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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结
合当前工作，锁定‘零死亡’目标，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工作。”这是乡城县安监
局局长巴次称在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乡城
县紧扣“准备、讲解、消化”三个关键环
节，把群众需求作为出发点，把党课与
实践相结合，创新形式、延伸课堂，确
保授课者有提高、听课者有收获。

“说实在的，党课内容与我们日常
生产实际紧密结合，易于我们接收。”尼
斯乡则鲁村党员扎西高兴地说。

为了保证党课教育贴近基层、贴
近生活、贴近实际。该县在党课内容上
一律不提供“标准”教材。在授课前，各
单位（部门）、乡（镇）“一把手”亲自带
队开展专题调研， 并自己动手撰写讲
课内容。

“通过自己撰写党课讲义，也是对
自己灵魂的一个洗涤。”青麦乡党委书
记益西次称深有感慨地说。

同样，为使得党课讲解深入人心，
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接受， 该县在党课讲
解上也分类进行，例如：县四大班子主要
在理论和宏观调控入手， 县级单位 （部
门）以业务工作入手，而乡（镇）则以群众
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实际入手， 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在分门别类进行党课讲解后，我也

更加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巨大。 ”工
商局干部陈文婷说， 工商局里结合工商
管理工作所开展党课句句扣准了自己所
承担的工作，听完党课后，更加激发了自

己干好工作的热情。
在具体讲解过程中， 为了让听课者

感兴趣、能认知、有收获，该县由单一的
“我来讲”向“你问我答”的双向模式进行
了转变，干部和群众对此纷纷表示赞同。

“在讲解过程中，我们随时都要接受

干部和群众的提问， 这样也要求我们在
前期调研中， 要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把
握，也让我们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有新
的提升。 ”交通局局长泽仁多吉说。

基于全县群众大集居、 小散居的特
点，为使党课讲解全覆盖，该县还根据群
众需求，采取“定点+流动”的讲解方式，
对于群众较为集中的地方采取定点讲
解，对于群众比较分散的地方进行工地、
牧场、林地等流动性讲解。

“乡上把党课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
村干部和群众都不断地称赞 ‘亚波热’
（太好了）。”青麦乡仁堆村支部书记布久
阿比说，由于全村属于半牧区，离乡上较
远， 而且居住较为分散， 乡上能送课上
门，大伙都非常感谢。

“乡上把党课送到了家门口， 实在太
感谢了。 ”对此，该村村民拉姆深有感触，
她说，要上党课了，自己也很想去听，但是
丈夫外出务工，家里就只剩下自己，又要
照顾孩子，又恰逢农忙，脱不开身。

同样，为使党课讲解达到预期效果，
在每堂党课讲解完后， 主讲人都会随机
抽取干部和群众现场谈谈感想， 让党课
内容及时得到消化和提升。

“在听完党课后， 现场谈自己的感
受，并听取别人的感想，对自己的帮助非
常大。 ”然乌乡党委副书记任邻智显得非
常兴奋。

本报讯 ( 措姆 记者 陈雪峰）近
日， 由州纪委和州直纪工委组织水
务、国土、交通、林业、财政等 33 个
州级部门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康定
市、 州属国有重点企业负责人 137
人， 旁听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职务犯罪案件，“零距离” 接受党风
廉政建设警示教育。

庭审中,公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
指控事项向法院出示证人证言、书
证物证等证据材料， 被告人及被告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辩护。 近 7 个小
时的庭审现场以直观的方式， 清晰
地反映出被告人从领导干部蜕变成
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通过现场旁听职务犯罪典型案
件， 旨在以身边的现实案例为反面教
材，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最直观的
方式， 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进行一次深
刻的“零距离”廉政警示教育。 旁听结
束后， 所有参加旁听庭审党员领导干
部撰写了心得体会， 认为此次警示教
育活动形式直观、感染力强、教育意义
深刻，在为被告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
对自身有了更深刻的警醒。 他们纷纷
表示， 作为领导干部， 一定要以此为
戒，时刻牢记党的信念和宗旨，在利益
诱惑面前自觉保持清醒， 坚决抵御各
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警钟长鸣，筑牢思
想道德和党纪国法底线。

本报讯（刘曦 谢臣仁）近日，宜
宾市南溪区为雅江县医院捐赠 10 万
元眼科设备，使该县医院具备了开展
白内障手术的条件。

去年 9 月 ，在雅江县组织的一
次义诊活动中，宜宾援建雅江县工
作队的眼科医生刘曦发现该县白
内障患者众多 ， 由于县医院医疗
条件有限 ， 大多数眼病患者需外
出就诊 ，不少因此耽误病情 ，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 甚至因交通不便
等因素放弃治疗 。 刘曦及时把情

况向援藏工作队领队 、 雅江县委
常委 、常务副县长谭琦作了汇报 。
经谭琦联系协调 ， 宜宾市南溪区
政府为该县医院捐赠眼科 A 超 、
角膜曲率计 、眼科手术显微镜各 1
台，总价值约 10 万元。

