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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录春

“三严三实” 是中央对全体党员干
部的要求， 只有时时事事处处受醒悟、
有感悟 、 见觉悟 ， 才能真正把严的精
神、 实的作风融入血脉、 根植灵魂， 形
成常态。

时时受醒悟 ， 在鉴危自省中知敬
畏、 明底线。 醒悟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
种境界。 党员干部只有时刻保持清醒和
警惕， 才能做到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 。 要以史为镜 ， 牢记政治责
任。 综观古今中外， 因内部腐化变质导
致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的王朝
和政党不胜枚举。 真正把严和实的要求
贯穿到管党治党的全过程、 各方面， 铸
造 “金刚不坏之身”， 使我们党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 立于不败之地。 要以案为
镜， 破除侥幸心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先后

查处一批大案、 要案和窝案。 各级党员
干部要以反面典型为教材 ， 从理想信
念、 纪律规矩、 党性原则等方面剖析根
源 、 汲取教训 、 引以为戒 。 要以人为
镜， 明确努力方向。 焦裕禄、 谷文昌、
杨善洲等 “先进典型” 是当今时代的精
神标杆 。 广大党员干部要对照这面镜
子， 坚持用先进典型的精神净化心灵，
努力实现自我完善、 自我净化、 自我提
高的目标。

事事有感悟 ， 在深学细悟中找真
谛、 求要义。 “三严三实” 蕴含着丰富
的哲学内涵， 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
为政之道、 成事之要。 只有学深悟透、
得其要义， 才能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三严三实” 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既要心有明灯、 胸怀信仰， 又要尊重规
律、 脚踏实地。 “三严” 强调的是世界
观的改造， 蕴含着我们党的政治追求、
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 “三实” 强调的
是方法论的把握 ， 蕴含着党的思想路
线、 工作方法和处世态度。 践行 “三严
三实”， 既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

自觉锻炼党性修养， 不断筑牢思想上的
防火墙； 又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
作， 使政策措施符合实际情况、 符合客
观规律、 符合科学精神。 “三严三实”
是做人与做事的统一， 既要严字当头、
修身正心， 又要实字筑底、 干事创业。
“三严三实” 既是党员干部做人的准则，
又是做事的准绳。 “三严” 强调如何为
官做人， “三实” 强调如何干事创业。
做事必先立人， 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
础 ， 做事体现着做人 。 践行 “三严三
实”， 既要坚持严字当头做好人， 补足
理想信念之钙， 牢记为民服务之责， 谨
守清正廉洁之本； 又要坚持实字筑底干
好事， 知实情、 谋实事、 出实招、 干实
活、 见实效， 在真抓实干中建功立业。
三严三实是内因与外因的统一， 既要依
靠教育、 严格自律， 又要依靠法治、 强
化约束。

处处见觉悟 ， 在笃行实改中养习
惯 、 促常态 。 践行 “三严三实 ” 重于
行 、 贵在常 ， 必须在遵规守矩上见表
现， 在干事创业上见行动， 在整改落实

上见实效。 要知责尽责， 守责担责。 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
告诫我们， 领导干部要 “按本色做人、
按角色办事”。 践行 “三严三实”， 必
须正确处理 “位” 和 “为” 的关系， 明
白自己的 “角色担当 ” ， 忠诚自己的
“角色使命”， 恪守自己的 “角色边界”，
以舍我其谁的气概、 知难而进的勇气、
锲而不舍的精神， 勇担发展之责、 民生
之责、 改革之责、 治党之责， 做到担责
不误 、 临难不却 、 履险不惧 、 受屈不
计。 要知过不讳， 改过不惮。 有问题不
可怕， 可怕的是对问题熟视无睹。 作为
党员干部， 要有闻过则喜的态度， 不遮
掩， 不回避， 直面问题， 正视不足。 要
有刮骨疗伤勇气 ， 小病小治 ， 大症大
医。 特别是要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善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建好
用好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和验收清单，
对发现的问题， 坚决整改、 彻底整改。
要遵规守纪， 知行明止。

（作者系中共衡阳市委常委、 组织
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通讯员 唐婉欣 黄文胜）“1.1万元！”

