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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源

近日，走进湖南省纪委机关大厅，清新之
风扑面而来。 红色LED大屏幕上，“忠诚、干
净、 担当”6个大字格外耀眼。3块醒目的机关
风貌展示板上， 既记录下省纪委党员干部的
风采，也彰显出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
精神风貌。

徐步而上，从一楼廊道“远古清风”的讲
述，到二楼“清廉传承”的主题，再到三楼“郑
重嘱托”的教诲，以及四楼“胜景廉韵”的展
现，省纪委办公大楼一层一景，折射出机关廉
政文化建设的独具匠心。

这是省纪委机关推进“建设风清气正的
办公室文化”的缩影。今年以来，省纪委机关
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以积极向上的
“办公室文化” 凝聚人心， 向社会传递正能
量。

“最美长廊”释放独特魅力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
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得罪的人就得得
罪……”

这段醒目的告诫， 镌刻在省纪委机关三
楼的常委会议室廊道上。

省纪委党员干部们都说， 每次从这里经
过， 就多一次熏陶， 心里就更多了一份责任
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文化的力
量。今年1月2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
会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文化建设， 构建
风清气正的办公室文化。”

此前， 省纪委机关已就办公室文化建设
作出规划。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作出批
示、指导部署，要求大力推进省纪委机关廉洁
文化建设。

2016年12月，省纪委机关着手策划设计，
数易其稿， 力争更好地将廉洁文化建设与文
明单位创建、办公室文化、“两学一做”教育结
合好，确保相得益彰。

今年4月8日， 省纪委机关又组织座谈
会，对设计方案再次讨论完善，将各类以廉
政为主题的书画、图片、格言警句、人文故事
等展现在墙体、走廊，打造魅力独特的纪检
机关。

当党员干部迈入机关，“最美长廊” 的一
个个廉政故事跃入眼帘， 一段段廉政警句更
镌刻进党员干部的心中。 外来办事的干部群
众纷纷点赞：“省纪委大楼魅力独特， 既保持
了庄重严肃，更多了一份文化与传承。”

“真字诀”：清清爽爽、规规矩
矩、干干净净

物态载体的投入，营造了良好氛围，但要
让芳香弥久，靠的是“精气神”。

省纪委坚持持之以恒、 常抓不懈推进文
化建设，大力提升机关党员干部的“精气神”。

“‘办’是干活，‘公’是公务，‘室’为环境。
‘办公室’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干公事的环
境。”省纪委机关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党的政治机关，“主战场” 氛围的浓
厚，直接关系到政治生态建设的成效。为此，
省纪委机关党委专门下发文件， 要求各党支
部开展办公室文化建设大讨论， 进一步丰富
办公室文化的内涵。

今年10月12日，省纪委又召开“建设风清
气正的办公室文化”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授
课，邀请有关单位参与，交流机关文化和企业
文化建设的经验。

通过研讨活动， 大家对办公室文化的感
受更加清晰和深刻。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良
好的办公室文化，就是让同志关系清清爽爽，

上下级关系规规矩矩，社会关系干干净净，让
办公室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

传承纪检精神 诠释对党忠诚

这几天， 省纪委机关党委给各党支部布
置了一份“作业”：要求各党支部提出体现本
支部特色， 提炼符合本支部实际的办公室文
化，充分体现职责定位和价值追求。

从各纪检监察室的“战斗文化”，到信访、
研究、法规等部门的坚守文化，再到综合协调
部门的服务文化、 机关党委的阳光文化……
通过这次提炼与重塑， 将发挥好办公室文化
建设的凝聚作用，形成“1+1>2”的良好“内循
环”。

无独有偶。从今年初主动请求省审计厅
对省纪委进行全面审计“体检”，到5月省纪
委出台监督执纪“十不准”、自念“紧箍咒”，
再到7月邀请省政协委员走进省纪委，再到8
月机关党员干部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在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身上，坚定不移的
宗旨观念、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无怨无悔
的奉献精神、一丝不苟的敬业作风，是文化
的浸润与熏陶， 是一代代的传承与发扬，更
是对党忠诚的生动写照。今年上半年，纪律
审查人员在办理一起省管干部的执纪审查
件时， 从立案到移送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
间，效率大大提升。

