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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游客在年货大集上观看民俗展
览。春节临近，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郭庄子村举
办“农时荟”年货大集。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北京：年货大集年味浓
1 月 12 日，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路的一家花灯销售

店挂满了各色花灯。春节临近，福州大街小巷开始陆续
安装和销售各色花灯，迎接新春。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福州：张灯结彩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为取得全面从
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引发热
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不松劲、不停歇，以永远在路上

的坚韧和执着，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振奋人心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从严治党
实效性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
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肯定成绩，
振奋人心。

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

陈雍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
党的十九大以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所取得
的新成果。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
区，北京市构建了监察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市
纪委监委共制定实施各类制度 92 件，经全市范
围内摸排认定，监察对象达到 77 . 1 万人，比改
革前增加 56 万人，将党员和行使公权力人员全
面纳入监督范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对于“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在基层纪检系统工作 8 年的云南省宣威市
双龙街道纪工委书记杨俊峰深有感触。

2017 年，杨俊峰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个
村的农村低保存在优亲厚友等问题。他与同
事一起驻村入户调查，发现这个村的农村低
保存在不少问题，并通过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党纪处分、对这个村的农村低保进行清理整
治，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下转 4 版）

不松劲不停歇，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凌军辉 、沈汝
发）拥有 3 辆汽车却
被列为贫困户，村干
部违规领取脱贫奖补
资金……江苏省纪委
的统计显示，涉农违
纪违法案件在一定程
度上处高发态势，其
中又大多发生在扶贫
领域。

2017 年以来，
江苏省纪委试点推
广“阳光扶贫”监管系
统，运用大数据对精
准扶贫全过程动态
核查，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有效遏制了这
一领域案件易发多
发的势头，倒逼扶贫
干部扑下身子走村
入户，努力实现贫困
户“不掉队”、资金“不
流失”、干部“不能
腐”。

核减 32 万不

符条件的“贫困人

口”，“唐僧肉”成

“烫嘴肉”

淮安市纪委运用
“阳光扶贫”监管系统
比对发现，清江浦区
城南村李某某购买了
2 套非住宅类房屋，
还有 3 套回迁房，却
被列为贫困户。由于
信息核查不严不实，
该村原党总支书记和
村会计被问责。

“不管违纪多隐
蔽，大数据一查就查
出来了。”淮安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李晓雷
说，“阳光扶贫”监管
系统汇集了公安、人
社、民政、住房、财
税、金融等部门所管
理的车辆、社保、房
屋、纳税、银行等信
息，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比对核查。

扶贫重在精准，但个别基层干部却打起扶贫资
金的主意，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违纪违规问题时有
发生。据统计，近两年多来，借助“阳光扶贫”监管系
统，江苏全省核减不符合条件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
32 . 4 万人。

徐州市在“阳光扶贫”监管系统中设置了农村干
部直系亲属关联查询模块，可以快速发现村干部优
亲厚友问题。“现在基层干部动歪脑筋的少了，真正
的贫困户得的实惠多了。”睢宁县沙集镇和平村村民
陆召虎说。

帮扶贫困户的“救命钱”，一度成为某些人眼中
的“唐僧肉”。江苏省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陈志扬介
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阳光扶贫”监管系统对
扶贫资金、项目进行数据比对、轨迹查询，及时发现
问题线索，迅速跟进查处，把“唐僧肉”变成“烫嘴
肉”。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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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
重要途径”“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
性胜利”。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表明了正风肃纪不止步、反
腐倡廉不松劲的坚定决心。

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
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之一，也是我
们党在新时代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保障。打
铁必须自身硬。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勇于直
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
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
途径。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必须常
抓不懈、久久为功。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
象，关系人心向背，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
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四风”泛滥的问题得到有效
遏制。但也要清醒看到，“四风”问题具有顽
固性、反复性，隐形变异新动向更不能忽
视，反“四风”一刻也不能松懈。当前，要把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对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露头就打，
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时刻防范各种
新动向新变异，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
风，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进一步取信于民、
增强信心。

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
大政治考验，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需要付出更大努力。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要坚持靶向治疗、精确惩治，聚焦党的
十八大以来着力查处的重点对象，紧盯事
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重点
领域、关键岗位，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
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
治本基础，既有力消减存量，又有效遏制增
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不断提升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规
范化水平，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 23 .87 万个，处理 31 .6 万人。从
斩断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到深挖黑恶势力
的“保护伞”，再到治理“蝇贪”“蚁腐”，实践告
诉我们，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
剑，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力举措。新征
程上，要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
日常监督，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工作，从具体人、具体事着手，将
问题一个一个解决，让正风肃纪给老百姓带
来更多获得感，让清风正气为改革发展注入
更多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有高度”融合“有温度”“天下事”讲成“身边事”

华科思政课《深度中国》何以“爆款”

新华社南昌 1 月 11 日电(记者刘菁、高皓亮、
赖星)青椒和红椒相配，随着厨师挥动的大勺在锅
里上下翻飞，这是江西萍乡出名的一道菜“红辣椒
炒青椒”。和湖南接壤，这里的口味算是江西最辣
的了。

