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元市苍
溪县纪委监委坚持高频率学习，守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执纪
惠民生、护发展一颗初心。

领导班子讲党史党课、“点题”抽考纪检监察干部，“党
味”浓郁；每周一晚“青年沙龙”，人人晒课展优势，个个听课
补短板，“趣味”十足；半月一次全覆盖“基础班”和一月一次
法律专家、办案能手传经送宝，增强大家政治、纪律、道德定
力，“韵味”无穷；利用进村入户扶贫、基层办信办案契机，核
查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最大限度还利于民，“情味”尤显；
依托“学习强国”“廉洁苍溪”微信公众号等载体，晾晒学习时
代楷模或先进事迹观后感，“鲜味”弥香……

同频共振的学习，让纪检监察干部筑牢了信仰之基、补
足了精神之钙。自活动开展以来，该县已开展各种学习教育
活动40余场次，征集心得体会20余篇。 （王静 阳雪梅）

广元苍溪：
用好学习“充电宝”守护为民“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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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责任的苦与乐
成都市七中育才2022届8班 宋一之

听听，秋的声音
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三年级二班杨奕菡

听听，
秋的声音，
菊花摇摇脑袋，

“沙沙”，
是花瓣绽放的声音。

听听，
秋的声音，
秋雨放声哭泣，

“滴滴”，
提醒人们该穿棉袄啦。

一颗颗葡萄被摘下，
带来一阵阵的香味；
一片片落叶落下来，
飘来一首丰收之歌。

指导老师：刘小娥

在学习中成长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小学六年级8班 周琳蕊

从食味 到回味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八年级11班 付一迪

广厦千间，夜寝不过六尺；腰缠万贯，一
日不过三餐。 ——题记

随年月的流转，再度迎来了中秋，父亲邀请
了他的恩师与老同学们一起聚餐。就餐时间将
近，大家陆续抵达餐厅，久违的情谊伴着桌上美味
在屋内缓缓升腾，大家迅速被浓浓的温情包围。

垂涎三尺菜品香
正值秋爽，必有蟹香。父亲让人从阳澄

湖运过来的大闸蟹上桌了，大家细品慢聊，可
谓是鲜香爽口。我看母亲在家里做过：须将
蟹刷洗干净，用小火慢蒸 15 分钟，才能让蟹
黄淳厚的味道与紧致清香的蟹肉相得益彰，
若时间久了，则蟹黄溢出，得不偿失。另外，
吃蟹得配温热的黄酒，去腥增鲜，这吃法是我
从爷爷那里听来的。他渊博古今，每说到秋
蟹与酒，就又会畅谈《红楼梦》里那一回，好不
自在！世人皆道时间是食物的益友，可我认
为，情感才是食物的源头。

把酒言欢情谊浓
下酒菜上来几碟，大人们开始纷纷举杯，

酒杯碰撞出往事，弥足珍贵。

父亲的恩师姚老，是他高中时代的班主
任。当父亲给姚老敬酒时，我特别留意了一
下，想知道平日里温润的父亲是否对他有一
丝畏惧。但我发现，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
亦有老友般的融洽。父亲调侃着姚老当年的

“飒爽英姿”，老师被逗得哈哈大笑。原来，时
间会让一些事情慢慢模糊，也会让一些感情
成为永恒。这是时间的馈赠。

聚散离合皆为缘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就到了筵席该散的

时刻。我环顾四周，这些经历过时代变迁，遭
遇过人情冷暖，或圆滑或朴实，或成功或平淡
的大人们，在此刻仿佛都找到了自己最初的样
子，他们手捧着青葱岁月里的纯粹，久久回味。

人们之所以用五味杂陈形容人生，大概
是因为，味道最能代表每个人过往的那份经
历带给自己的感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
经历了太多的喜悦和苦痛。人们把苦涩藏在
心里，而把幸福变成食物，呈现在四季的餐桌
上与人分享。

一餐已讫，不能忘记。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梁启超曾说：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
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每当想起这句话，往
事总是历历在目。

那是小学六年级国庆放假前的最后一节
课。正当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祈祷下课铃
声快点响起时，一个有些矮、不胖不瘦的中年
人走进了教室，“同学们，七天假期正是查漏
补缺，巩固提升的好机会，我再给你们加加
码”，语文白老师的话真是晴天霹雳啊，我一
下子跌入了谷底：“这个国庆是不能好好玩
了！”回家路上，我左思右想，总算想出了一个