“风清气正的办公室文化就像一股股
清泉，汇流成河，定能换来政治生态的‘清
如许’。”省纪委机关党委负责人表示，省纪
委将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契机，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继续加强领导、加强学习、
加强实践， 让优良办公室文化在机关蔚然
成风， 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
员。

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
———省纪委机关“建设风清气正的办公室文化”侧记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李瀚） 今天下午，湖南师范大学召开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会。 十九大代
表、校党委书记李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校还设立30多个分会场，各二级党组织书记
组织本单位的师生党员、 干部通过网络同步
直播方式参加报告会。

在今天的辅导报告会上，李民介绍了大会
盛况，传达了习近平同志所作报告的精神、《中
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主要内容和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精神，以及湖南省代表团
参会情况，并结合学校实际，部署了全校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工作。

下阶段，湖南师范大学将通过形式多样的

宣传宣讲，努力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教材、进
教室、进师生头脑和进校园网络。学校成立了党
委讲师团，推出了首批“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讲座。充分发挥校内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
体等各种媒体优势， 把握引用互联网时代的传
播规律，开展“微宣传”“微宣讲”活动，在全校营
造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段云行
张福芳）11月1日上午，十九大代表、娄底
市委书记李荐国来到娄底光华机械厂，
为工友们面对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听完李荐国深入浅出的宣讲后， 光华机
械厂负责人谢光平深有感触：“党中央如
此关心民营企业、重视实体经济，给了我
们更大的底气和信心。 作为民营企业，我
们要开发更多新产品， 为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此前一天， 李荐国还来到涟源市七
星街镇仙洞村， 为村民们重点宣讲了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与农业、农村、农民直接
相关的内容。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 娄底市委迅速
行动， 制订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工作方案， 并要求领导干部“六个带

头”，聚焦十九大精神，采取丰富多样的形
式， 对十九大精神进行全方位的宣讲。各
县市区党组织也迅速行动， 制订宣讲方
案。双峰县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列为近
期开班的组工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主要学习内容，学员们上党课、谈体会，接
受十九大精神洗礼。娄星区乐坪街道办事
处把十九大精神宣讲搬到了火车站社区
标准化建设工地上，街道党工委书记卢伶
与工友们一起交流、讨论。

11月1日下午，娄底市委还专门组织
了全市驻村帮扶工作队进村入户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市委要求省、市驻
贫困村帮扶的100支工作队在11月15日
前进村入户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讲
明白，让老百姓看得清、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成文杰）11月1日一大早，有38年
党龄的永州市民余隆银， 来到该市新华
书店，购买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他说：
“活到老，学到老。作为老党员，我更要学
习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传承教育下一代。”

记者在永州市新华书店看到， 门店
醒目位置布置了党的十九大主题图书展

台。除了十九大报告单行本外，还摆放了
《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习近平用典》《大
国崛起》《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等读
物，方便读者选购。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
陆湘喜介绍：“今天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单
行本在永州正式发行的第一天，广大市民
踊跃购买， 到下午5时， 已售出近1000
册。”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
员 吴伟 胡益龙）“十九大会鼓人心， 大会
主题要记清；喜逢盛世心情好，欢歌颂党万
年长……”连日来，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琵
琶歌回荡在侗乡山寨间。 这是由通道侗族
自治县侗族琵琶歌协会党支部书记、 民间
艺人吴永春等人， 为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而创作、演唱的。
通道是侗族聚居区， 侗族群众有弹唱

琵琶歌、唱山歌的传统。为使党的十九大精
神家喻户晓，通道组织20名基层党员、民间
艺人， 编写了30多首宣传十九大精神的琵
琶歌、山歌，并编印成简明歌本，发放到11
个乡镇文艺宣传队。县文化部门还抽调5名

