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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主线深学细悟
推动学习往心里走

无论走了多远，也不能忘记何时出发。
这是一次寻找初心的旅程。
9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 雨

花区委书记张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素月，
带领着全区县处级党员干部，开展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现场学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一份份弥足珍贵
的历史资料，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之歌；一件
件实物，记载着革命先烈的光辉历程。

在长沙历史馆，51名党员干部，他们举起
右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久久回荡。

“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锻
炼， 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通过现
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心灵上、思想上得到
了深刻洗礼。 ”……他们从革命传统中感悟
到了崇高情怀， 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了前进
力量。

这是一次情怀涌动的分享。
9 月以来， 来自雨花区一线的多名优秀

党员，带着他们的初心故事，带着他们的实
践历程，站在了宣讲台上。

来自高桥街道，放弃经商成为社区主任
的游端霞， 在基层岗位一干就是 16 年。 这
16 年来，她为很多外来人员解决了住房、就
业、上学等各种难题；被群众称为“贴心小棉
袄”的刘映先，多年坚守公益事业，将一个
50 多人的志愿者团队，发展到现在的 3000
多人，60 多个团队……他们进机关， 进街
道，进社区；他们朴实的话语，给人启迪、引
人深思。 榜样是无声的教材，典型有无穷的
力量。 党员纷纷表示，将把思想自觉转化为
行动自觉，把教育成效落实到干事创业中。

这是一次潜移默化的研习。
在街道、在社区，广场舞、歌曲、“三句

半”、“书法”……一场场文化汇演依次开展。
老百姓用自己的语言，多个角度诠释着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得懂、
学得进，这样的学习有效果。 ”在东塘街道东
塘社区，退休老党员李素华说。

在商圈楼宇，在教育基地，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在传习所……一个个专属课堂
开在了党员群众身边， 采取轮流领读学、体
会分享学等多种方式精读、细读、深读文献
原文，做到学习时间、学习质量“双保证”，使
原文原著理论入心、入脑、入行。

在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网络学习网
站，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一个个平台
和载体不断形成和搭建。 主题教育“微课堂”

“微动态”，让党员干部及时学、跟进学、持续
学。“每天晚上 8 时，我们 60 名党员‘守’在
微信群内，由领学人朗读学习内容，然后把
自己的感悟文字在微信群中呈现，其他同志
接龙分享并朗读。这样的‘习惯’已经养成。”
雨花区人社局党员刘娜说。

“政治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
理论上的坚定离不开扎扎实实的学习。 要带
着问题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要确保

学有所获、论有所得。 ”雨花区委主要负责同
志在多次的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上，不止一次强调。

学习之风，蔚然兴起！

聚焦解题寻策问道
推动调查研究往深处走
坚守初心、肩负使命，不仅是理论

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而调查研究，不仅
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担当。

俯身蹲点摸实情。 聚焦雨花区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率
先垂范组成多个调研组。 他们下基层、走一
线、进部门，到困难多、矛盾多的地方找问
题，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找问题，去工作“垫
底”的地方找问题。 他们用扑下去的“身板”
体验短板，用接地气的“脚板”丈量短板，用

“钉钉子”的精神“叫板”查找短板……一个
个座谈，一份份征求意见函，掌握了一份份
第一手资料。

走访遍访找病根。 依托“千人帮千企”、
“民情大走访”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沉到一线
开展大排查大走访，在项目建设现场，在楼
宇综合市场，奔着问题去把脉问症，沉到一
线查找差距。 通过与群众促膝交谈，了解基
层群众生产生活困难。 长沙火车南站、石燕
湖景区等服务性窗口，更是“开门搞教育”，
线上、线下开展问卷调查，及时搜集意见。

座谈商榷开准处方。 退休的老专家来
了，乡贤、有威望的居民来了，退休老党员、
老干部来了，普通的白领、蓝领来了……他
们成为雨花区一场场座谈会的“座上宾”。 对
全区的看法，对某个领域的见解，对生活环

境的意见， 在一次次交流中观点得以抒发，
建议得以呈现。

伴随着一场场走访，一个个调研课题不
断形成：雨花区“四大家”班子成员确定 25
个调研课题并形成方案，其他参学单位党政
负责同志确定了 118 个调研课题、副科职以
上干部确定了 236 个调研课题。

这些课题并没有停留在纸上， 而是通过
研讨交流、问题交办等，加快成果转化。 针对
全区资金资产资源等情况进行调研分析，雨
花区就如何增强经济发展新的动能， 提出系
列举措；针对圭塘河治理调研课题，在圭塘河
治理新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了明晰举措。

对于调研发现的问题， 不仅要有正
视问题的自觉，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

对标对表找差距，推动检视问题往根源走，
以党支部为单位，雨花区陆续召开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拒绝以表扬代替批
评、以希望代替批评”的投机取巧！ 摒弃大而
化之、泛化失焦，蜻蜓点水的模棱两可！ 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
照检视的过程， 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立
场、勇气胸襟的一次大检验，也是党员干部自
我革命、自我检验的一次大练兵。