“好”办法，背诵作业白老师怎么知道我到底
有没有完成，干脆就不做了吧！突然少了一
项作业，我心里乐滋滋的，别看只是背诵，它
能挤占不少玩耍的时间呢！

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白老师踏进教室
径直走向一小组，二话没说开始发卷子，竟然
是考背诵的内容！一瞬间，我急得手心直冒
汗，怎么办？要露馅了。看着同学们飞快书
写的手，我后悔极了，假期一边玩，一边惦记
着没有完成的背诵作业，根本就没玩尽兴，这
下可好，我伤心地趴在桌子上，思考着之后该
怎么给老师解释，给妈妈解释。白老师坐在

讲台上，时而低头看看语文书，时而抬头看看
我们。只见她眼睛一扫，似乎发现了我的难
过与着急。怎么办？我通过余光知道白老师
在盯着我，我赶紧写了起来，假装很认真地写
着卷子。其实，剩下的我根本不会。

考完试后，白老师低沉着嗓子让我去她
的办公室，我心里一凉：还是被发现了。当我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挪到办公室门口时，白
老师叉着腰，眼里充满失望：“进来！”我小心
翼翼地走进办公室，一只手抓着裤子，另一只
手不断扯着衣服。我朝白老师的桌上一瞥，
那张有很多空白的试卷正静静躺在那里，特
别刺眼。白老师的声音明显很生气：“为什么
这么多不写？”“我……我……”第一次见到白
老师这么严厉，我害怕极了，努力忍住即将夺
眶而出的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把我
拉向身边，声音柔了些：“七天时间，这么点作
业都嫌多？”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摇了
摇头不敢再说什么。

白老师看着我的眼睛，声音更加温柔了：
“我让背的这些都是可能考到的，你怎么可以
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听到这句责备，我的眼
泪猛地涌了出来。白老师牵起我的手：“我们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老师要好好教学生，
学生要好好学知识，虽然很辛苦，不容易，但
如果能坚持做到对每件事情负责，你一定能
收获其中的快乐。”看着我似懂非懂的样子，
白老师笑了：“那就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体验
体验什么叫做责任吧，既然你贪玩没完成作
业，那今天的课间休息时间你都到我这来把
该补的补上，这是你作为学生的责任！”

于是，假期结束后的几天，我成了白老师
办公室的常客，一到课间我就拿着书去补背
诵了。神奇的是，我背得特别快，平时大半天
背不下来的东西，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周
五下午第二节课后，白老师笑盈盈地把试卷
递给我，我信心满满地奋笔疾书起来，原来这
就是白老师说的负责之后的快乐！写完试
卷，白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个好孩
子，老师相信你已经从中得到教训了，下次不
许了啊！”我使劲点点头，忍不住笑了起来。

自此以后，每当遇到想偷懒、想懈怠的时
候，我总会想起白老师，想起她说的责任的苦
与乐，负责虽然辛苦，但尽责后的快乐让人踏
实又满足，我要做个负责的人！

指导老师：刘志军

未来的自己：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已经过

了20年。你还好吗？亲爱的你是否成功了
呢？还记得你儿时的梦想吗？

记得你小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特长，十
分自卑。而妈妈却对你说：“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优点，即便是最普通的人。你，善良而
充满了正义感，善于表达，叔叔阿姨很喜欢
你，这就是你的优点。你不要自卑，不要不
自信，你要树立属于自己的梦想，挖掘自身
的优点并发挥到极致，它将成为你身上的
一个闪光点……”

是的，人应该克服自卑，有梦想并为之
努力！记得11岁时的你在家人的陪伴下观
看了电影《银河补习班》，影片中爸爸的一
句话让你受益匪浅：“人生就像射箭，梦想
就像箭靶子，连箭靶子都找不到在哪儿，你
每天拉弓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在家人的鼓
励下，你终于有了一个梦想，它能把你的优
点发挥到极致，那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律
师或者是法官。

在这个梦想的支持下，你又有了一位
偶像——约翰·罗伯茨，因为他是一位大法
官，他睿智而且幽默，最让你敬佩的是他维
护了正义！你的理想是有一天能成为一名
国际律师，走遍世界，帮助到更多的人。

不过要实现梦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还需要不懈地努力才能成功。正如爱
迪生所说：“天才是由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组成的”，如果没有那
99%的汗水，即使你拥有1%的灵感，也是没
用的！此刻的你一定还在熟记法律条文
吧，你一定很辛苦！一定遇到过困难与挫
折吧？你一定战胜了这些困苦，不用担心
前方未知的道路，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努
力“向前奔跑”！我挺你哦！

