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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困难群众申请低保
掏钱买下群众送来的粽子

在井研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伍仕军看来，群众的幸福指
数、获得指数、满意指数是反映县域政
治生态最重要的一方面。

2018年端午节，井研县周坡镇党
委副书记、镇纪委书记李勇收到了40
个粽子，左右为难。

送粽子的是周坡镇团山村1组61
岁的老周，他的儿子南开大学毕业，本
在上海工作，2015年患病失去劳动能
力回家后，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生活贫
寒。

老周是退伍军人、老党员，虽然给
儿子治病花了十几万，但他却不愿给
政府添麻烦。

去“家访”的李勇，跑前跑后给老
周一家三口办了低保。“他儿子每天吃
药需20多块钱，一家三口拿低保，至少
药钱够了。”

井研县委设立困难党员帮扶资
金，李勇帮老周申请了4000块钱；了
解到可以申请医疗救助，李勇又帮他
申请了2000元。

老周不善表达，提着粽子到镇政
府：“是我亲手包的，你们不收，这不是
打我脸嘛。”

李勇掏钱买下了粽子，午饭拿到
食堂，给干部加了餐。“今年大年三十，
我在周坡镇值班，看到老周在卖甘
蔗。”李勇回忆，“他说那天卖了200块
钱。我问他家里怎么过年，他说好多
了，家里还做了腊肉。”

井研县三江镇镇村干部上班时，
都要统一佩戴工作牌，是党员的，要
戴党徽。三江镇党委副书记、镇纪委
书记贾宇赞成这种做法：“我们还公
示党员、干部的基本信息，干部迟到、
早退，也会惩戒并公开。就一个目
的，让老百姓知道干部在哪，在干

啥。”
三江镇成立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每个月坚持搞志愿服务活动。解放村
贫困户王世兴老两口家里没人干活，
水稻成熟时，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给他家收了水稻。“他们家三四亩水
稻，一天就收完了。”

贾宇有个工作思路：每个村50至
60个党员，把党员的思想统一起来了，
其他群众，也就凝聚起来了。“我们三
江村5组有一名党员，农产品展示区建
设要征他家的地，他最初漫天要价，我
们就请他参加党员志愿服务队活动，
将心比心，他知道了我们的辛苦后，就
不闹了。”

制定三大行动方案
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问题

沙湾区在推进县域政治生态建设

工作中，区委制发了县域政治生态建
设“问症、治污、聚心”三大行动工作方
案，对3个方面13项具体任务拉出清
单、列出任务、明确时间、划清责任。
同时，常态化开展下沉督查，督促责任
落实。

今年2月1日，沙湾区沙湾镇天车
村举行百姓“评政”院坝会。返乡农民
工、村民代表、村组干部、党员代表敞
开心扉。“我先发个言。”老支书饶国宽
打开话匣子：“五组林地多，但树子送
人都没人要，因为光运费一吨就要300
多元。能不能把这件事向上级反映一
下？”

沙湾镇副镇长、天车村包村干部
杨程现场答复：“林区公路上级部门没
有补助，必须形成路基后再向上申
报。”

回应互动、直面问题，百姓“评政”
院坝会是沙湾区的新举措。在沙湾区

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向东看
来，这是把决策权、评判权、监督权交
还给群众。

“县域政治生态建设，纪委应该发
挥牵头作用，是主体责任的推动者。”
张向东认为，衡量工作好坏要分为两
个部分：一个是党员干部干没干好，第
二个是老百姓满不满意。

张向东认为，政治生态建设，就
应该一件一件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搜集问题不能只通过
手机，还是得把老百姓请到会议室
来，面对面坐下聊，困难才能聊透
彻。”

“政治生态好不好，老百姓比较关
心身边的党员干部有没有违纪违规，
最突出的就是三资使用情况。”沙湾区
沙湾镇党委书记邓额超回忆，刚到沙
湾镇工作，信访频发，现在已基本没有
了。

“我们每年有两次集中入户，有问
题不用你来，我们自己就上门了。”邓
额超向全镇公布了干部的电话。“如果
老百姓都不知道领导的电话，还谈什
么干群关系。”

张向东坦言，并不是查的案子多，
老百姓就对纪委工作满意。“要想让老
百姓点个赞，你得把他的问题实实在
在解决了。”

刘大发是沙湾镇党委副书记、镇
纪委书记，他和同事们为老百姓建起
了27800份户情档案，从里面整理出
78个问题。“村组、社区自己解决了51
个，自己解决不到位的，我们协调解
决。”

“涉及到重点工程项目、交通之
类的问题，我们会反映给区纪委，区
纪委要求相关责任部门解决。”刘大
发的工作思路是：马上就办，办就办
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牛建平

2018年，乐山市委书记彭琳
明确提出，要以净化县域政治生态
为抓手，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关于县域政治生态建设，乐山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曾勇态度鲜明：“坚持问题导向，
把握县域政治生态‘污染源’，拿起
‘手术刀’，结合实际、立行立改，探
究规律、综合施治，推动县域政治
生态更加风清气正。”

2018年，乐山市纪委监委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50个，“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整
治中，1031人主动交代问题；开播
的四期“嘉廉话”《阳光问廉》曝光
问题12个，处理104人；查处各级
“一把手”119人，查处市中区政协
原主席杨建钊、市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毕泉等一
批典型案件。

