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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勇

基层是改革发展的主战场，是保持稳定的
第一线，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干部应恪
守“三严三实”要求，在实践中锤炼自我、赢得
民心、实现价值，争做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在修身中培育群众情怀的“厚度”。习近平
总书记曾告诫全体党员干部：要像爱自己的父
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
奔好日子。 基层干部必须要有深厚的群众情
怀，才能始终确保工作的群众导向。当前，伴随
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许多农村逐步变为城
市、农民逐步变为市民，经济社会面临巨大转
型，各种利益矛盾交织，社会治理难度增大，基
层干部面对的诱惑与挑战更多。对此，基层干
部一方面要加强自我学习，学涉民法律、拆迁
政策、致富技能、先进理念，不断增强做好新形
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另一方面，要真正从思
想上尊重群众、敬畏群众，与群众融为一体、打
成一片，不断充实群众情怀的厚度，从而团结

带领广大群众建事业、谋发展。
在实践中走出群众路线的“深度”。基层干

部处在国家的“行政末梢”，既是国家方针政策
的最后落实者、执行人，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维护者、代言人。老百姓总是说“村看村，
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主要就是指看基层干部
的实际行动。基层干部只有眼睛往下看、脚步
朝下走、身子往下沉，主动从群众智慧中汲取
发展能量，从群众口碑中优化工作作风，才能
让群众路线走出“深度”。基层干部应做到三个
“问一问”：一是在做决策的时候，问一问群众
怎么办；二是在抓工作的时候，问一问群众怎
么想；三是在做评判的时候，问一问群众怎么
看。 要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引导、 支持、服
务、帮助群众上来，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
的工作成效，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在服务中下足群众工作的“力度”。群众工
作是党的 “生命工程”， 只有把群众工作做深
入 、做扎实 、做细致 ，让群众拥有更多 “获得
感”，才能赢得民心、凝聚民力。一是主动解决

群众实际困难。 基层干部要主动进百家门、认
百家人、知百家事、暖百家心，随时随地帮助群
众解决难题。比如帮助拆迁群众过渡安置、为失
地农民办理社保登记、 为困难群众送去关爱慰
问等等。 要让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与温暖，从而理解、支持、配合党和政府的
工作。二是及时化解群众矛盾纠纷。实践证明，
大量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突发事件， 形成于服务
匮乏，激化于服务缺失，化解于服务到位。基层
干部要当好“人民调解员”，努力化解群众矛盾
纠纷。 可充分借助 “网格党小组”、“党员志愿
队”、“民情工作室”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健全群
众意见征集、办理、反馈链条，实现小事不出楼
栋、难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三是果断回
应群众重大关切。基层干部要围绕“让老百姓学
有佳教、住有宜居、出有畅行、老有颐养、病有良
医”的工作目标，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在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传递温度、走出
深度、赢得民信。

（作者系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工委书记）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符清华

当前，全球毒品问题持续泛滥，我国禁毒
形势也十分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禁毒工
作造福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信心、有能
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并且要把禁毒工作作为象
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义举善举来做好。作为
司法行政戒毒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使
命、忠诚履职、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着力践行
“三严三实”，努力提高教育戒治质量，以禁吸
戒毒的扎实成效，积极服务禁毒工作大局。

要做到从警与修身相统一， 忠诚戒毒事
业。人民警察为人民，对党忠诚是摆在第一位
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全
省禁毒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具有严峻性、复杂
性、长期性、反复性的禁毒工作中，要坚持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我们要始终保持对
毒品的零容忍，砥砺奋发，不辱使命。要忠于法

律，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严格落实禁吸戒毒执法制度，营造依法治理环
境。要修身律己，躬耕戒毒事业，驱除毒魔，造
福百姓，为打赢禁毒人民战争而发光发热。

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牢记为民宗旨，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关切。 戒毒工作既是
政法工作，更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群众对
毒品的痛恨有多深、 对戒毒工作的期盼有多
厚，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有多大。要以百姓之心
为心，积极谋划和推进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把
降低复吸率、保持戒毒操守作为根本追求。要
加强戒毒人民警察队伍建设， 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切实规范执法行为，恪守公正文明
廉洁执法，把执法风险降到最低。要坚持科学
矫治、 人文关怀， 切实尊重和把握戒毒人员
“违法者 、病人 、受害者 ”三重属性 ，维护戒毒
人员合法权益。 要加大对禁吸戒毒工作的宣
传 ，推进执法公开 、所务公开 ，广泛凝聚正能