聚焦使命担当
推动整改落实往实里走

一个“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以整改的实际成效，体现对党的绝对

忠诚。 ”以政治为引领，整改掷地有声。 今年
以来， 针对省委巡视组交办的 17 项专项交
办问题、12 项交办函问题， 雨花区制订了 1
个总体整改方案、3 个专项整改方案、28 个
整改子方案。

“村（社区）两委班子建设如何抓，你是
否有思路？ ”“如何以身作则清正廉洁？ ”“街
道班子民主生活会开得怎么样？ ”今年 9 月

以来，雨花区将政治建设考察与主题教育开
展相结合，对全区 13 个街镇、143 名科级干
部进行“大体检”。 通过民主测评、谈心谈话、
调阅资料， 形成 26 份党政正职政治建设考
察综合报告、143 份政治鉴定材料。

围绕今年“优化营商环境年”和“产业项
目建设年”，雨花区从整改内容，到整改措施
再到整改完成进度，每一项整改都有自己的

“专项档案”。
高效、便捷，这是企业最大的诉求。 对

此，雨花区上千名党员干部身赴项目、企业
一线，梳理问题“堵点”。

雨花态度鲜明———历史遗留的问题，不
回避、不推卸；现实迫切问题，拿方案、排日期；

雨花路径清晰———取消事项 123 项，精
简达 30%以上；“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
打造行政执法“监管者联盟”； 推行并联审
批，并将部分审批下沉到街道社区……

雨花行动迅速———“哪些难题需要帮忙
解决？ ”“对政府部门有何建议？ ”企业的需
求，由区委、区政府牵头，召集相关部门现场
交办、责任到人。 目前，帮助 51 个企业（项
目）解决了 105 项诉求问题。

舒适、暖心，这是居民群众最大的期盼。
对此，雨花区以需求为导向，回应群众关切，
出台了 42 件民生实事清单，由 31 个牵头部
门迅速对所负责的实事项目制订实施方案、
明确责任人。

从强化企业服务到打通出行“堵点”，从
老旧小区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到对特殊困难
群众的帮扶， 化解一批老百姓身边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东塘街道针对工商局宿
舍这类老旧小区进行提质改造，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里，粉刷外墙，重新疏通清理了化粪
池；针对南雅路每天近百辆渣土车进出的情
况，东山街道 10 天之内，新建一条专供渣土
运输车通行的道路；同升街道面对 813 户居
民的诉求，投入资金近百万元，安装 400 盏
太阳能路灯，解决居民“摸黑”出行难题……

对整改的情况，雨花区委、区政府每周
调度、定期督查，让主题教育的实效真正体
现在点点滴滴的为民行动中。

今年前三季度，雨花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589.49 亿元，同比增长 8.3%；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48.42 亿元，增长 17.3%。 1 月
至 10 月，完成市重大项目投资额 223.71 亿
元；高升路等 8 条市政道路完工；梓园路、洞
和路、同升湖路等支路街巷完成改造；泰禹
二小建成投用；“一圈两场三道” 建设中，完
成 15 分钟生活圈项目 109 个、 停车场 16
个、农贸市场 10 个，人行道新改建 34.66 公
里，自行车道改建 61.97 公里，文化步道整体
进度 70%，健身步道完成 100%。

行程万里，初心铭记；梦想在前，使命在
肩。击楫中流，更须奋进。随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雨花区广大
党员干部以担当与忠诚，做起而行之的行动
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谱写出对党忠诚、
对人民赤诚的赞歌！

不忘初心使命 勇立时代潮头
——— 长沙市雨花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掠影

欧阳倩

烟雨迷离，一艘小船从南湖起航。
穿过激流险滩，越过春秋岁月，终于铸就一艘驶向现代

化的社会主义巨轮，在汇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昂首前行。
从伟大事业铸就，在伟大斗争中激荡，以伟大工程为支

撑，向伟大梦想进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中国号”巨轮劈破斩浪，开启崭新航程。

海阔天空，初心酝酿着跨越空间、穿越时空的力量！
今年 9 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省着手开展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长沙市雨花区深刻领
会，迅速推进。在初心使命的“考场”上奋力交出一份高分答
卷，雨花区有使命、有条件，也有担当！

思想再洗礼， 初心再觉醒， 使命再升华， 忠诚再淬
炼———这是雨花区 3 万余名党员的信念基石；摸实情、找症
结、出实招，学以致用、“改”出成效———这是雨花区 3 万余
名党员的行动指引。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70 多天来，
雨花大地澎湃着凝心聚力的深厚力量， 奏响振奋人心的追
梦乐章。

（本版图片由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聚焦使命担当， 雨花区让主
题教育的实效真正体现在点点滴
滴的为民行动中。图为雨花掠影。

雨花区人社局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
重温入党宣誓仪式。

左家塘街道长铁社区开展“爱我长铁，
不忘初心”故事会。

砂子塘街道政务大厅， 党员
接待群众并指导填写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