2019年初乐山市纪委七届四
次全会，再次对县域政治生态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在全会决议中，
“政治生态”成为关键词：必须强化
党的全面领导，引领良好政治生态
方向；必须强化以人民为中心，厚
植良好政治生态“根基”；必须强化
高压惩处腐败，清除良好政治生态
“污垢”；必须强化政策策略把握，
巩固良好政治生态“屏障”；必须强
化监督第一职责，保护良好政治生
态“森林”；必须强化队伍自身建
设，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卫士”。

乐山扎实、系统化推进县域政
治生态建设，亮点纷呈，故事很多。

谈新青年遴谈新青年遴选选：：
让新时代年轻群体
汲取榜样的力量

“新青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就
是‘影响力’，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作
为年轻的奋斗者，在某一领域坚定不移
地挥洒汗水，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赢得光
荣，将影响力感染到国家乃至世界。”严
三九对记者说，“这一代青年肩负着重
大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能不忘初心
地艰苦奋斗，不断增长个人魅力值，同
时也能让新时代的年轻群体汲取榜样
的力量，这就是新青年。”

谈候选谈候选人人名单名单：：
花游姐妹花

是弘扬奋斗精神的榜样

在这次新青年候选人名单中，严
三九特别注意到一对花游姐妹——蒋

文文、蒋婷婷，五次全运会、三次亚运
会、六次世锦赛、两次奥运会，27年始
终坚持对花样游泳的热爱，蒋文文、蒋
婷婷姐妹用简单枯燥的每一天演绎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她
们复出的一路感人至深，并赢得众多
媒体、网友点赞，成为“新青年 上封

面”封面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的杰
出代表。

说到新青年，姐妹俩自己的理解
是：“独立、有本领有担当。”而她们自
己正是如此的“新青年”。她们独立有
本领有担当的形象，正在影响着新时
代的青年。

这对姐妹的热血与执着、27年
如一日的重复练习、独立自强的品
格都深深打动着严三九。他说，虽
然我们往往会聚焦于闪光灯下的模
范践行者，但其实每一个普通人的
影响力都不容忽视，我们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都诠释着自身魅力，而
这些被我们熟知的先进典型也都是
普通人，荣耀背后也尽是辛酸。希
望有了指引方向的明灯，会有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付诸行动成为先进的
一份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蔡世奇
实习生冯露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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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

蒋文文、蒋婷婷姐妹获得众多网友点赞。

1月1日，封面新闻发起“新
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大型公益
评选活动，面向8亿网友，在文
化、公益、科学、艺术、体育、商业
等多个领域中，寻找具有开拓、创
新、实干精神的行业领军青年人
物。2月25日，“新青年 上封面”
十大封面人物将在深圳揭晓。那
么，新青年的遴选标准是什么
呢？21日，专家评审、上海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谈了他
心中的新青年标准。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谈新青年遴选标准：

蒋文文蒋婷婷姐妹是新青年杰出代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邓丹）2月
20日晚上，自贡仁和路附近发生一
起车祸，一辆越野车撞到一名60多
岁的老人，据现场目击者称，伤者
当时心跳几乎都停止了。正在紧急
关头，路过此地的自贡市第四人民
医院ICU护士曾正辉，立即上前跪
地抢救。

当天晚上，曾正辉正和家人在仁
和路附近散步，突然看见有很多人围
在一起，原来是发生了一起车祸，一
名受伤的老人躺在地上，现场群众都
不敢动伤者。见状，曾正辉马上上前
观察，发现伤者已没有呼吸，也没有
心脏搏动，四肢发软，手脚冰凉。情
况十分危急，曾正辉马上跪地对伤者
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并组织群众打
120呼救。

让曾正辉感动的是，在她进行心
肺复苏抢救的同时，旁边还有一个好
心的大姐在她的指导下，坚持对伤者
进行人工呼吸。就这样，她们两人对

伤者进行了十多分钟抢救，伤者开始
发出微弱的呻吟。一直到急救车赶
到现场，曾正辉才将伤者交给医护人
员。

后来，身体多处骨折的受伤老人
又被转移到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在
该院EICU接受抢救，因伤势严重暂
未脱离生命危险。

事发后，现场群众将曾正辉救人
的一幕拍下并上传至网络，引来众多
网友关注和转发，大家纷纷为这位自
贡的美丽护士点赞。

面对大家的赞誉，曾正辉有些不
好意思，她说：“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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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遇车祸心跳险停
护士路遇跪地抢救

曾正辉对车祸中的受伤老人展开急救。

游客突发休克命悬一线

直升机18分钟
极速救援送医

外出游玩，游客突发胸痛休
克。幸得直升机快速救援，经过
紧张抢救，病人最终脱离危险。
这是2月21日下午发生在自贡的
一次空中救援。

21日下午，陈先生在自贡陈
家坝游玩时，因急性胸痛导致突
发性休克，当场失去意识。在万
分危急的情况下，其家属当即寻
求直升机救援。

“喂，病人突然昏倒，气息微
弱，需要直升机救援！”经当地120
急救初步诊断，疑似突发性休克，
家属请求启动直升机紧急预案。

时间就是生命，分秒必争，直
升机搭起生命航线。协助救援的
直升机从自贡基地紧急起飞，15
时06分，陈先生被抬下飞机，送往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全
程耗时仅18分钟，为患者赢得了
宝贵的救治时间。

经过紧张抢救，陈先生化险
为夷，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邱静静

直升机紧急起飞救援，
为患者赢得了宝贵救治时
间。

患者被抬下飞机送往医
院，经抢救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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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污染源”拿起“手术刀”
乐山实践：探索县域政治生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