胜的
手说。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白田镇创造性开展“四
访四谈”活动，收到初步成效。

如何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难”？该
镇以“四访四谈”为抓手，敞开大门
听意见：镇领导班子访党员干部，谈
民生民心；党员干部访民情联络员，
谈民情民声；党员同志访困难群众，
谈民忧民困；镇党委书记、镇长访信
访老户，谈民意民难。

活动中，列入被访的对象，必须
全部访谈到位， 不能有一个遗漏。访

谈过程中，诚恳邀请被访者对党员干
部个人或镇党委、镇政府工作“至少
提一条意见或建议、至少指出一个方
面的突出问题”。通过“访”与“谈”，加
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真诚沟通，畅通
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自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该镇已解决群众反映的问
题200多个，化解信访积案4件。

袁卫祥（左）在马田镇寨下村访民情、听民声。 李秉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