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人易，非己难。 ”个人对照检查，不仅
是对人生历程的一次反思，对人品官德的一
次考问， 更是对党性修养的一次洗礼和提
升。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撰写
个人对照检查材料，我用笔触及灵魂，认真
“照镜子”、“正衣冠”，为实实在在“洗好澡”、
“治好病”打下了基础。

对照镜子，把差距找出来。 写好个人对
照检查材料，认识和态度很重要。 我最初自
己也有些顾虑，一方面，对自己的作风情况
感觉还好，未必“过得硬”，但还“过得去”，有
没有必要去深查细究。 另一方面，自己刚到
省司法厅工作，担心查摆问题多了，会不会
使自己的形象“减分”。 通过认真学习中央和
省委的精神，特别是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委“九条规定”的要求进行静心反思，确实
提了神、醒了脑，发现了自己党性党风存在
的差距和不足，深感有严格自检、深入剖析
的必要，不能应付了事，不能文过饰非，不能
讳疾忌医，应当直面问题，对症下药。 想明白
了这些，心里豁然开朗，有了对照检查的愿
望和自觉。 所以从下笔撰写对照检查开始，
我就下决心坦陈内心，触及灵魂，不仅把自
己的“像”画好画准，同时也要在写作态度
上、在材料质量上，为其他班子成员带好头，
作好示范。

抛开面子，把问题挑出来。 由于我到司法
厅时间不长，大家对我还不太了解，我的弱点
缺点还未充分显现，大家对我讲客气，提的意
见不多且较为“秀气”， 大多是工作建议和期
望。 为找准自己的“四风”问题，在厅党组扎实
开展四轮集中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先后登门
拜访历任厅长和部分离退休老同志，与班子成

员、中层干部个别谈话80余人次，走访了50多
个基层单位，召开多个层次的座谈会，真诚请
大家给我挑“刺”找问题、提意见。 不管是针对
党组还是我个人的，我都认真听取，主动认领。
之后我分门别类地将征集到的59条意见进行
梳理，结合自查意见，归纳出自己“四风”方面
的13条“亚健康病”， 在对照检查材料中逐一
“对号入座”。 如“在解决难点问题时，有点急于
求成”、“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的现象”、“找干
部谈话不够”、求安逸的念头萌发、有“悠着点”
的想法等等。 我认为，群众意见很珍贵，是审视
自己的坐标、剖析自己的武器，应当认真对待，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翻出里子，把根源挖出来。 面对“四风”
问题，敢于从思想灵魂深处解剖自己，需要
勇气，需要抛开面子。 我认为，只有对自己揭
短亮丑不留情面，才能真正触动灵魂，才能
起到警醒作用。 在剖析“四风”原因时，我不
避重就轻，不偷工减料，不轻描淡写，紧密联
系自身实际，主动回应群众意见，从理想信
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道德品德四个方
面，分析了10个方面的思想根源。 如对“四大
危险”、“四大考验”认识不够深刻，遇事往往
以“大环境”为说辞。 又如抓工作往往首先考
虑能不能使领导满意、 符不符合上级意图
多，考虑基层单位和群众实际利益少。 再如
受“生活要注重品质”“人生须善待自己”观
念影响，有随大流的思想。 成稿过程中，多次
送省委督导组、 省委活动办和分管领导、联
点领导审阅，并征求厅党组其他同志和厅机
关各支部的意见，据此反复修改，先后11易
其稿，最后长达19页近12000字。反复修改对
照检查材料，越写越较真碰硬，越改越豁然

明白，私心杂念渐次退去，党性在心中不断
蓄养、巩固和升华，这本身就是教育实践活
动给我的重要收获。

■专家点评

为“抛开面子”喝彩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徐晨光

面子本指物体的表面，引申为体面和情
面的意思。 很多人认为面子比天还大。 与“面
子”相关的说法很多 ，比如给面子 、看面子 、
留点面子 、丢面子等等 ，折射出中国人十分
重视“人情与面子”。 为了面子，许多人可以
忍受各种委屈 ；为了面子 ，许多人不敢曝光
自身不足。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如果时时处处考虑
到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 “光辉形象 ”，就如精
心打扮之后照镜子，只能看到自己光彩照人
的一面。 如果能抛开面子、拉下架子，素面朝
天，对照检查，大胆照、全面照、聚集照、透视
照 ， 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方能一览无
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才能触及灵
魂、收到实效。

在对照检查中，“面子” 太强有害无益，
“抛开面子”定会终身受益。 谈敬纯同志在撰
写对照检查材料时做得好，敢于对照镜子找
差距，抛开面子挑问题，翻出里子挖根源，使
自己的形象“加分”不“丢分”、“增色 ”不 “减
色”，得到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喝彩。

（本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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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进 邹蓉

汉寿县委书记谭本仲近日来到自己
的联系点———太子庙镇吉庆村，听取村民
意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在吉庆村游家湾组，电力施工队正在
立杆拉线，一些村民站在一旁围观。 见谭
本仲来了，大伙非常兴奋。村民张爱珍说：

