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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
心。”当前，新宁县正值如期脱贫摘帽、决
胜同步小康的关键时刻，作为全县的“关
键少数”，各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主动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咬定目标拼命
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用自己的“辛苦指
数”换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用真心察民情。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当前，从
扶贫领域查处的各种典型案例和新宁县
驻村帮扶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观念不
强、群众工作不实的现象仍比较突出，不
仅影响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还给全县脱
贫攻坚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全县脱贫攻
坚进入决战决胜的紧要关头，党员领导干
部要主动结合主题教育的开展，带头从思
想上、行动上祛除这些现象，确保高质量
脱贫。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
众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群众观点，始终
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视群众为亲
人，强化践行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深入
开展“亲帮亲户帮户互助帮扶奔小康”、

“五同五落实”等活动，主动与群众打成一
片，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齐心协力
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要始终满
怀爱民、忧民、惠民之心，用脚步去丈量一
线民情。紧密结合脱贫攻坚和驻村帮扶
工作要求，扑下身子，走村入户，人对人、
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宣讲政策、遍访

民情、广集民意，把党的政策和温暖及时
传送到位，全面掌握第一手的民情材料，
及时摸清弄准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想尽千
方百计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实际困难和
不满意的问题，精准落实“五个一批”，快
速推动“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清零，真正把
扶贫扶到群众心坎上。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用实干造民福。
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要实打实干，要落到
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打赢脱贫攻
坚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满意导向相统
一，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着眼，全力通
堵点、疏痛点、消盲点，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务
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群众满意。要拿好
脱贫摘帽的“筛子”过细筛查脱贫全过程，认
真对照《2019年市州、县市区党委和政府脱
贫攻坚工作考核实施方案》要求和六大方
面20项考核指标，逐一盘点、逐项梳理，及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用好督查巡视
的“镜子”举一反三补短板，结合省委脱贫攻
坚常态化督查和市委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反
馈意见的整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举一反三迅速补短板、强弱项，重点着眼
精准精细把扶贫基础资料做实做齐全，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对危房改造、
易地扶贫搬迁入住和后续帮扶、贫困户适
龄儿童控辍保学、健康扶贫等突出问题进
行挂条拉账、专题督办、限期整改，围绕信访
舆情管控压实走访责任，用心用情快速答
复解决好群众诉求，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用作风聚民

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脱贫攻
坚工作直接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直接同人民群众打交道，暴露出来的作
风和腐败问题群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
强烈。现在是新宁县脱贫攻坚最吃紧的
时候，也是最容易出现松懈滑坡的时候，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
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在我们的脱
贫攻坚工作中仍不同程度存在，不仅严
重影响全县脱贫攻坚的有效推进，还损
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
象。越是到脱贫攻坚最后时刻，我们越
要坚持“响鼓重锤”，始终把从严治党贯
穿脱贫攻坚各方面、全过程，抓实党建
促脱贫，转变作风赢得民心。要从严落
实好中央“基层减负年”总体部署和“四
个不摘”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用好督查问责利剑，强力督
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党
章党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攻坚克
难。要在严要求的同时，进一步突出正
面引导和真情关怀，加大脱贫攻坚先进
典型选树宣传力度，把在全县脱贫攻坚
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宣传好，用
心用情讲好脱贫攻坚身边故事，不断释
放脱贫攻坚正能量，激励广大扶贫干部
学先进、当先进，引领民心向党的伟大
事业紧紧聚拢。

（作者系中共新宁县委副书记）

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群众的幸福指数
李荣卫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
人民的大敌，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
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不正之
风，也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为强烈
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
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我们要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精神。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还
存在新的表现形式，是危及我们党的肌体
健康的一大顽症，是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风险挑战之一，更是我们工作中遇到
的多方面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
调：“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
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各级领
导干部要拿出大无畏的斗争勇气，以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勤于斗争的姿态，把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的重要任务，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坚
决斗争。

以敢于斗争的精神积极应对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敢于斗
争，勇于亮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
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
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
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
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
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
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
众，脱离实际。