你的知心朋友：现在的自己
指导老师：刘静雅

致未来的自己
成都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

六三班 祝子晰

夜晚，月亮从房顶上悄悄地
爬了上来，银白色的玉盘在天空
中散发着皎洁的光。月亮非常
亮，它让人们从黑暗中看到了一
些亮，它让道路上有了一点光，
它变成了花儿的一盏灯。

这时候，我挽着爸爸的手
走在洒满月光的小区里，我们
不约而同地抬头望着深邃的夜
空，月亮在天空中挂着，星星在
天空中眨眼，月光下有着一切
美好的事物……我们环顾四
周，金桂和银桂在月光的照耀
下一闪一闪，好似一粒粒小小
的金子挂在枝头，空气中弥漫
着浓浓的桂花气味，我脑子里
突然联想起了月饼的味道，真
想快点过中秋节啊，又可以一
家团聚吃好吃的月饼了。

走到小区的中心花园，大
大的银杏树在晚风中发出沙沙
的声音。我抬头一望，碧绿的
银杏叶像一把把小扇子，给初
秋散步的人们吹着凉。看着绿
绿的银杏树，我想起去年冬天，
银杏叶全部变黄，我和妈妈在
这棵银杏树下拍照玩耍，我用

手捧起一把金黄的叶子洒向空
中，叶子们随风飘落，像一只只
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妈妈快
速地按下相机快门，给我照了
很多美丽的相片。我也捡了一
片心形的银杏叶送给妈妈……

我向远处望去，小区的球
场上亮着橘红色的灯，老头老
太太们正在球场上跳着广场
舞，小朋友们在一旁玩耍。周
末白天的时候爸爸经常在这里
陪我玩球。我转头对爸爸说，
我们明天白天又来打球好不
好？爸爸欣然同意，还说也带
上我的“面包”狗妹妹，它最喜
欢在我们打球的间隙和我们抢
球玩了。我点头同意，想着它
搞笑的样子，忍不住咯咯咯地
大笑，爸爸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月光下，小区的树林洒下
斑斑点点的月光，树上有着月
光的影子，树叶的影子，爸爸
的影子，我的影子，楼房的影
子，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啊，月光下的夜晚，是那
么的美妙，我和爸爸在月光下
散步，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

月光下的美好时光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四年级1班 吴雨洋

世界上第一个遮月亮的人是罗尔德，可他
已经很老了，该退休了。有一天，一个叫提莫隆
的人拿到了遮月亮的资格证。学校的老师把仅
有的一颗药丸给了提莫隆，这药丸能登上月
亮。提莫隆把药丸放进口袋里，他爬上山顶，到
了山顶之后刚准备吃药丸，却发现口袋有个洞，
可以登上月亮的药丸早已经掉了，他懊恼地想：

“为什么我就不检查一下口袋呢？唉！”
提莫隆灰心丧气地走在离山坡最近的小

路上，他低垂着脑袋、佝偻着背，迈着沉重的
脚步走着，在阴森森的道路上，路过的枯草也
像他一样弓着背，没精打采。

提莫隆终于到达了小城里，他坐在一个
废弃的邮箱上面苦恼着。正巧一个卖晚报的
小报童看见了他，便问：“这么晚了，你为什么
还坐在这儿呢？”提莫隆回答道：“我的药丸弄
丢了，没法上月亮去当遮月亮的人。”小报童
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他包里的
所有报纸叠成一个巨型纸飞机，让莫提隆坐
在上面，送他上月亮去。提莫隆登上巨型飞
机后，小报童让他坐在最里面的位置，并用双
手紧紧抓住机翼，双脚夹住旁边的白纸。只

见小报童原地来来回回蹦跳了好几下，迅速
地完成热身运动，紧接着往后退了好几步，

“嗖”的一声小报童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朝着飞
机冲去，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将飞机推上了天。

飞机刚开始非常平稳地运行着，提莫隆高
兴地叫道：“月亮 ，我来啦！”可没高兴多久，飞
机猛然一头急转弯，似一个喝醉酒的人走起了
S形路线，一阵急风把一边机翼刮得朝右边倾
斜了，提莫隆双手紧紧抓住飞机，他一动也不
敢动。紧接着飞机又像一个犯错误的小朋友，
朝着小城俯冲下去，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一头栽
进了一堆杂草堆里，提莫隆灰头土脸地从飞机
里爬了出来，显然这个方法失败了。