“以前一到用电高峰， 小电风扇都转不动
了。 现在进行电网改造，不晓得效果会怎
么样。 ”

县委驻村群众工作组组长、县财政局
局长叶新华介绍，附近8个组200多户，只
有一台30千伏的变压器。 今年初，工作组
争取到80万元资金，开始对电网进行升级
改造， 变压器功率可增加到100千伏安，
村民用电难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正在现场维持施工秩序的村支书曾
腊甫告诉谭本仲：“我们村是省级贫困村，

县委群众工作组入驻
前， 村里连1米水泥路
都没有。 去年初到现
在，工作组帮助争取了
200多万元资金， 让村
里通了水泥路。 但还有
3500米长的‘断头路’
需要接上。 ”

村民李应秋接着
说：“我们村地势低洼，
经常水患成灾。 最近，
群众工作组在帮村里
修大功率电排机埠，希
望能尽快投入使用。 ”

村民张志峰反映，
为了给大伙增加致富
门路，群众工作组给村

里挖了400亩鱼塘，但在养殖技术和资金
上，大伙还盼得到一些支持。

谭本仲认真听着村民的话， 并记下
来。他对大家说：“现在，县里打响了‘集中
解民难’攻坚战，确定了道路、水利、电力、
安全饮水、医疗、教育等‘十大民生问题’，
每个问题都由县领导牵头实施，很快就会
看到实效。我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派群众工作组进村入户，就是要
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意愿，真正
为群众排忧解难。群众的企盼就是我们的
主攻方向。 ”

随后， 谭本仲来到投资150多万元的
电排施工现场， 见电排已完成主体工程，
即将进行设备安装， 他对身边的村干部
说：“有了这个机埠，大家抗旱、排渍不用
发愁了。 一定要抢抓时间，让电排尽快投
入使用。 另外，‘断头路’和产业发展等方
面问题，也要尽快解决。 ”

■联系点听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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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在基层

怀化地区雨量超警戒值

沪昆线多趟列车
不同程度晚点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苏艳 刘毅）4日3时11分起，受怀
化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沪昆线芷江西-冷水铺-波州区间雨量超警戒值，多
处发生山体山泥塌方、水淹轨道等现象。铁路部门为确保行车安全，对区间
线路进行封锁，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紧急抢修,现已恢复通行。

受此影响， 途经该路段的T239、K109、K833、K65、K475、K492、K496、K948
次等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铁路部门提醒，连日来，湖
南多个地市遭遇持续暴雨、大
暴雨的降水过程。 为确保铁路
运输安全， 对降雨量超过警戒
值的路段， 将采取暂时封锁线
路或列车限速运行等措施。旅
客可拨打12306服务热线或登
录12306网站查询相关信息，及
时做好行程安排。 由此带来的
列车晚点，铁路部门表示歉意。

用笔尖触及灵魂
———关于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的几点体会

“群众企盼就是主攻方向”
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 谈敬纯

谭本仲在李家漳电排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
李寒露 摄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佘志军 唐钱林）5月27日，拿着
河滨路街道干部送来的“房屋所有权
证”和“房屋国土使用证”，怀化市洪江
区南岳路车站小区居民向忠华高兴地
说：“感谢区里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实
事。 ”

在前一段走访中，洪江区委负责人
了解到南岳路车站小区100余户居民入
住小区6年了，但房子两证还没办下来，
便责成区信访局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

门查明原因、 理顺关系， 限时1月内办
结。 弄清两证“卡壳”原因是开发商拖欠
部分税款所致后，区信访、住建、国土等
部门采取措施，办好了这件事。

为突出解决群众反映的难点、热点
问题，今年3月，洪江区建立“五查五明
五不放”制度。 即查问题来源，明确问题
性质，凡对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不受理的
不放过；查问题症结，明确解决难易程
度，依法依规做好答疑解惑工作，凡对
群众态度生硬的不放过； 查职能分工，

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主体，凡下达交办
书后，牵头部门、责任主体不签字的不
放过；查解决进度，明确解决问题的具
体时限，凡牵头部门、责任主体不作为
的不放过；查满意程度，明确具体办理
流程，凡不跟问题来源主体见面，不征
询来源主体满意度的不放过。

这一制度实施以来，洪江区各级党
员干部主动深入基层，察民情、解民忧。
目前， 已收集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428
件，已办复213件，其他均在办理中。

洪江区：“五查五明五不放”解民优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王茜）“两个孩子读书

有了着落，这下我放心了。 ”5月29日，浏阳市沔江
村村民肖阳春看着政务公开栏上，解决困难家庭
子女就学问题的公开承诺，开心地笑了。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长
沙市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工厂一线、群众家
庭，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开展“向群众承诺、为群众办事”活
动。 为了让群众“话有地方说、怨有地方诉、难有
地方解”,该市184个乡镇(街道)和1879个村(社区)
设立了群众工作机构，14598名干部进驻村组、社