量，树立戒毒机关崇法、向善、公正、文明的良
好形象。

要落实社会化戒毒措施 ，促进 “大戒毒 、
大矫治”落地生根。戒毒工作有世界性难题之
称。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
珍贵。 我们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强戒场所
安全管理 、医疗戒护 、教育戒治 、后续照管等
工作 ，锲而不舍 、常抓不懈 ，全面夯实基层基
础， 探索方式方法创新， 推进安全管理常态
化、执法规范化和教育戒治科学化。要进一步
创新社会化戒毒工作措施， 实现强制隔离戒
毒和社区戒毒 （康复 ）的有机对接 ，把湖南司
法行政戒毒 “大戒毒 、大矫治 ”机制体系落到
实处 ，扎根开花 。禁毒工作没有旁观者 、局外
人 。要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整合政府 、社
会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打好禁吸
戒毒工作整体战。
（作者系湖南省白泥湖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

践行“三严三实”,担当戒毒重任

锤炼“三度”，
做人民满意的基层干部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申福春）又到候鸟迁徙时节。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林业厅获悉， 为保护候鸟平安
过境，全省林业部门展开“利剑”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候鸟的行为。

湖南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 千百年
来，沿雪峰山脉，从隆回的屏风界、新化与
新邵交界的观音山， 至城步的三十六渡河
一线， 构成了湖南境内候鸟迁徙的西线通
道；而沿罗霄山脉，从炎陵的牛头坳，至桂
东的铁山和寒口一线， 则形成了湖南候鸟
过境的东线通道。

白露过后，候鸟就将结队南迁。湖南境
内候鸟迁徙通道的各个隘口， 即将上演众
鸟翔集的壮观大戏。为了守护“千年鸟道”，
从9月1日起， 省林业、 森林公安组成巡护

队，已开始24小时值守隘口，为候鸟保驾护
航。

省林业厅副巡视员吴剑波介绍，“利
剑”行动从9月1日开始巡护值守，持续到
11月20日，将重点打击非法猎鸟、毒鸟的
行为； 重点打击非法设立候鸟等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收购、销售点的行为；重点打
击非法运输候鸟等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
行为； 重点打击非法加工销售候鸟等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按照行动部署，桂东、炎陵、新邵、隆
回、新宁、城步、蓝山、道县、新化、通道等重
点县的候鸟保护站已全部启动， 森林公安
实行24小时巡护值守；各地对宾馆、酒店、
集贸市场展开地毯式清查， 做到“没有买
卖，没有杀戮”。

“利剑”行动保护候鸟过境

湖南重点守护东西两条“千年鸟道”

湖南日报 9月 1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实习生 和婷婷）今天，省总工会纪念《劳动
法》实施二十周年“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法
律知识竞赛决赛在湘潭举行。

根据全国总工会、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部署，省总工会联合省司法厅、省委法治湖
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省开展“中国
梦·劳动美”职工法律知识竞赛。

此次竞赛活动自6月份开展以来，各级
工会精心组织了多层次的初赛、复赛活动。
今天上午，来自各市州、省直和直管产业工
会选送的22支代表队通过激烈角逐，最后6
支代表队脱颖而出，参加今天下午的决赛。
株洲代表队获得本次竞赛的一等奖，郴州、
湘潭代表队分获二等奖，永州、湘西、张家
界代表队分获三等奖。

省总工会举办职工法律知识竞赛
株洲代表队获一等奖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唐爱平)低
钠盐、无碘盐……最近，在2015中国(长沙)
国际食品展览会上，除普通碘盐之外，盐产
品家族一系列“新面孔”齐齐亮相，盐消费
呈现多层次、差异化趋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食盐
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盐产品的
需求呈现多层次、差异化趋势，盐作为调
味品的基本需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吃
进嘴的盐要少一点， 用在生活其他方面
的盐可以多起来。”专家建议。

根据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 湖南省
轻工盐业集团不断调整盐产品结构， 不仅
开发出绿色加碘精制盐系列、低钠盐系列、

海藻碘盐系列等多品种食盐；同时，还利用
盐业优势和专业技术，加大对井盐、湖盐和
海盐的研发力度， 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
盐系列日用产品。目前，沐浴盐，蔬果洗涤
盐、洗碗盐，用于保健的热敷盐用于消炎杀
菌的漱口盐等都已上市热卖。

少吃盐 用好盐
盐消费呈多层次差异化趋势

距2015男篮亚锦赛

开幕还有 天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