当前 ，设备已经安装调试 ，援
藏眼科医生刘曦将对该县白内障
患者开展手术 ，同时带教1 名县医
院医生学习眼科临床诊疗 ， 学习
掌握眼科手术 ， 使眼科能够得到
持续发展 。

本报讯（李铭暇 孙学花）近日，
经过为期 30 天的岗前培训， 康定市
新招录的 16 名专职消防员及公安协
警集中培训工作圆满完成，正式踏上
工作岗位。

此次岗前培训从 6 月 1 日开
始，开设了体能、技能、队列训练等
课程，组织开展了火灾扑救、应急救
援、勤务保障等遂行任务教学，为专
职消防员及公安协警正式奔赴一线
执勤奠定了基础。6 月 30 日，康定市
消防大队组织人员对培训人员进行
了考核， 考核项目包括灭火救援实
战演练， 抢险救援装备和车辆器材
装备的操作使用等。

经过 30 天的集中培训，全体专
职消防员及公安协警政治素质、军
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批新招
录的专职消防员及公安协警纷纷表
示将在今后继续发扬不怕苦、 不怕
累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认真学好业
务理论，苦练业务技能，力争达到精
通本职业务，熟练掌握技术动作，努
力取得优异成绩， 在工作岗位上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 ， 这 16 名新招录人员
已于 7 月 1 日正式踏上工作岗位，
负责该市新都桥镇和姑咱镇的火
灾处置、抢险救援及市公安局协助
警务工作。

我州党员干部“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

宜宾市捐赠雅江 10 万眼科设备

康定市新招录专职消防员上岗

本报讯（局办）日前 ，州水务局
工作组深入该局结对认亲村石渠县
蒙宜乡蒙宜一村 ， 与村组干部和
部分村民代表进行了认真交流 ，
在座谈交流过程中 ，工作组按照
州委的统一部署 ，向村民再次宣

传 了 安 全 饮 水 ，草 补 ，通 信 到 村
等诸多惠民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
好处和变化 。

座谈结束后，工作组还就村民当
前急需解决未建通村公路问题，将协
同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州水务局与结对亲戚交心谈心

本报讯（祝锡军 王全辉）近日，
稻城县邀请省律协会会长、 四川致
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刘守民律师为全
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及财会人员 276
余人开展了题为“如何依法行政、预
防职务犯罪”的法律讲座。

刘守民结合稻城县实际情况 、

社会现状，从如何依法行政、如何预
防职务犯罪两方面以典型的案例为
该县干部进行了生动详细讲解，并
同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 县检察
院、 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对日常工
作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难题进行了现
场咨询。

稻城县提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

“流动党课”走俏乡城

■ 李庆 文/图

7 月 1 日 ，雨后天晴 ，海拔 4000 米
的世界高城———理塘县出现一道美丽的
彩虹。 该县村戈乡康珠村迎来了一支特
殊的队伍， 他们是国网理塘县供电公司
党员服务队， 他们带着藏汉双语的安全
用电宣传画册、智能电表手册等资料，回
访今年 6 月 11 日通电的康珠村。

62 岁的村党支部书 记 鲁 波 泽 登
看见身穿国家电网标识服装的党员
服务队来到家门口 ，喜出望外地迎了
出来 。 鲁波泽登说 ： “今天是党的生
日 ，村民们要去草原上耍坝子 ，看赛
马 、跳锅庄舞 ，现在又是贵客来访 ，真

是双喜临门啊 ！ ”
鲁波泽登担任了该村 40 多年的支

书，全村有 8 名党员，村党支部就设在他
家客厅里。一走进客厅，“三严三实”专题
党课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的摆放一张
课桌上。鲁波泽登说：“自从通了电，村党
支部无论白天晚上都可以学习， 真是一
件大好事！ 昨天他用藏语讲了一个小时
的党课。 ”据了解，通电前，鲁波泽登家里
用太阳能发电，每晚只有 2 小时的照明；
通电后， 他家里逐渐增加了许多家用电
器，不仅购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打算
买一台冰柜。

老支书热情地拿出他的宝贝， 神秘
地说， 现在喝酥油茶更加方便快捷。 原

来，他花了 280 元买来的一台打茶机。随
着一阵马达声，几分钟后，老人就端出热
气腾腾的酥油茶请大家喝。 老支书说：
“以前人工打磨酥油茶费时费力，现在方
便多了。以前到河边洗衣服，现在家里用
上了洗衣机。通电后，最大的好处就是随
时可以看电视，了解国家大事，日子过得
很舒服！ ”

“老人家，千万不要用湿手去触摸电
器开关！ ”党员服务
队队员逐一检查老
支书的家用电器和
开关线路。 门前崭新
的智能电表旁，党员
服务队队员格乃卡

玛向老支书详细介绍了使用方法。
“喝完茶，我带你们到村里看看！ ”老

支书说，村里年轻人每年 3 月大多外出放
牧和挖虫草，7 月开始陆续回到家里，今
后购买家用电器的家庭会越来越多。

卡仁家里只有一个老人和两个孙儿，
68岁的卡仁说，通电后，她高兴得很，虽然
目前只有两盏电灯照明，但是过几天，儿子
放牧回来，就要为家里买一台电视机，孩子
们就不会寂寞了！ 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蹲
下身，拿着通俗易懂的宣传画册，向老人小
孩反复叮嘱安全用电事项。