区，群众工作延伸到了辖区的每一个角落。 近日，
该市驻沩山乡西元村工作组队员在走访中，有村
民反映电力设施落后、线路老化、电压不稳等问
题。 工作组迅速与相关部门协调，对电网进行了
增容改造，新增了2台200千伏的变压器，解决了
长期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用电问题。

从去年6月以来， 长沙市群众工作队队员先
后走访群众120余万户，县级领导干部接待群众2
万余人次，举行群众座谈会20954场，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近5万个，已经处理问题43350个，得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长沙：向群众承诺、为群众办事

本报6月4日讯（陶芳芳 吴希）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今年长沙市高考报名
人数为49704人，比去年增加2914人，报名
人数居全省第一。 其中文科20145人， 理科
25863人，职高对口3696人。 另外，长沙今年
目前已有24名考生保送到清华、 北大，2736
名考生被高职院校单招录取。

在报名人数中， 往届生有7746人，25周
岁以上23人，残疾考生46人。今年全市设置9
个考区，31个考点,其中,6区15个，宁乡县、长

沙县、浏阳市16个。 鉴于考生人数逐年增加，
今年新增了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考点。 考室总
数达1618个， 最大的考点为长沙市一中，设
有79个考室。

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和谐公正，长沙
将全面启用无线通信屏蔽设备，出动无线电
监测车，对考点周边地区的无线电信号进行
监测；全面启用国家教育考试考务管理与指
挥考务平台，全市31个考点全部实现联网巡
查。

长沙49704人报名参加高考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朱建辉）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正值雨
季，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今天出台2014年三考
（中考、学考、高考）期间护考工作方案，要求
加强各考点区域及交通往来线路上市政设
施的检查维护，迅速修复和处置市政道路坑
洞、设施损毁等问题。

城市管理部门的“护航”队伍，包括了内
五区的城管、市政、园林、环卫等部门，以及内
五区、高新区的城管执法大队。长沙市城市管
理和行政执法局要求, 各单位加强日常环卫
清扫， 切实保障重点区域及相关路段的环境
卫生；加强园林管理巡查，及时清理、修剪影

响市容、交通安全的枯树、枯枝；整治重点区
域周边流动摊贩、店外经营、占道停车等市容
违法行为和夜间施工工地噪音； 加大对重点
路段交通护栏的巡查，安排应急力量，确保三
考及评卷期间交通护栏整齐干净并对事故损
毁设施迅速维护到位。

“三考”期间，市民如遇到市容环境、噪音等
方面的困扰，可拨打本报热线96258，或者长沙
城管部门热线0731-88665110， 也可发短信至
长沙数字城管短信平台106291000。 根据要求，
在三考及评卷工作期间，各区责任单位如果接到
了考生或市民的投诉，须做到“快接快处”，履职
情况及工作成效将纳入当月城市管理绩效考核。

长沙城管开展“护考行动”
如遇困扰，请拨本报热线96258� �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该市交警部
门将在高考期间对考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
并提供多项涉考服务。

6月7日、8日，交警部门将根据考点实际情
况， 由各考点辖区大队安排专人负责指挥、疏
导交通。 每个考场由一名大队领导负责，考前
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岗先行清场并疏导交通，确
保考点周边无乱停车、无乱鸣喇叭的现象。

同时，对持有“平安精灵爱心送考” 绿
色通行证、“为高考让行”车标的送考客车及
其他送考车辆，交警部门将在送考时段予以

优先通行，并在地铁二号线迎宾路站、溁湾
镇站设立“爱心摆渡车”，为考生提供快速转
运服务。 此外，警方在中心城区12个考点摆
放24辆悬挂活动车标的高考应急车，随时为
涉考人员提供应急帮助，交警指挥中心和各
大队分控中心也将全时段受理涉考交通求
助。 交警还将组织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文明交通志
愿者联合开展护考义工活动，在各考点周边
开展“静音”、“车辆有序行停”等文明交通劝
导，为考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长沙交警提供多项涉考服务
高考期间，全时段受理涉考交通求助

6月4日， 嘉禾县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上门为建设工地的育龄妇女送
流动人口证。 入夏以来，该县开展“关爱农民工，夏日送清凉”活动，为新区建
设工地的数千农民工上门服务。

黄春涛 雷海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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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6月 3日

第 201414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05 1000 100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744 160 279040

5 87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767431
1 2261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08
1134
13099

3
38
304

133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9564
144687

543
347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6月4日 第201406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6 2107 08 10 14 22 26

5 月 28 日，常德烟草局的员工、文理学院美术系

学生、 常德美术协会会员近 200 余人聚集在烟草局礼

堂，一起聆听著名画家石君老师授课。 近几年来，常德

烟草局为开阔员工眼界、 提升员工的鉴赏能力和文化

涵 养 ， 先 后 邀 请 多 名 学 者 、 艺 术 家 前 来 讲 学 。
张晶 摄

·精彩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