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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纪检动态

古人曰：“道虽迩，不行不至；

事虽小，不为不成。”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

落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

泽东同志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

有认真实干的精神，一件事不做

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

胜利。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

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

紧，等于不抓。如今，全面深化

改革，更要加大工作推进落实力

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

管、去盯、去促、去干，不然，再好

的改革设计都有可能被棚架，或

者效果大打折扣。

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习惯于

靠会议落实会议、靠文件落实工

作，最终致使一些决策部署在重视

声中失重、在落实声中落空，严重

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和形象。之所以出现落实“中梗

阻”，很大程度上是督查问责不够

严，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

者举而不落、不痛不痒，致使一些

干部抱着“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念

头，“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

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

李克强总理强调，“督查要坚

决避免雨过地皮湿，决不能走过

场！”在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上，督查决不能“坐着车子转转、

隔着玻璃看看、就着稿子听听”。

我们既要看“门面”和“窗口”，又

要看“后院”和“角落”，要敢于较

真、负责，真正把督查的过程变为

发现问题、督促问题解决的过

程。对于落实不力的，要动真格，

“摘帽子、搬椅子、打板子”，决不

心慈手软，使问责这一“达摩克利

斯之剑”始终悬挂在各级干部头

上。

唯有如此，抓落实才不再是

空话，政策落实中的“最后一公

里”才能通畅，人民群众才能真正

得到政策措施带来的实惠，政府

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才能有效提

升。

用好督查问责这把“剑”

11月6日，在省纪委、省直工委和省文

化厅的关心指导下，由河南江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出品、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反贪腐

大戏《全家福》在河南省艺术中心大剧院上

演，收获一片掌声和无数溢美之词。

《全家福》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在反腐败题

材戏剧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突破性，它以

一个家庭两代人的艰辛奋斗为背景，展示了

腐败罪行对当事者个人命运和家庭亲人的毁

灭性代价。

海外留学的韩琳琳回国结婚，却恰逢担

任常务副市长的父亲韩英杰因经济问题被“双

规”。一张30年前的“全家福”照片，引出了一

个农民家庭两代人令人感叹唏嘘的奋斗史。

一个曾经让家庭和亲人引为骄傲的“励志明

星”、“成功典范”，却在金钱、女色的诱惑下跌

入了贪腐的深渊。巨大的震动和落差，引起了

韩琳琳痛苦的反思和追寻。该剧以独特的角

度和开阔的视野，表现了腐败罪行对人民群众

的深重伤害和当事者家庭亲人付出的惨痛代

价，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同时，该剧也通

过人物的思考和命运选择，表现了我们党反腐

的决心和对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

豫剧《全家福》演出结束后，观众好评如

潮，称其不仅是一出好听好看的豫剧，更是一

部震撼心灵的反贪腐好教材。这部教材不是

板起面孔教训人，而是用艺术的手法让人看

到了贪腐带给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灾难和伤

痛，对腐败罪行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带给

观众深深的思索。

11月10日上午，省纪委召开《全家福》座

谈会，邀请国家和省内文化艺术界的专家、相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主演创作人员和出品单

位，围绕《全家福》的社会效果、艺术效果等内容

进行交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旨在进一步

提升该剧艺术品位，打造廉政文化精品巨制。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

在大型现代廉政豫剧《全家福》座谈会上讲话

说，该剧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四个好上：一是剧情

设计好。《全家福》突破了一般反腐题材戏剧的

情节设置，以一个家庭两代人的艰辛奋斗为背

景，展示了腐败罪行对当事者个人命运和家庭

亲人坍塌性的打击。矛盾设计集中、感情表达

强烈，触动了观众的心灵，给人启迪、发人深

醒。二是演员演得好。每个演员演唱用心、用

情,唱功扎实,表演到位,形象饱满，扣人心弦,

引起共鸣。“我对豫剧艺术研究不深，但还是能

看出每位演员都很尽力，一招一式都很到位,唱

得很好,气场十足。”三是艺术效果好。该剧在

舞台背景和灯光的烘托之下,恰到好处地根据

剧情发展需要，将人物的心灵空间延展至潜意

识当中，让观众透视人物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将人性深层的情感凸现和外化，将人物的思

绪和思想形象地展现给观众，引发观众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进行深入思考。演出现场掌声不

断，充分说明该剧较好的艺术效果。

李恩东举例子说，在《全家福》最后一幕

中，老父亲韩长路训斥儿子韩英杰的一段唱

词，“国家提拔你当干部，你骗国家坏良心！

百姓抬举你担重任，你坑百姓不算人！以权

谋私最可恨，你比那贼偷强盗坏十分！”唱出

了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的深恶痛绝，听来大

快人心，也掀起了现场的一个高潮。四是社

会效果好。豫剧是中原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

瑰宝，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影响

力。借助豫剧的表现形式，大力开展反腐倡

廉教育，符合习总书记视察河南提出的“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以德治国和依

法治国相统一”的要求，是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的有效途径。可以说，《全家福》是一部党风