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内的不良
风气如果不坚决纠正，任其发展下去，就会
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
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
力量。面对违背党性原则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现象，我们必须弘扬直面矛盾、较真
碰硬、尽责尽力、善作善成的精神品质，采
取迎难而上、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实际行动。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作
用，要敢于批评制止、敢于出击，骨头要硬、
敢于担当，对各种歪风邪气决不能态度暧
昧、退避三舍，决不当老好人、和事佬和太平官，坚决向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开战，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闯关夺隘、
攻坚克难，积极抵制和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以善于斗争的策略推进整治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善于斗争，讲求策略。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摸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
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
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
次问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

反对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尤其是针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在高压之下改头换面、隐形变异、潜入地下的情况，
要突出靶向治理，把握好时度效，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
火候，注重斗争策略，既不能莽撞蛮干，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好做法
好经验，也要采用新思路新招数，拿出见招拆招的硬功夫和善于
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软办法，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无处遁
形。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群众智慧中
汲取力量，不断探索总结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好办法。

以勤于斗争的功夫加以治根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勤于斗争，久久为功。必须
清醒地看到，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与存在有其深刻的
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着顽固性、反复性的特点，同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要
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效显
著，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人民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最盼望
的是保持长效常态。因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精神不能
疲、劲头不能松、措施不能软。越是在主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
的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坚定不移的恒心与定力，做到锲而不舍、
驰而不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当扛起政治责任，始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
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不断对照信仰宗旨，
勤拂思想“灰尘”，用负重前行、攻坚夺隘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
和人民的忠诚，坚决整治和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据《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5日05版，作者分别系安徽
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特约研究员）

以
斗
争
精
神
坚
决
反
对
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
—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
主
题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精
神

我党从成立到今天，走过
近百年充满艰辛、铸就辉煌的
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惊
天动地的奇迹，靠的就是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坚
守着薪火相传的“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
中，多少事物都是过眼烟云，转
瞬即逝，而永远留在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心中、并成为他们矢志
追求的理想，则是这崇高的初心
使命。它像一粒红色的种子，播
种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在“红米饭、南瓜
汤”的歌谣中，能听到它萌动发
芽的声音；在“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的就义诗行里，能看到
它破土成长的顽强；在“雄纠纠，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无畏身
影中，能看到它一往无前的气

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程中，能触碰到它蓬勃
向上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
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初心使
命铸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矢志不
渝的奋斗目标、无私奉献的高
尚情操、与时俱进的创新伟
力。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平生
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的爱国情
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的忧患意识，“名编壮士籍，不
得中顾私”的高尚境界，“捐躯
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
神，以及“死在戈壁滩，埋在青
山头”的豪迈气概，让我们感受
到这些镌刻在党史中的初心、
使命、理想、信念、牺牲和奉献
是那样的具体、形象、厚重和神
圣。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修身之
基、立党之魂、为民之本，也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
初心使命对于共产党人而言，
是信仰，目光远大，追求高远；
是忠诚，爱党爱国，矢志不移；
是追求，勇于拼搏，自强不息；
是忘我，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它不必每天挂在嘴上，但是需
要铭记于心，付诸于行。它更
需要我们在精神家园里耕耘一
辈子，在奋斗征程上奉献一辈
子，在党性修养中坚守一辈
子。像时代楷模郭明义、吴孟
超、张富清、黄文秀那样，用奋
斗与牺牲书写对初心和使命的
执著，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
些人不能理解也不愿意向时
代先锋学习。在他们看来，坚
持原则是“傻瓜”，投机取巧是

“能力”，巧取豪夺是“本事”。
在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
身后留什么……这些问题上，

有些党员干部淡忘了初心使
命，沦为了极端的现实主义者、
功利主义者，信奉“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不再崇尚灵魂的纯
洁与高尚，不再讲家国大义、诚
实守信，一心盯着眼皮底下的
利益。这些精神钙质的退化
和变异，必将导致信仰的偏离、
精神的颓废、人格的矮化。其
结果是为组织与纪律所不容，
为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一位哲人说过，传统不是
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
递。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历
史的接力棒已传到我们手上，
那些曾经血与火浇铸、与你我
他紧密相联的初心使命，依然
是我们情感的依附、精神的归
属、前行的动力。我们更应该
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奋斗奉献
精神，以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在中国大地上书写新
的辉煌。——这，依然是每一
个共产党人须臾不可懈怠的
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邵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初心使命是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归宿
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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