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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持续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

基层干部从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重要

作用。目前，我市法治和德治的功能发挥得如何？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专项治理成效怎样？干部作风是否转变？

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嘉宾。

铆足滚石上山劲头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主持记者 陈国栋 周尤

访谈嘉宾：

綦江区委书记 袁勤华

垫江县委书记 蒲彬彬

忠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向 松

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教授 侯晋雄

圆桌会

短评

重庆日报：如何做到法治德治
并举，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有
力保障？

袁勤华：法治和德治对于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至关重要。一方面，
强化法治思维。抓住“关键少数”带
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注重选拔提
用法治素养高、依法办事能力强的
干部。綦江区组织了20名新提任
区管领导干部和1.77万名党员干部

参加普法考试，组织146名新提任
领导干部参加旁听庭审活动，“零距
离”接受法治教育。此外，运用法治
文艺节目展演等方式，教育引导群
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另一方面，
强化德治引领。以道德典型“树
德”，推出全国道德模范陶青海、陶
龙科叔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周腊
梅、向永其等300多名国家和市区
级道德典型，营造“德者有得、好人

好报”的社会风尚。同时，綦江区以
文明风尚“育德”，坚持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工作全
过程，狠抓思想道德建设，印发《綦
江市民文明手册》，建成通惠河、沙
溪河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公园。同时，以文明实践“养德”，围
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
设等工作，组织开展“贫困村孩子看
綦城”“留守儿童异地探亲”“萤火虫

爱心行动”等大量接地气、顺民意的
志愿服务活动。

向松：法治和德治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只
有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
治的功能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才能为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提供有力保障。去年，忠县
出台了关于加强法治和德治工作的
实施意见，对坚持法治反对人治、既
讲法治又讲德治、抓好领导干部政
德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作为党员领
导干部，首先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当好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把执纪和
执法贯通起来，坚持纪严于法、纪在
法前，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用
纪律管住“绝大多数”，防止党员干
部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其次要扎
实践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
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
抵制“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和江湖
习气，涵养干部良好政德。同时，深
化“以案四说”警示教育，要求各级
党组织既从“纪、法、德、责”角度对
照检查，又对照“狱中八条”进行剖
析反思，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
性，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法治德治并举，确保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重庆日报：专项治理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群众身边腐败等问题，我
们有什么好的举措？

袁勤华：风清才能气正，气正才
能心齐，心齐才能事成。綦江区将
2019年作为“干部作风整顿年”，出
台《整治干部工作作风问题专项行
动方案》，紧盯“十型干部”工作作风
问题，集中开展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着力破解干部工作作风中存
在的吃拿卡要、庸懒散、躲怕推、虚
飘浮、粗浅慢等“五种弊病”。

一是抓责任落实。区委常委会
班子以身作则，深入开展“兴调研转
作风促落实”等行动。党的十九大
以来，全体区级领导深入基层调研
1700余次，解决实际问题2000余
个。二是抓精准监督。每月研究确
定督查重点，探索对重点单位、重点
岗位、重点人员进行排序，实现监督
靶向发力、重点突破。三是管好“小

微”权力。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打造民生监察平台，全面长期
公开民生政策、民生资金、民生项目
等，实行“一键投诉”并要求限时答
复，科学设置“预审”“对比”功能，让
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四是抓制度建设。研究出台
《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和统筹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持
续深化“两减一并”，切实减轻基层
负担。严格落实接待审批制度，完
善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管理办
法，建立接待清单制度以及公务接
待向同级纪检监察组织报备、纪检
监察组织抽查制度，推行村居“零接
待”制度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用制度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

蒲彬彬：作为县域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要坚决令行禁止，当好“头雁”。

要从做到“两个维护”上照镜
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是作风

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要对照“两个
维护”政治原则，从思想上、行动上、
效果上治愈作风“病患”“病根”，以
严实作风和实干实绩诠释对总书记
和党中央的绝对忠诚绝对维护。

要从做到“打铁自身硬”上树标
杆。总书记勉励的“四抓四劲”带头
发扬，党中央提倡的带头做到，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带头改掉，基层负
担超重的带头卸载，制约影响市场
主体活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带头
打通，以领导干部的作风过硬示范
引领全县上下的作风硬朗。我们针
对排查到的425个问题，印发集中
整治实施方案，细化责任清单，推动
问题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如在基
层减负方面，今年以来以县委县政
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印发的文件同
比下降20%以上，全县督查检查考
核事项减少52.9%。

要从做到敢抓敢管上当“铁

匠”。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积习
顽疾，敢于斗争、敢于“亮剑”；对不
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的消极现象，坚决纠正、坚决问
责。2018年，全县查处作风方面问
题305件 39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88人，组织处理326人，点
名道姓通报曝光37件50人。同时，
对扑下身子抓落实、求实务实抓工
作的正面典型，我们大力褒扬、拓展
舞台，真正以好作风谱写好落实总
书记殷殷嘱托的垫江篇章。