回访结束。 党员服务队队长志玛拉
姆对老支书说， 看到村民们过上了新生
活，由衷感到高兴，国家电网不仅要让村
民用上电，还有责任确保安全用电。作为
一名有 19 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天过了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

国网甘孜供电公司负责人表示，该
公司要在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完成后，逐
户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和电力设施保护的
宣传，要针对藏区农牧民电气知识缺乏、
安全意识淡薄、电炉使用量大的特点，通
过张贴安全用电图片、人工讲解、地方媒
体宣传等方式， 向新通电地区农牧民反
复灌输安全用电常识，防止人身触电、火
灾事故的发生。

党员服务队岗位庆“七一”

价值观，向人心喊话
■ 王蒙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一直
备受重视。 我以为，这是对于世道人
心的喊话。

孔子说：“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闻
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

同样的课题，2500 年后的我们也
面对着。

就是说在发展与改革都迅速进行
的条件下， 我们需要精神上的稳定与
光明，需要一种精神的清晰：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什么是底线，什么要称赞，什
么要避之唯恐不及，不能糊里糊涂。

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人，树好心，
做好事，不能做恶、做贼、做伪、做违
法乱纪、做倒行逆施。

贪腐是使不得的， 干部只能做清
官， 不能做贪官。 假公济私是使不得
的，偷工减料与偷奸耍滑是使不得的，
人人要做得到敬业与诚信。 害人的事
是不能做的，人应该友善待人。 而爱国
与否，更是含糊不得的大义所在。

价值观不是凭空编造的，公道自
在人心，价值观自在人心。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标示，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
社会的共识。 社会层面价值建设的这
八个字，传承了天下为公与成仁取义
的中华文化传统，总结了从旧民主主

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到新中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的历史实践与人
心所向， 弘扬了中国人民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历久而弥新
的创造性追求。

富强，则是鸦片战争以来世世代
代中华有识之士的梦寐以求，是近一
二百年以来的一座血泪丰碑。 民主与
法治，文明与和谐是富强的前提与保
证，是发挥巨大人口的积极性、能动
性而又为快速发展减震的关键。 文明
与和谐同时满足的，是我们历经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与
各种锻炼考验后的精神饥渴。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羞恶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核心价值的根
源在于孟子所强调的人心，要向人心
喊话，要贴近与引领人心。 价值建设
的关键在于与人心的对接。 “礼失求
诸野”， 中国人心的传统文化积淀仍
然根深蒂固，同时要进行创造性的转
变与创造。

更要珍惜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
与中国人民革命的种种经验教训与文
化成果。 而最最重要的成果是改革开
放，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心可用，
世道可优，传统可取，现代化的目标正
在靠近。 我们在价值建设上的工作可
以做得更深入更亲切更融会贯通。

本报讯（局办）为确保 “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取得实效，近日，
州地税局邀请州行政学院高级教师
杨柳为全州地税系统干部职工作专
家辅导讲座。

杨柳结合“三严三实”的内涵和要
求、核心和关键、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
义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讲座深入
浅出、分析透彻、比喻生动、论述精辟，
为干部职工上了一堂既富有理论性、

又具有实践性的党课。讲座指出：要严
字当头，实字为本，切实增强对“三严
三实”的情感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认
同，要求把“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要严固根本，实驱虚浮，自觉以
“三严三实”为标尺，严到点上，落到实
处，真正消除“不严不实”问题；要严修
作风，实成事业，自觉提高党性修养，
转变工作作风， 坚持效果说话， 干实
事、出实绩。

州地税局狠抓“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本报讯（杨鑫）6 月 30 日，丹巴
县人民法院赶赴边耳乡边耳村小
学，处理了一起采光权纠纷。

法院资深法官对当事人进行了
调解工作，充分听取了双方意见，了解
双方争议焦点，并邀请了边耳村书记，
了解了有关当地的村规民约， 对案件
进行了一个彻底法律分析。 通过朴实
的语言对当事人进行劝解， 双方当事

人都认真听取了法院工作人员的法律
知识普及和诉讼权利释明， 并且进行
了友善的沟通，最终达成和解。

巡回审判进乡村作为一种便民
诉讼服务，既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
也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从
开展以来， 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群众
的欢迎和支持， 达到了案结事了的
诉讼效果。

丹巴县法院巡回审判进乡村

德格印经
院 《大藏经复
刻工程》 项目
自 2013 年 4
月开工以来 ，
因各方推进有
力， 项目进展
顺利。目前，成
都高新区已投
入资金 301 余
万元， 采购雕
刻用木板 4 万
块， 现已完成
雕 版 约 1500
余块 。 《大藏
经》 经版复制
采用古老的雕
版工艺， 对经
版进行复制 ，
形成一套全新
的经版副本 ，
满足印经院日
常印经活动及
旅游市场的需
要。 （张莉 摄
影报道 ）

干部送党课进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