业务骨干，赴各地指导编排节目，用侗族琵
琶歌、山歌、侗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
传十九大精神。同时，组织“专家宣讲团”
“百姓宣讲团”进村入户，用侗汉双语为村
民宣讲十九大精神。目前，该县文艺宣传队
已举办琵琶歌传唱85场、 专题宣讲8场，观
众近4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周志松

“老周，今年再生稻种植效果不错啊！”
“多亏了你们农业部门指导，明年我还要

扩大种植规模。”
10月31日，麻阳苗族自治县农业局农技

推广站站长莫君平来到江口墟镇公馆村，查
看这里的再生稻情况， 种粮大户周尚仁立即
迎过来。

2014年，周尚仁成立全县第一家农机合
作社———麻阳齐天坪农机专业合作社， 开始
规模种水稻， 现已流转承包土地2097亩，是
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莫站长给大家‘传经送宝’来了。”周尚

仁到村子里一吆喝，很多村民聚拢过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莫君平
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三农”方面的精神向村
民们进行了传达，大家立即讨论起来。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这让我们吃了定心丸。”村民周尚来说，有了
土地，大家才能放手大干。“土地关系稳，人心
才能定，这为承包流转土地、推进规模种植提
供了条件。”村民马相贵附和道。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
话真让人激动。”周尚仁说，流转土地，全程机

械化种粮， 提高了种粮效率。“就需要你这样
的农机种粮大户示范带动， 让粮食种植更省
力更高效。” 莫君平要求周尚仁发挥大户作
用，为全县种粮树立榜样。

“还要在稻米质量上下功夫。”莫君平对大
家说，“今年在你们村推广的再生稻就是个很
好的品种，3月下旬下种种植，8月中旬收割一
季稻后，只需撒点复合肥，无需重新插秧，便能
自行再生长起来，全程不打药不施肥，结出的
稻谷是真正的绿色环保产品。”

“今年种的再生稻已被县里的大米加工
厂订购。”周尚仁高兴地说，再生稻种植成本
低收益高，第二季亩产250公斤，稻米价格每
公斤10元至2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文博

10月30日， 走进新化县吉庆镇漆树
坪村， 整洁宽敞的马路将全村与外界相
连，石楠、蔷薇等苗木将农家院落装扮成
小花园， 村民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漫
步乡间小道， 一股新农村的气息扑面而
来。

在村廉政文化广场，一群村民正围着
娄底市纪委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热烈讨
论着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精准脱贫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阳光直射下，帮扶干
部们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群众的笑脸如
花般绽放。

75岁的汪光堂感慨地说：“搭帮党的
扶贫政策，我们喝上了自来水，荒坡披上
了绿衣裳，田地种满了庄稼，村里还有了
光伏电站，咱穷山窝终于‘咸鱼翻身’了。”

漆树坪村曾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村，
特殊的石灰岩地貌， 造成了用水难问题。
没有水，什么产业都搞不成。村民纷纷外
出打工，留下荒草丛生的农田。

娄底市纪委驻村帮扶工作队进村第
一件事，就是筹资筹劳建饮水工程。为了
省钱，全体党员带头出工出力，除两个高
位蓄水池外，其他水渠都由村民自己铺设

完成。历经4个月努力，226户村民喝上了
干净的自来水，灌溉用水也得到了保障。

有了“源头活水”，村里荒芜多年的田
土重新种上了庄稼。 在工作队帮助下，
291户贫困户通过加入合作社，发展稻田
养鱼，种植油茶林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脱贫路径。贫困户吴寄桃喂养了3头牛、3
头猪，租种了3亩多水田，还买了1匹马跑
运输，今年纯收入可突破3万元。

村里有了新发展， 村民有了新希望。
但也有村民担心：“扶贫的好政策会不会
收紧？” 村支书罗仪清笑着说：“党的十九
大提出，要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咱们只要勤劳肯
干，不仅能脱贫，而且能致富奔小康。”