向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
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群众身边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更是直接损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这两类问题不仅
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更与党的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背道而
驰。为此，忠县纪委监委以脱贫攻坚
为切入点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制定
《开展领导干部个人自查自纠和扶贫
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集中整
治方案》，开出12大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负面清单，督促全县870名县
管领导干部深入查纠思想认识、方法

举措、能力作风方面的偏差，解决脱
贫攻坚不在状态，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及部门间推诿扯皮、空泛表态、
出工不出力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同时，结合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组建10个督导小
组深入乡镇（街道）和县级部门，深入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回头看”和“访深贫、促整改、督
攻坚”活动，出台《忠县党员干部亲属
涉权事项公开系统操作规范（试
行）》，借力大数据信息比对，查处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9件33人，
党纪政纪处分8人，问责6人。

侯晋雄：当前，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新特征：痕迹
主义凸显、踢皮球、按部就班、遮遮掩
掩不公开……专项治理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以及群众身边腐败等问题、驰
而不息正风肃纪，一是要加强调查
研究，坚持对症下药；二是要建立整
改台账，抓好整改提高；三是要坚持
正确导向，践行群众路线；四是要敢
于曝光问责，严格执纪执法；五是要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发挥头雁效应。

直击要害，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重庆日报：如何培养干部优良
作风，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带
动作用，凝聚起全市上下干事创业
的磅礴力量？

袁勤华：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
氛围，必须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一是营造“愿干”氛围。
綦江区落实好干部选拔标准，整治
选人用人不正风气，健全完善干部
考核机制，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
向。二是打造“敢干”环境。建立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机制的实
施办法，明确容错的6个必备条件、
9种容错情形，规定了提出申请、调
查核实、认定反馈、抄送备案、跟踪
管理等5个程序，采取制发纠错通
知、限期纠正错误、加强日常监督等

措施实施纠错。同时，对所反映问
题失实或受到诬告的单位或个人，
及时澄清保护，消除负面影响。三
是提供“能干”平台。充分借鉴北京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经验，选派
37名区级部门党员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社区第一书记，实现“社区居民
有需求、第一书记有响应、辖区单位
有落实”；选派184名区级单位党员
副职领导干部担任空壳村、薄弱村
第一书记，让干部在基层一线磨炼
意志，增长才干，增强为人民服务的
本领。在第一书记的指导下，东溪
镇新石村雷竹种植、安稳镇安稳村
黑山羊深加工、横山镇回龙村为纳
凉避暑游客提供家政服务等集体经
济的发展模式迸发出强劲生命力。

向松：干部优良的作风不仅是
一个人世界观的直接反映，也是我
们共产党人宗旨观念和精神面貌的
直接体现。培养干部优良作风，一
要严明纪律。好的作风必须依靠铁
的纪律。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绷紧纪
律这根弦，自觉划清是非界限，做到
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二要以上率
下。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全面，核
心在从严，不讲特殊、不搞例外。要
通过以上率下，上行下效，狠抓领导
这个“关键少数”，带动党员这个“重
要多数”，实现上下一心、全面从
严。三要严格问责。教育千遍，不
如问责一次，要通过定责、督责、问
责，促进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组

织监督责任落地落实，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四
要扎牢笼子。要进一步扎紧制度的
藩篱，把作风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
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
人的有效机制。五要正面引导。要
强化正面典型教育，注重以身边事
感化身边人，不断为广大党员干部
提供可触摸、可感知、可学习的鲜活
典型，推动形成学先进、比贡献、树
形象的浓厚氛围。

侯晋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一方面，要加强革命传统教
育，强化正面典型引领。广泛开展
向王进喜、焦裕禄、许振超、吴孟
超、邓平寿等优秀党员学习活动，
要求对照这些同志先进事迹找差
距，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示范
引领作用；每逢“七一”，可组织党
员干部外出开展有益活动，到红岩
纪念馆、渣滓洞、聂荣臻陈列馆、杨

闇公烈士陵园及杨尚昆故居、朱德
故里、陈毅故居、邓小平故居、遵义
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等，追忆英
烈，进行传统教育；缅怀领袖，接受
心灵洗礼，一次活动一次启迪，一
次教育一次收获。

另一方面，要以反面典型为镜，
开展反面警示教育。组织党员干部
收看《沉沦》《“规划”错了的人生》
《人防办副主任的生意经》《偏离坐
标的人生》《公安厅长的蜕变》等廉
政警示教育片；党组织以报告会等
形式，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党校干校
高校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作反腐败
斗争形势报告，将廉政教育范围延
伸至基层党员干部；组织党员干部
参观“新中国第一大案展室”“重庆
市九龙监狱”等法纪教育基地接受
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
干事创业上。