廉政建设的好教材。本次演出在河南党员领

导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单位希望

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体观看，接受教育；也有

不少单位要求把该剧制成光碟送全省机关党

组织，方便广大机关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河南省豫剧音乐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

曲、评论家朱超伦说，他是含着泪看完这部戏

的。这些年来，人们对文艺的发展方向、文艺

的未来有点迷茫，有些作品哗众取宠，华而不

实，重在娱乐和作秀，《全家福》紧跟了时代，扭

转了我们的文艺方向，这个戏在全省带了一个

好头。

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齐

飞说，该剧不像一般反腐败题材戏剧那样展

示办案的具体过程或者腐败者的灵魂堕落过

程或者执法者的大义灭亲，而是从一个家庭

着手，一个贪腐者因个人的贪腐，让一个“全

家福”的家庭成为“全家苦”或“全家哭”的结

局，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省纪委案件管理室主任郭佑安认为，《全

家福》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从韩英杰身

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受处分的领导干部的影

子，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人生历

程中如果没有高尚的人品做底子，从政肯定

要摔跤，这是一条铁律。

据了解，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对《全家福》十分重视，集中精兵强将对该剧

进行加工、提高，并筹划在全省巡演，让更多

的观众领略产自河南的反腐大戏。

廉政现代豫剧《全家福》一公演，就得到

一致好评。好评最集中的有两点，一是扣紧

时代主旋律，弘扬时代精神，反对腐败，倡导

廉政；二是紧扣市场，融天理、国法、人情于

一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很有

人缘。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更偏重于娱乐。诚

然，娱乐就是文艺的一种功能。但这种重娱

乐、轻教化倾向一旦极端化，就出现了低俗、

媚俗、庸俗的倾向，甚至有些人反对“文以载

道”、“寓教于乐”，把单纯的生理需求或都说

是动物性当做全部的人性，物欲横流、色情

泛滥。致使贪污腐朽的生活也被奉为理想，

从而影响了主流价值的弘扬，影响了官风民

风。

扭转这种风气需要制度的健全、法律的

完善，但最根本的是要建设积极向上的文

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综观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既表现在对社会发

展的导向作用上，又表现在对社会的规范、

调控作用上，还表现在对社会的凝聚作用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上。文化的基础

性作用发挥不出来，或者出现偏差，制度会

被消解，法律会被歪曲。社会建设如此，反

腐倡廉工作也是如此，没有廉政文化氛围，

贪腐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廉政建设需要

打造更有力的文化支撑。

打造更有力的文化支撑，需要理直气壮

地倡导廉洁奉公、反对贪腐谋私。文艺工作

者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发掘正能量，旗帜

鲜明地反对腐朽文化。不能说怕没有市场，

怕赢不得观众，怕没有效益，就放弃主旋律

的宣传，放弃反腐倡廉的宣传。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全家福》

之所以能引起这样的轰动，最关键的一点就

是它义无反顾地弘扬主旋律，宣传反腐倡

廉。

然而，弘扬主旋律，并不是不要市场，而

是要赢得市场。再正确的道理，如果没有人

听，就说服不了人。更何况如果一部文艺作

品没有市场，再生产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要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就不能

单纯地说教，而是要在思想艺术上严格要求

的同时，尊重市场规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只有做到“三贴近”，真正写到百

姓的心坎上，文艺作品才会有市场。“三贴近”