“1.2万元！ ”“成交！ ”1月9日， 在长郡雨
花金海中学举行的2016年金海善行活
动暨知名书画家作品义卖迎春联谊会现
场， 暖心的一幕不断呈现。

义卖现场虽寒气袭人， 但场面火
爆。 张敏、 洪积茂、 蓝爱国、 盛育英、
杨跃进、 涂祖根、 莫桂林、 王千光、 黄
再寿、 李玉钧等数十名知名书画家捐出
的书画作品近300幅， 一一呈现， 吸引
了众多爱心人士竞相购买。 佘汉武先生
的作品———长达12米的 《百骏图》， 经
过激烈竞拍， 最终以1.2万元的价格被
一爱心家长认购。

一些爱心书画家还在现场挥笔
泼墨、 伏案作画。 书画家杨跃进手
持30斤“铁笔” 现场挥毫， 引来无
数喝彩声。 当断臂书画家涂祖根用
手肘书写时， 在场的爱心人士都被
他坚强的意志和精湛的书法技巧所
折服。

据介绍， 活动由中华知名品牌协会
湖南分会、 湖南艺术家书画院、 长沙
市金海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 长沙
金 海 教 育 集 团 承 办 。 当 天 共 有 近
300幅书画作品被爱心人士认购， 募
得善款60余万元。 据介绍， 所得善款
将全部捐给长沙市金海教育基金会， 用
于“一对一” 精准扶助贫困学子。

三严三实笔谈

践行“三严三实”
重在悟出新常态

� � � � 1月9日， “铁笔” 书法家杨跃进现场挥毫。 通讯员 摄

铁笔挥毫 爱心点墨
300幅书画作品募60余万元助学

假公文“罩”不住真违建
两男子因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为违建“正名”获刑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史明华 赵智泉

[判决结果]
1月上旬， 沅陵县人民法院以伪造、 变造、 买卖国

家机关公文罪分别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缓刑
1年6个月； 判处向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 缓刑1年。

[案情回放]
2012年8月的一天， 沅陵县某公司职工高某某找到

沅陵县某单位退休干部向某某， 称其亲戚的违法在建房
屋受到县“两违办” 的清查， 要其帮忙。 向某某称其手
上存有盖有公章的过期国土审批手续， 可以帮助违建户
躲避清查。 2012年8月至2014年11月， 向某某先后拿给
高某某9张盖有“沅陵县人民政府”、 “沅陵县人民政府
城乡建设用地审批章” 印章的空白国土审批单。 高某某、
向某某为顺利使用审批单， 先由向某某用铅笔填写内容，
后由向某某、 高某某正式填写内容。 随后， 高某某将填
写其父母、 妻子及本人信息的4张审批单用于自家违法
在建房屋躲避县“两违办” 清查， 而另外5张审批单则
由高某某与他人协商后， 填写好相关内容进行出售。 高
某某、 向某某从中非法获利113500元。 2015年5月26日，
高某某、 向某某因涉嫌诈骗罪， 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罪被沅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法官赵智泉说， 《刑法》 第128条规定：

伪造、 变造、 买卖或者盗窃、 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的公
文、 证件、 印章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 本案中， 高某某、 向某某的行为已构成伪造、
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鉴于案发后他们主动到沅
陵县公安局投案， 退还张某某、 刘某某等违建户11万余
元并取得其谅解， 有悔罪表现， 可以从轻处罚， 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以案说法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张斌） 省纪委三湘风纪
网今天发出消息， 邵阳市双清区副区长毛更鑫涉嫌严重
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毛更鑫， 男， 汉族， 1969年9月出生， 湖南邵阳县
人， 硕士学历。 199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12
月参加工作， 曾在邵阳县建委、 邵阳县发展计划局、 邵
阳市发改委等单位工作， 2007年9月至2011年6月任邵阳
市发改委副调研员， 2011年6月开始任双清区副区长。

涉嫌严重违纪

双清区副区长毛更鑫接受组织调查

温馨提示: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只有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才能创造财富。 投机取巧， 吃亏的终将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