狠抓干部作风建设，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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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惟在得
人。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发挥“三个作
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重要指示要求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必
须要锻造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

好干部是选出来
的，更是管出来的。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就要
针对一些干部在理想
信念、政治担当、精神
状态等方面存在的差
距，切实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使他们养成一身
浩然正气，做到对党忠
诚、干净干事、敢于担
当。

党员干部养浩然
正气，就要坚定理想信
念，补足精神之“钙”。
今天，面对新使命新任
务新要求，党员干部只
有坚守马克思主义信
仰、坚守共产主义理
想，把党的初心、党的
使命铭刻于心，才能在
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
定，在重大抉择面前态
度坚决，在风浪和斗争
面前笃定坚守。

党员干部养浩然
正气，当从激发政德意
识、践行政德开始。只
有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地位观、利益观，才
能打牢从政之基。政
风正则民风淳。“关键少数”发挥好关键
作用，带头严格自律，守住规矩底线，才
能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担当公共责任，
引领社会风尚。

党员干部养浩然正气，需要立破并
举、扶正祛邪。要积极营造建功新时代、
创造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良好环境，把
正确思想、优良作风、良好导向、正面典
型立起来，持续激荡清风正气。同时也
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惩治腐败，让党员
干部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70年前，歌乐山的烈士们用生命诠
释了红岩精神。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
养分，坚定信仰的力量，擦亮忠诚干净担
当的底色，才是对红岩精神最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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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滚滚而来，在鼎山脚下
陡转一弯，衍生了“万里长江一要
津”——江津。在这里，它塑造了绵延
127公里的绝美江景山色、旖旎风光，
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写下了传承千年的
词唱歌吟、诗篇长联。今天，我们要探
寻的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龙门滩。

龙门滩位于江津龙华镇长江边，
被称为“上川江第一峡水险滩”，由龙
门滩、朱家滩、小滩子三道险滩构成，
以龙门滩最为凶险，江水湍急。龙门
滩上，一处巨石横亘在长江之中，在枯

水期，巨石占据近二分之一的江域，江
水犹如巨龙一般翻涌而过。据清乾隆
本江津县志载：“因滩水凶险，蜀王命
工凿石梁为门，乡人以江水如巨龙穿
门而过，因称龙门滩。”

被巨石挡住的江水，在龙门滩造
就了一个天然的港湾。“这里曾是一
个兴旺的码头，方圆数十里的居民都
是在这里从长江进出。”据龙华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从这里赶“揽栈”
上白沙、油溪，下江津、重庆的，每天
不下两三百人，运煤、运盐、运木材的

货船络绎不绝。然而泊船虽易，行船
却不易。因江水受巨石阻隔，狭窄的
通道让水流更加湍急、波涛汹涌。过
去船只溯江而行全靠人力，一只小客
船要10多个纤夫拉，才能确保平安过
滩。

龙门滩这种艰险壮阔之美，千百
年来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为其写下绝
美的诗篇。

“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西南
出巴峡，不与众山同……”唐代诗人陈
子昂一首《过巴龙门》，生动描绘了龙

门滩的风光和险胜之景。据明朝万历
《重庆府志》记载，陈子昂应是诗咏江
津的第一人。唐圣历元年（698年），陈
子昂在乘船回乡途中，路过巴蜀名邑
江津，被这里美丽的长江风光和险胜
之景感染，船上挥毫写下《过巴龙
门》。诗中的“巴龙门”“龙门”，就是现
在的龙门滩。在2017年“重庆最美十
大古诗”评选活动中，《过巴龙门》成功
入选而且排名第一。

“蜀江春涨涌波澜，泛溢龙门两岸
宽。羊角风生滩正险，峨眉雪化水偏

寒。鱼龙泼刺飞腾远，舟楫沿流济渡
难。谁解扬鳍三汲去，早乘雷雨拜金
銮。”曾评定“江津八景”（前、后八景）
的江津人、明代工部尚书、诗人江渊，
就把“龙门春浪”评定为江津前八景之
第三景。全诗描绘了龙门滩时值春汛
初起，风起浪涌、波澜壮阔的景象，滩
之险、景之美跃然纸上。

随着岁月的推移，过去兴旺的龙
门滩码头已繁华不再，但那些经典的
诗词历经千年，依然历久弥新。近年
来，江津区已先后收集整理出关于“龙

门滩”的原创古诗词80余篇，整理出
版了《龙门诗刊》《龙门本土诗集》等，
编排特色诗舞演诵节目《龙门峡》，不
断丰富和拓展其文化内涵。

据初步统计，历代《江津县志》
收录的诗词作品和江津历史遗址、
遗迹上镌刻的诗词作品其数量达 2
万首之多。依托丰富的诗词楹联资
源，江津区已被命名为重庆市首个

“重庆诗城”，正在全力创建“中华诗
词城市”。

李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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