这么大的动静引来了一群热情的观众，
陆陆续续地有人出主意，但结果都以失败告
终。望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提莫隆突然灵光
一闪，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来搭人梯！”
说干就干，你搭着我的肩，我扶着你的背，巨
幕人梯就这样搭建起来。

在大家的帮助下，提莫隆终于登上了月
亮，用幕布遮住了月亮，实现了月有阴晴圆缺
的愿望。 指导老师：段滔

遮月亮的人
成都草堂小学西区分校四年级三班 朱悦然

“你知道吗？每一片叶子都有一个故
事哦。”一对母女站在一棵银杏树前，正午
的阳光为土地镀了一层金。母女俩的背影
倒映在斑斓的树叶剪影中，似一幅有声的
油画。女孩仰起头，迎着阳光，露出她那高
粱粒般的皠皠小牙。

我是一片叶，一片萌发的银杏叶。昨夜
是今年春天的第一场雨，这宝贵的甘露落下
来，我在枝头伸出脑袋。傍晚，雨下得更急
了。风呼号着，召唤雨停下。可是雨似乎变
本加厉，向各方土地宣告着自己的来临。今
日的太阳似乎也被雨的阵势吓住了，比往日
更加懒散些。本应是草尖都泛着金光的时
候，树木才刚被一点鹅黄色的光包裹。借着
这朦胧的光线，我隐约看清楚，树叶又增了
几分浓绿，花朵里还带着几颗娇嫩的露珠。
望过去，正是一个小女孩在对着我们所有叶
子咯咯地笑，她应是三四岁光景吧。她站在
树下，所有树叶都舒展着身子，展示着自己
的独特。女孩又转过身去，发现她的妈妈已
经走远，她笑着对妈妈说：“这里有棵树呢。”

我是一片叶，一片生机勃勃的银杏
叶。我的伙伴多起来了，几场雨后，叶子都
纷纷露了面，树上变得更挤了。伙伴们推
搡起来，争着享受阳光的照耀和雨水的洗
礼。我踮起脚享受风的吹拂，现在的我不
再是往日的青色，而换上了碧绿的衣裳。
小女孩却经常在树下闲逛。她似乎上学了
呢，胸前的红领巾很是耀眼。有时她会坐
在树上的秋千上，有时她和伙伴们在树下
嬉闹，可是她的欢笑却从未缺席过。

我是一片叶，一片忧郁的银杏叶。秋雨
偶尔光顾我的世界，却只有淅淅沥沥的几
滴。风倒是常客，它吹过枝头，却是我的伙伴
们跌下树枝的时候。他们在风中呼喊，挣扎，
却全没有作用。一阵风吹过，如同一个浪花
把人们都卷入大海里。如今我已经褪去了曾
经的绿色，深沉的姜黄色将我包裹住。如今
我像一个老人在秋风中颤抖，生怕下一个地
上落着的叶子就是我。女孩却不常与我们见
面了，她只是在匆匆路过时，看看树上还有多
少片叶子。女孩就住在我们这棵树旁的那栋
楼，可我们终日却只见她点亮的台灯。

我是一片叶，一片释然的银杏叶。雨早
已不见了踪迹，风却还在呼啸。我的伙伴变
得寥寥无几。伙伴告诉我，叶终归会走向死
亡的。我们将化作土里的肥料，为树带来新
的叶子，他们会接替我们的。女孩的台灯却
更久地亮着了，她的脑袋在厚厚的书籍里上
下起伏着。我们与她的相遇也只在清晨她
跑向学校的背影和傍晚她回家的影子。

风又吹过了，我在枝头摇晃着，终随着
风飘落。我化作一只翩然的蝴蝶，飞过女
孩的窗前，飞向土地的怀抱，为这被风吹得
凄冷的土地盖上一层薄被。

指导老师：吴英

我是一片银杏叶
棠湖中学初2021届导师11班 蒋璐瑶

“她的一生就是一首诗。”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

评价李清照最好的一句话。
她的人生正如一首诗，你看到
的可能只是表层含义。看似
幸福满满，却又心酸不已。

在常人眼中，父亲是朝廷
命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她
一定不会有什么忧虑。但母
亲过早离世，父亲常年离家，
让她更早地成熟起来。只有
当她酒后闯进藕花丛中时，
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当仆人
回答海棠依旧时，也许真就
无人知晓她眼中的绿肥红瘦。

