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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
!#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这次教育

实践活动! 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

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

用$ 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

续探索%不断前进$

从去年
+

月到今年
4

月! 为期一年

零四个月的时间里! 从中央到地方掀起

了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

的行动$ 成效明显!数字为证$ 给文山会

海&瘦身'!相比活动开展前!全国压缩会

议
53-+

万多个! 下降
2"-+*

( 压缩文件

!4#-3

万多个!下降
2+-6*

(大力整治超标

配备公车! 应清理清退公务用车
!!-4

万

多辆 ! 实际清理清退
!!-"

万多辆 !占

45-5*

# 压缩&三公'经费!狠刹&会所中的

歪风'!整治收&红包'及购物卡!清

退吃空饷等等#

从这份成绩单上我们看到!一

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刹住了许多

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交上

了一本反&四风'的明白账# 从严治

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

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 这是这次活

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

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收尾! 但收尾不

是收场!更不意味着对歪风已经收手# 人

们常说!纠风难!难在防止反弹!这是因

为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形成

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 克服不良作

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教育实践活

动已经取得不小成效! 仍需要不断拧紧

螺丝%上紧发条!仍需要思想上严起来!

整改上严起来!正风肃纪上严起来#

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 但贯彻群众

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如果掉以轻心!歪风邪气势必卷土重来#

更何况!&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 基础

还不稳固'!就更需要以锲而不舍%驰而

不息的决心和毅力! 把作风建设不断引

向深入! 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

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如何才能使作风建设真正落地生

根) 除了继续严字当头!坚持制度面前人

人平等% 执行制度没有例外! 不留 &暗

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

不是橡皮筋# 还需要以百姓心为心!凡是

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

都要全力克服! 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 凡是滋生

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

除# 最关键的是!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

督%请群众评判#

一方面!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

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 从严治党必须依

靠人民!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

候探照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

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 另一方面!群众有

动力参与!有激情监督!也有信心和能力

评判# 人心是杆秤!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群众路线走得好不好!作风建设是不

是敷衍!党员干部干不干净%干不干事!

群众心里最清楚# 而且!群众的毅力是无

穷的!全方位发挥群众的作用!才能取得

更多成效!更好地取信于民#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

成# 站在新的节点上! 只要不断以知促

行%以行促知!就能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和形象进一步树立! 党心民心进一步凝

聚!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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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群众来访时!四川省达州

市达川区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语出惊

人!称&威胁我就是威胁党'!被达州电

视台播出后又被网友转发!引发关注#

6

日晚! 达川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称!&不当言论属实!罗

颂已被相关部门停职!接受调查'#

&威胁我就是威胁党* '+++这名

乡党委书记好大的口气* 言下之意!

我代表的是党!老百姓不能对我不敬!

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不容冒犯的&官

威'! 怎么听都像是他在威胁来访群

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

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然而!

个别党员干部对上级唯唯诺诺"阿谀

奉承!对群众却高高挂起!毫无体恤之

情!显然已丧失了一名党员干部应有

的本色$ 这样的党员干部自称&代表

党'!简直是在给党抹黑$

说到底!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所

赋予的!理应&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 如果变成&群众急你不急'!甚至

还&跟群众急'!那么被停职被调查甚至

被撤职!都是自找的$

谁威胁谁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不想!过劫"你就转身

!

魏润身

据,中国日报-报道!国庆
6

天
+

场

宴席!&成都花舞人间景区的黄小军很着

急!长假忙得焦头烂额!同学和朋友们的

婚宴则让他吃不消!&不放假去不了!但

礼尚往来是应该的! 只是
6

天就送完一

个月的工资!很心疼$ '

类似黄小军这样的网友们也纷纷吐

槽!一位网友竟然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七

天长假!我不是正在参加婚礼!就是正在

赶往婚礼的路上$ ' 现在份子钱越来越

高!少于
+##

元的拿不出手! &红色炸弹'

把七天长假炸得支离破碎!过节实为&过

劫'$ 网友纷纷感慨&伤不起'$

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大多人都免不

了$ 可在如今婚礼越办越大!礼金越来越

高的风气下!如何使自己尽量活得自在!