就是最根本的市场规律。《全家福》这个戏没

有说教，选取家庭这个视角，来表现反腐倡廉

这个重大主题，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生动可

信的人物形象，充满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让观

众爱看，想看，看中有思考，有教益。这也就

充分证明，主旋律文艺作品并不是不能赢得

市场。只要深入实际，贴近群众，在艺术上下

大工夫，就会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

丰收。

引领时代风气，文艺不能迷失价值方

向；扩大宣传效果，文艺不能脱离群众、脱离

市场。为廉政建设打造更有力的文化支撑，

需要更多文艺工作者做到“三贴近”，在思想

上坚定不移，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以优秀的

作品营造廉洁的社会风气。

省纪委召开豫剧《全家福》座谈会，反贪腐的好教材获赞誉——

要为廉政建设打造更有力的文化支撑

廉政主题力作 独辟蹊径反腐

□本报记者邓开诚文/图

11月10日，由河南省纪委监察厅预防腐

败局@清风中原主办，漯河市纪委监察局@清

风漯河承办的“微博好声音”全国反腐倡廉微

博评论大赛9月、10月两月月赛结果揭晓。

经评委会评审，参赛的32号、37号等6件作品

在众多来稿中脱颖而出，成为优胜者。记者从

省纪委获悉，“微博好声音”全国反腐倡廉微博

评论大赛，赛期为一年，分为月赛和年赛。11

月份月赛征稿正在进行中。想参赛者，可以关

注@清风中原或者@清风漯河政务微博，了解

参赛详情。投稿信箱：lhsjw@sina.cn。

【32号作品】中秋佳节，亲友礼尚往来，本

是中国传统和本原，带着浓浓的亲情人情的和

谐味道！但是月饼以外的礼尚则成为一些人

谋取利益的道具和挡箭牌，滋生诸多腐败，让

传统文化的韵味变了质，败坏风气，理应受到

抵制和唾弃。国家新政，百姓看在眼，乐在

心。坚持下去，政清廉，民心聚！

【37号作品】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

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心有敬畏，行

有所止。领导干部常怀敬畏之心，才会在行动

上有所戒惧、有所节制，才能稳得住心神、管得

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失去敬畏之心，往往会

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最终自酿苦果。常怀敬

畏之心，每个干部都应铭记之、践行之。

【40号作品】纵观政务微博，可以分为五

个层次，躯壳、形似、有形、神似、有神。大部

分政务微博最多做到有形，神似已经不易，有

神更是凤毛麟角。政务微博有神才有吸引力

和号召力，才能引领网民，否则，时间一长，网

民就会弃之而去。所以，政务微博有形更要

有神，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49号作品】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

的票子的“红顶商人”，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

依仗政府的权力做虎皮，谋取更大非法的暴

利，一部分中饱自己的私囊，一部分用来作为

乱七八糟的所谓“服务”腐蚀“人民公仆”，最

后损失的、牺牲的不单单是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而且还有被党培养多年的干部。

【51号作品】从政当如莲：莲与廉，一种

是花之君子，一种是人之正品。莲因洁而尊，

人因廉而正。如果把从政为官比作莲花，负

责监督的纪委部门如同荷叶，荷叶清翠衬托

荷花娇洁，纪委监督到位官员更能廉洁从政；

那么群众就如同水，无水则无莲，正是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

【57号作品】反腐应预防“破窗效应”:

“破窗理论”认为，如果第一块玻璃被打破又

得不到及时修理，可能会纵容他人打烂更多

的玻璃。对较轻腐败案的宽容，也会助长某

些人的侥幸心理，纵容更大的腐败行为。预

防“破窗效应”应从源头抓起，有苗头就管，别

等积重难返，防止第一块玻璃“破窗”。

（本报记者邓开诚通讯员尤亚辉）

为全面掌握农村各项惠农政

策和村务公开落实情况，信阳市

浉河区纪委监察局整合全区纪检

监察人员联系辖区行政村进行“1

对1”式工作。

该区出台了《浉河区纪检监

察工作片区实行人员“1对1”联

系行政村的通知》。全区162个

行政村，17个涉农乡、镇、办事处

划分成4个大片区，成立20个工

作小组，区纪委书记与三个副书

记各担任片长，统筹安排专业的

财会、审计、案检等专业人员协调

解决乡镇纪检人员少、本级干扰

多、执法维纪难等突出问题，实现

“1+1>2”的效果。 （熊良莹）

今年以来，漯河市召陵区万

金镇不断创新村务公开的方法，

严格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着力构

筑阳光村务廉政平台。

在镇纪委监督下，各村全部

制定并逐步完善了财务管理制

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村监督委员

会负责对财务的监督，对村级“三

资”运用重大事项决策，重大工程

立项招投标等，镇纪委介入，就其

真实性、合法性、政策性、程序性

等全程监督，保证各项工作规范

运行，预防腐败渗透。此外，该镇

还在每月初对上一月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一次审计监督，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限期、定

人进行纠正，及时为干部敲响了

廉洁勤政的警钟。 （李鸿燕）

今年以来，舞阳县纪委保持

高压态势，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

法案件，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

的突出问题，共立案查处涉农信

访举报案件57起，党政纪处分57

人，挽回经济损失170多万元，促

进了农村基层干部阳光用权、廉

洁履职。

该县纪委在接到涉农信访

举报后，由办案室与乡镇纪委组

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取证核实，

并落实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

见。每查结一起涉农信访举报

案件，都在第一时间通过适当的

形式向信访群众反馈调查处理

情况，在相关人员中开展警示教

育。

（李德生彭伟亮）

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

拉开帷幕，商水县练集镇筑牢三

道防线，确保村级组织换届风清

气正。

教育防线。该镇通过发放提

醒卡、签订承诺书、谈心谈话等措

施，让换届纪律在每一个党员干

部中入脑入心，警示党员干部在

换届选举工作中遵规守纪。

监督防线。该镇通过巡回督

查、现场督导和暗访，加强对换届

风气的监督检查，深入了解掌握

党员干部遵守纪律情况和换届风

气状况，坚决纠正村干部“四风”

问题，为换届选举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环境。

问责防线。该镇畅通群众信

访举报渠道，设置村“两委”换届

纪律接访办公室、公开24小时举

报电话、开通举报邮箱，对拉票贿

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违规用

人、干扰换届等违反换届纪律行

为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曝光一起。 （李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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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练集镇

确保村委换届风清气正

舞阳县纪委

严查涉农案件

信阳市浉河区

“1对1”维护群众利益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镇

构筑阳光村务廉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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