后来，当赵明诚说出那有些
拙劣的“词女之夫”的谜语时，别
人眼中的门当户对，背后却牵扯
了千丝万缕政治联系，更无人知
晓“何况人间父子情”的无奈。
是有过“徒要教郎比并看”的欢
乐，但更多的还是“雁字回时，月
满西楼”的孤独。重阳时节，只
能留下人比黄花瘦的叹息。

青州十年，两人享受着此生
中难得的欢愉。两人一起整理
金石，一起学习。是纳兰性德眼
中“赌书消得泼茶香”的静好，也

有别人无法言说的美妙。但也
就仅仅如此而已，此后再也没有
过这种平淡静好的日子。

当金人的铁骑踏进汴梁城
时，赵明诚在前去复命的途中染
病离世，她的人生也就随之跌入
谷底。史书中只是轻描淡写的
一笔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无人能够想象她只身一人携着
无数文物流浪的场景，更不能理
解当文物一次又一次丢失的痛
苦。在我们看来，这些记述只是
几行冰冷的文字，但这当中多少
泪只有她自己知道。

多年以后，当她看着元宵
灯火通明，行人享受这欢乐时，
准会生发出无数感慨。国家亡
了，家人走了，世道变了，人也老
了。行人头上插了几朵漂亮的
花，正向同伴展示着。可看看
自己，真是风鬟霜鬓，怕人瞧见。

忽然想起多年以前，自己在
清晨买来几朵新的花，上面还沾
着露水与朝霞，楚楚动人。可自
己偏不肯向花朵妥协，就要把花
簪在头上，让丈夫评一评。

呵呵，外面的灯火真好
啊！还是著意过今春吧！

我眼中的李清照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初2020级 黄翊翔

“啊！我的天啊！”从客厅
转来一阵尖叫，破坏了清晨宁
静美好的气氛，比闹钟还灵地
叫醒了我和爸爸。一定是有老
鼠，我和爸爸心有灵犀似地一
骨碌翻身起了床，一个拿着棍
子，一个拿着扫把和拖把，跑到
客厅一看啥都没有，只瞧见老
妈颤抖地站在电子秤上，一双
欲哭无泪的双眼望着我俩：“为
什么呀？我130斤了！”

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
三斤，我妈可能就是这句话最
好的验证者。这不，国庆七天
的长假里，我妈整天胡吃海
喝，每顿都是大鱼大肉，吃完
倒头就睡，这 130 斤的“胖娘
子”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着自己身上一天比一天
多的肥肉，老妈立下雄心壮志
——一定要变回身材苗条的100
斤“美少女”。老妈首先给自己
制定了一份严格的食谱，红烧牛
肉变成了白水煮青菜，清蒸多宝
鱼变成了无油无盐的白米粥，美
味的可乐鸡翅变成了干巴巴的

鸡胸肉，各式各样的甜点变成了
花花绿绿的减肥水果……我和
爸爸的伙食质量也跟着直线下
降，但是为了支持老妈的减肥大
业，确保她的成效万无一失，我
和爸爸也只好忍气吞声。

老妈不光在饮食上发生
了变化，还买来了好几样健身
器材，早上很早就起来锻炼，
随时把“一日之计在于晨和管
住嘴迈开腿”挂在嘴边，再忙
也会去跑步机上跑步，跳绳、
下蹲、仰卧起坐，一样都不落
下，最后才匆匆去上班。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通
过老妈一日复一日的刻苦锻
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减
掉了 10 斤肉，“有进步哦，老
妈！”我在一旁鼓励着她，“嗯，
相信自己会成功的，我要瘦回
100斤，我要变回大学时候的
身材。”在老妈的眼里，我看到
的不再是绝望，而是坚持和努
力，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老
妈的理想身材又会回来啦！

指导老师：刘白昊

老妈减肥记
成都市晋阳小学五年级二班黄奕嘉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苍溪县纪委监委
开展了漠视群众利益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查出漠视群众利益25个方面问
题，以清单方式分解压实给20个责任单位。

据介绍，苍溪县纪委监委采取不打招呼、不发通知和直
奔基层、直奔群众的不定期明察暗访，加大对专项整治不力
或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严肃纠查和惩处，并通过发放“纪
检建议书”“监察建议书”和“工作建议书”等，从源头上堵塞
漠视和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为让群众监督检验专项整治行动，该县纪委监委一方面
公布专项整治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问题反映方式。另一方
面，以问题为导向，定期在县内媒体“晒”出各责任单位专项
整治成果，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全县已公开通报漠视群众利益行为
5件，约谈提醒9人，在县内电视台“晾晒”8个方面专项整治
成效。 （韩健明阳雪梅 唐凯）