工作队队长魏丽说：“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将为扶贫工作增添新的动力。我们
也要更新观念，与新时代接轨。”

为解决产品销路问题，村里积极对接
现代农业销售模式， 建立电商扶贫服务
站， 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将农产品卖到全
国各地。

沐浴着阳光，看着闪亮的党徽，贫困
户罗寄保即兴吟起了打油诗：“扶贫力度
在加强，农民心里暖洋洋。勤劳致富生产
忙，幸福生活放光芒。”

湖南师大认真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申细云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劳动和心血筑
起平坦的大道，这是李时胜平凡工作的写照。

李时胜是通道侗族自治县公路管理
局石岩道班的普通养路工。10月下旬，记
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公路旁忙碌，铲路肩、
清边沟，身旁工具车内摆放着扫把、锄头、
撮箕等工具。

“石岩道班负责341省道万佛山镇临溪
路段31公里公路的养护， 我负责其中6.5公
里。”李时胜告诉记者，1992年，他刚满20岁，
就当上了养路工。25年来，他养过的路有多少
条数不清了，呆过的道班也不知有多少个。

从当上养路工起， 李时胜经常第一个
来到道班，最后一个离开。无论晴天雨天，
李时胜都会上路修补路面、疏浚涵洞、平整
路肩等。他对自己管养的道路，坚持按高标
准搞好养护，年年都是“样板路”。凭着对公
路养护工作的执着， 李时胜连续多年被评
为县里的先进工作者。

县公路管理局工会主席陈长青说，李时
胜先后在县里多处重点路段养护路面，工作
虽然平凡,但他爱这行,工作中没有过多的言
语，只知道埋头苦干。由于勤奋好学、表现突

出， 他从普通养路工被提拔为道班班长。当
班长后，他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了。

去年6月, 通道头独公路路面改建工程
施工，时间紧、任务重。李时胜主动请缨，带
领道班工友组成突击队，与施工队一起铺路
基。晴热高温，砂石纷飞，李时胜带领突击队
员从凌晨4时起干到天黑。10多个小时下来，
人人衣服上印着一层汗碱，个个手掌上满是
磨出的血泡。由于过度劳累，患有尿结石的
李时胜昏倒在工地，被抬进了医院。

目前， 李时胜负责管养的公路是通道
重点旅游线路之一，养护标准更高、任务更
重。李时胜说，夏天在高达40摄氏度的气
温下， 脚踩着发烫的路面工作， 还要在近
200摄氏度高温的油锅边烧沥青、炒砂、翻
料， 火辣辣的太阳直接照射， 犹如置身火
炉，灼人的热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呼
啸的寒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双手经常冻裂。
每逢汛期，他要时刻为应急抢险准备着，没
睡过一个安稳觉。清水毁、通水沟，他兢兢
业业清除路上障碍物，保证公路上无积水，
边沟、涵洞畅通无阻。

“修路这一行又苦又累，单调重复，工
作很难熬。”记者问李时胜，为什么这么努
力？李时胜说：“做事就得脚踏实地、实实在
在。我没什么本事，就想当好一名养路工。”

李时胜平凡质朴得如同一颗铺路石，
兢兢业业耕耘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年8月，
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发布的“中国好人
榜”上，李时胜入列“敬业奉献模范”。

■点评
“做事就得脚踏实地 、实实在在 。”李

时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25年如
一日 ，坚守在养路工的平凡岗位上 ，成为
敬业的楷模、奉献的典范。

葱有大小 ，人无贵贱 。养路工的工作
虽然平凡而艰辛 ，但干好了 ，照样可以活
出精彩人生。

李时胜：一颗平凡的铺路石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11月2日，长沙市开福区
荷花池社区， 老党员拿到了
社区党员志愿者送来的最新
版《中国共产党章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学党章
强党性

“让粮食种植更省力更高效”

市委书记带头进村入厂
娄底宣讲十九大精神到基层

贫困村里党徽闪亮

通道：侗汉双语宣讲十九大精神 永州：市民热购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李时胜在工作中。 雷鸿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