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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辈子
拼命工作的劲头

省委巡视组组长 郭树人

回想几十年的工作历程，自己能够始终保
持拼命工作的劲头，有3股力量在激励着我。

一是许多优秀领导干部特别是孔繁森、郑
培民同志对我的教育影响很大。 孔繁森同志逝
世后，他的司机杜国炎调回老家张家界，给我
开了一段时间的车。 那几年，我和杜国炎同志
朝夕相处，他给我讲述了孔繁森同志许多感人
故事。 还有郑培民。 1998年在省委组织部召开
向我学习的座谈会上，培民同志送给我“坚持
原则、刚直不阿、忘我工作、一心为民、严于律
己、无私奉献”24个字，这一直激励着我，一辈
子牢记宗旨、心系群众。

二是多年来亲人在教育激励着我。 父亲是
个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尽磨难，但他丝
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年过六旬还主动要求
去青藏高原支援建设， 拖垮了身体，64岁就离
开了我们。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他一辈子要求
入党没能如愿，要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为党和
人民多做点事。

三是几十年来，我在每个岗位上都被树为
典型、受到表彰，每当一次典型就多一份思想
压力，就激励自己更要好好干。 荣誉面前，自己
总觉得有一种欠账感，比起身边那些为党默默
奉献的同志，党和人民给我的太多，而自己做
得还不够，要更加努力为党多做些工作。

身体残疾了，
依然可以做得更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刘元

有人说，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扼住了命
运的咽喉，是高校里的保尔·柯察金。 其实，我
远没有那样崇高与伟大，只是听从内心理想和
信念的召唤，感恩于组织多年的培养，不屈从
命运如此不堪的安排。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虽然身体
残疾了，但依然可以做到不比平常人差，甚至
比平常人更好！

在湖南工程学院申报“应用化学”省级重
点建设学科的时候，从研究方向的确定、材料

的组织到多媒体汇报材料的修改审定等，我全
过程参加、全身心投入。 在本科教学评估的最
后关头， 我整个国庆长假都泡在单身宿舍里，
对自评报告进行修改和完善。

2011年8月， 我调回母校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工作。 在调令下达的半个多月后，湖南工程
学院获得了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机会。 这是
“湖工人” 多年的夙愿与梦想。 院长亲自打电
话， 要我带领学院打完这场硬仗以后再离开，
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在那个酷热的
暑假，我与有关人员连续奋战40多天，为学院
成功拿到了首批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人真是要有点精神的。 从得知自己高位截
瘫的惶恐，到坦然接受的淡定，再到重新燃起

追求事业的激情，一次次的自我挑战，一次次
的精神超越，一次次的成功突破，连我妻子都
感慨“神奇”。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神奇转变的
力量源泉，应都是来自我坚定的理想和执着的
信念！

把群众放心里，
群众才会把你捧手上
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王再德

我虽然没发财， 家产少， 但是村里的群

众格外尊重我、 信赖我、 需要我， 每次换届
选举， 我都是满票， 每次群众评议， 我都是
满分。

黄龙村民说他们有4怕： 一是怕我辞职，
二是怕我调走， 三是怕我得病， 四是怕我不
满意， 就是“做事看王再嗲满意啵”。 这些都
说明我在村民心中满意度是高的， 这份满意
既是大家寄托的一种希望， 也是对我的鞭
策。

有亲戚朋友不理解， 认为我有官不当，
有财不发， 有名不图， 不晓得图什么？ 其实，
我图的是问心无愧， 无愧于道德良心、 无愧
于父老乡亲、 无愧于组织的培养、 无愧于已
过的时光、 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身份。 当了近
40年村党组织书记， 我深深体会到， 当干部
就要带头干事， 带头吃苦， 带头吃亏； 只有
忠诚组织、 心系百姓， 始终把群众放在心里，
群众才会把你捧在手上， 拿你当亲人； 只有
老实做人、 清白为官， 把事业看得重一点，
把个人得失看得轻一点， 才会把工作干得更
出彩。

虽然现在我已经退休了， 但是， 对组织
和群众的承诺不会忘记， 建设 黄 龙 新 村
的干劲不会松懈 ， 服务村民的心不会改
变。

人民群众是做好工作的
力量源泉

中共桂阳县委书记 廖桂生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 对 这 句 话 的
体会特别深刻 ， 因 为 我 是 一 个农民的儿
子， 在基层工作20多年， 对群众的疾苦感同
身受。

近几年，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加快， 桂阳
县城区学位严重不足、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的
问题十分突出。 我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
向全县人民表态， 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把
就学难的问题解决好。 我要求县财政在现
有基础上压缩30%的“三公” 支出， 用于
学校扩容建设， 同时拿出城区最好的地段新
建学校。 全县共筹集资金近2亿元 ， 新建了
1所公办小学、 1所全日制学校， 并对4所
中小学校进行扩容改造 。 仅 1年多时间，
就增加了1万多个学位， 基本缓解了就学难的
问题。

桂阳是人口大县， 社情比较复杂， 上访
事件多发频发。 县里有一个叫刘文宏的残疾
人， 想在住宅附近买几亩地建药材加工厂，
因为不符合城市规划无法落实， 他三番五次
到政府机关去缠访。 我了解情况后， 主动把
他作为包案对象， 经常联系走动， 向他讲道
理讲政策， 陪同他另行选址， 终于做通了思
想工作。 如今， 刘文宏不但不再上访， 还主
动现身说法劝解其他老上访户。 通过这件事，
我更加坚信“人民群众既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更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力量源泉”。 在全县干部
的共同努力下， 2014年桂阳县获全市信访工
作一等奖， 民调评分也首次进入全省前20位。

35年陪伴
精神病患者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 唐江萍

我在精神病患医疗岗位工作了35年， 这
35个春夏秋冬坚守陪伴精神病患者， 有多少
酸甜苦辣， 多少辛酸泪水， 个中滋味很少有
人能够体会。

精神病人伤人和自伤的暴力行为众所周
知， 据统计， 每年有10%的医护人员受到精
神病患者不同程度攻击， 我挨过无理取闹地
辱骂， 遭受过莫名其妙的殴打， 身上手上时
常有皮肤破损和各种瘀伤。 因为精神病患
者不能与医生正常交流 ， 医生无法预知下
一刻会突发什么情况， 许多精神病医生几乎
每天都担心病人会出事 ， 而长期处于焦虑
状态。 你帮他治病， 关心照顾他， 他不仅
不会说一声谢谢 ， 有时还会无缘无故拳脚
相加。

记得有位患妄想症的男性病人， 害怕被
别人毒害而一直拒绝进食。 我担心他这样长
期不进食， 会承受不了抗精神病药物的副
作用， 总是耐心地劝他吃饭。 有一天， 我
端着饭碗准备要他吃饭时 ， 他突然端起饭
碗就扣在我头上， 饭 、 菜 、 汤洒了我一
身， 我气愤 、 委屈， 更多的只能是无可奈
何。

第二天， 为了让他相信饭菜没有毒， 我
就自己先吃一口， 再让他吃一口。 就这样我

“陪吃” 了三个多月， 直到他病情好转。

责任永记心中 ———湖南省践行“三严三实”的好干部典型
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孙敏坚 整理

▲刘元

荨廖桂生

荩唐江萍

荩郭树人

茛王再德

本版照片均由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