列席“三重一大”决策会议、指导民主生活会、督促述责
述廉会，常态化会议监督不断档；半年一次正风肃纪常规督
查、适时蹲点督查或专项督查，全覆盖监督不留白……广元
苍溪县纪委监委擦亮派驻监督探头，压实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对派驻部门年度政治生态精准“画像”。

派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组巧用“微巡察”，采取抽样谈话“察
言”、深入项目现场“观行”、调取单位帐目“找茬”方式，扫描发
现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局5个问题；派驻卫健局纪检监察组会前
盯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和结果是否合纪合法，会后不定期
对各单位“三重一大”事项研究决策执行情况、廉政风险防控
等“菜单”监督检查……今年来，各派驻部门纪检监察组已开
展各种监督检查超过200余次，发现并整改问题近300个。

该县纪委监委还整合组织、宣传、巡察、审计等部门，多
方考量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察情况，联合“会诊把脉”，全
方位摸清被监督单位政治生态。 （张云 阳雪梅）

11月29日，在广元市朝天区东溪
河镇会议室，又一场“百姓问廉”如约而
至。东溪河镇鲤鱼村一组村民郭正平
等10位村民，就他们关心关注的今年

“7·29”洪灾水毁保畅、村集体经济发
展等问题，向各自所在的村支部进行了
现场质询。

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朝天区纪委监委深入开展调研

调查，坚持以村为单位，把问廉舞台搬
到群众家门口，推行“家门口”推选代
表、“背靠背”收集意见、“实打实”述责
述廉、“面对面”质询评议、“点对点”销
号整改、“全方位”结果运用的“六步工
作法”，真正把知情权、监督权、评判权

“三权合一”交给群众。

截至目前，该区开展“百姓问廉”活
动200余场次，收集各类问题和意见建
议3000余个，现场澄清或解决2100余
个，督促整改1200余个，发现问题线索
1100余个，群众满意率达96%。

“我们就是要在基层一线践行执纪
为民的初心使命，着力解决群众最操

心、最烦心、最揪心的具体问题。”朝天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彭
鸿表示，以“百姓问廉”为依托，集中整
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把问题解决
在群众的家门口，构建起“纪检监督+
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新模
式，让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无处藏
匿。

（舒强黄青林）

广元苍溪：靶向整治漠视群众利益行为 广元苍溪：对派驻部门政治生态精准“画像”

广元朝天：开展“百姓问廉”活动200余场次

我现在的成绩自我感觉还蛮不错的，我不
是什么学霸，我不是什么天才，更不是什么神
童。那我的成绩为什么这么好呢？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成绩很不理想，经
常被同学说是学渣。我心里很难过，我是个
要强的孩子。

回到家，把书包一丢，“爸爸、妈妈，”我嚷
道，“给我多报点补习班吧，我不想再被说是学
渣了！”爸妈自然是赞同的，二话不说帮我报了
语文，数学，英语，科学……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成绩并没有提高，
因为压力太大，反而自己的脸色更难看了。我
沉思着：为什么呢？我们班的学霸补习班还没
我多呢！成绩咋就比我好？难道是我太笨了？

“叮铃铃”，上课铃把我从沉思中拖了出
来，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静静等待老师的到
来。老师来到教室，第一句话就说：“同学们，
学习是有方法和技巧的，没有生下来就会说话
的婴儿，自然学习也是如此。”

老师接着说：“每个人只有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法，通过日积月累，才能一天天进
步，明白了吗？”“明白了。”同学们异口同声。

老师这短短一句话，给我打开了前所未有
的新世界。努力不是一句空话，是需要用毅力
去坚持的。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对每一道题都认真查找原因，纠
错。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现在，我从同
学心里的“学渣”变成了“学霸”。

我的成绩一直稳步上升，让老师刮目相
看。有一次，老师问我：“你的成绩从山底到山
顶，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

我笑着说：“老师，是您之前启发了我，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还要好好感谢您呢！”老
师对我笑了笑，投来赞赏的目光：“继续努力吧！”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时，老师的一个
温暖眼神，一句鼓励的话，会让我们在迷惘中
找到前进的方向。因为老师的鼓励，让我懂得
了，人应该怎样长大。 指导老师：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