那就看你自己了$ 出份子送礼金!应该分

别出几种情况.第一!礼金表达的是祝福

与情义! 它既不可完全用礼金的多少衡

量!却又少不得它的分量!为了表达情谊

的轻重!对你真正的至爱亲朋!你应该量

力而行地掂对! 费些思量是必须的$ 第

二!如果你接受过人家的礼金!那你就得

礼尚往来还情于人!别发憷行情见长!谁

让&事过境迁'与时俱进呢$

其实!最令人纠结的是第三种关系$

曾经的同学和只有一两面之交的朋友!

他们一旦有了突发事件或紧急需要!我

们尽可力所能及地帮忙$ 但是礼尚往来

的礼俗最好少掺和! 不速之请也完全可

以彬彬有礼地拒绝$ 如果&曾经'统统成

为你礼尚往来的对象!那就别怨&红色炸

弹'频频来袭了$

简单%简约是人生的境界!它不仅仅

体现在衣食住行上! 更彰显在人事人际

上$ 生活之累%工作之累大多累身!周旋

人际累的是心!&伤不起' 是自找的$ 故

此!简约人事简约关系!学会抽身学会拒

绝!安静下来不去招麻烦不去惹麻烦!过

节也就不再&过劫'了$

人生有多少邀约请柬是你真正向往

渴望的) 非此就请遵从你的内心!只要无

愧于他!转过身去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关机谢客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

张丽

节后! 继续说有关节日旅游的话

题$ 七天假期中!,人民日报-记者分赴

各地!探访公职人员如何迎接&国庆纪

律大考'$ 记者带回的报道中!有这样一

件事$ 江西某知名景区负责人张华/化

名0手机&被迫'处于关机状态$ 究其原

因!打电话要求免票的太多!有些不好

推托!张华只能&关机谢客'$ 张华无奈

地表示!&打电话过来的人!有些是亲戚

朋友!有些是政府主管部门人员$ 每到

旅游旺季!总是有很多人通过各种社会

关系打电话要求免票$ '&今年的1人情

票2估计有两三万张!平均每天有上百

张# 以往旺季时即使关机!每天也要免

票
!###

多张# '

负责人关了机 ! 都躲不开的 &人

情'! 要么是情深似海! 要么是来头太

大!无论哪一种!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

够着的# 相对于那些要冒着各种危险的

逃票攻略!这些人情票为的还真不是省

几个钱# 尤其是那些&政府主管部门人

员'!不会连这点钱都花不起!但是如果

这点面子都要不来!可就兹事体大了#

这种人情 ! 严格上来说并不是人

情!而是权力欲膨胀# 某些公职人员对

手中的权力没有敬畏之心!反而将之作

为炫耀的资本# 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哪

怕只是为了几张门票# 按照这位负责人

的说法! 今年平均每天免票上百张!往

年则十倍于此# 窥一斑而知全豹!全国

大大小小的景点!每年要送出去多少人

情# 关机能谢客) 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

题的办法#

景区涨价的时候!管理成本高是个

重要说辞# 试问!能不能别老把成本放

在我们这些&不通人情'的老百姓身上!

也让有权有势的同志们分担一些) 别的

不说!把过去人情票的账给结了!就能

填上不少亏空吧)

所以! 怪不得门票的价格降不下

来# 在每年黄金周例行的 &吐槽'中!群

众对门票涨价的不满可谓罄竹难书# 今

年
51

级景区门票平均突破百元关口!

而国庆七天的盘点披露!全国纳入监测

的
!2"

个直报景区门票收入
!+-#"

亿

元# 门票涨价的合理性%合法性屡屡被

质疑!但谁也没办法!传说中能管事的

&有关部门'没有发力!不知道在这&泄

力丸'里!人情票是不是一味主料#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