11 日，萍乡上栗县桐木镇桐木村一场乡村婚
礼正在进行，“喜”字像辣椒一样火红。21 岁的新娘
黄林看着锅里的辣椒，想起了妈妈。

“妈妈做的菜很辣。”辣，是妈妈留下的饭菜味
道；辣，更是妈妈离世后的几年黄林咀嚼到的生活
味道：16 岁，她承担起家庭的全部。

记忆回到 2014 年。那年记者下乡调研来到这
里，偶然听说黄家的故事，第一次见到了 16 岁的黄
林。黄林的讲述满是酸楚：妈妈身患重病好几年，智
力发育迟缓的大哥要人照顾，而 11 岁的弟弟黄好
那年被诊断有非霍奇金淋巴瘤。早春的一个夜晚，
妈妈在村前的小河结束自己的生命，走前留下一句
“救黄好！”

来不及想日子多苦，生活的重重“辣”味让小
黄林学会咬紧牙关。姐姐嫁到外地，父亲遭受打
击患上老年痴呆，妹妹还在上小学。黄林一次次
拿起笔，在陪伴弟弟赴上海治疗时在“家长”一栏
签下自己的名字。妈妈的遗愿、弟弟的未来，还有
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重
担。

2015 年春节前记者再访黄林。时隔一年，黄

林的脸上显露出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看到
她偶尔的笑颜，让人觉得那是漂亮的她每天
都该有的。经过化疗，黄好的病情逐渐好转。
当地政府将黄林一家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和医保政策大大减轻了这个家庭最重的
负荷，她把结对帮扶的镇干部叫做哥哥。

斑驳的墙上贴满了黄林辍学前获得的奖状。
都说辣妹子辣也不掉泪，一说起墙上的奖状，黄

林眼泪滚落而下。
2015 年年底，记者发出报道《 16 岁，她成

为了全家人的母亲》，让黄林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大家纷纷为“奖状姐姐”点赞、鼓劲。记者还
在公益平台上发起捐款，为黄林的弟弟筹集了
10 万多元化疗费。

黄林把每一笔好心人的捐款记在本子上，
开始去离家不远的镇里打工。到理发店当学徒、

去手机超市做销售……刚开始学染发时，一
天工作 10 个小时，手因过敏而溃烂，“一个月
挣到 1200 元，自己留下 200 元，其它全用于
一家人生活和弟弟的身体保养。”黄林说。

这几年，微信成了记者联络、关注黄林的
方式。2019 年一开年，记者在黄林的微信朋
友圈看到她晒出一张结婚照和一则“官宣”：
“余生就不用你多指教，你听我的就行。”

第三次见到黄林，当年和我们说话都胆
怯的她，说话行事风格更“辣”了，但说起喜事
却满是甜椒的味道。

两年前，黄林认识了个子高高、做粉刷装
修工的同乡赖水根。确立恋人关系前，黄林郑
重其事地“交家底”，刚一张嘴就被水根堵回
去了：“你家里的情况我早就知道。有事我和
你一起扛！”

曾经贴满奖状的墙上，如今挂上了婚纱
照，照片上的“辣妹子”眼里是满满的笑意。黄
林的笑不像前两年那样拘谨了：弟弟度过了化
疗后的关键四年并恢复上学，妹妹已经考取一
所卫校，哥哥可以独自去种地了——— 而她自
己，也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

妈妈原本给黄林起名“黄婷”，爸爸上户
口时误登记成“黄林”。黄林说，她已把名字改
回“黄婷”。“林是树木林，以前我常常提醒自己
是家里的大树不能倒下，再苦再辣都要坚强
坚强再坚强。酸甜苦辣都经历了，我还是想要
留住女孩亭亭玉立的美好。”

五年，记者见证了黄林和她的家庭从困
苦中走出来的新生活，谁说辣的味道里没有
甜味呢？

16 岁成为全家人“母亲”的女孩怎么样了？
新华社记者五年三访，见证一个乡村姑娘生活的辣与甜

大图：黄林在装修一新的房间里贴上喜字（1 月 10 日摄）。右上：黄好为姐姐黄林整理嫁衣(1
月 11 日摄)。右下：黄林帮弟弟黄好整理衣服。因为化疗，黄好的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2015 年 11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新华社记者唐卫彬、俞俭、梁建强

为了能在课堂上抢到一个座位，每次上课
前半个小时，许多同学就已赶到教室；没有座位
的学生，挤满了走道，宁愿站上两个多小时，也
要把课听完……这是华中科技大学思政课《深
度中国》授课时的常态。

思政课程，何以受到学生“热捧”？成为“爆
款”课程背后，《深度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历程？

“打开一扇窗，更加全面、深度

地了解了祖国”

青年教师邹旭怡、刘兴花，在课堂上“碰撞”
起了观点。这是《深度中国》课程第五讲“乡关何
处——— ‘农民究竟应该是进城还是返乡’”授课中
的一幕。

台上，两位老师围绕“进城还是返乡”展开
激烈辩论；台下，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不少人
还通过课堂上使用的“微助教”“微弹幕”等新媒
体应用工具，发送“弹幕”观点、实时互动。

无论是从每堂课的授课教师人数、授课方
式，还是与学生的互动方式等来看，《深度中国》
课程都可谓另辟蹊径。而类似的形式创新、内容
创新和方法创新，贯穿于课程始终。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岭峻
教授介绍，课程结合的，多是开课一段时间内广
受关注的话题，比如中美经贸摩擦、精准扶贫
等。避免“填鸭式”的教学，将思政理念融入“接
地气”的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思辨中增进对中
国道路的自信，增进对中国方略的认同。

每学期的十二次课，分别确定不同的主题，
结合不同主题，又推出了专题式、辩论式、对谈
式等形式多样的授课方式。

“专题式主要由一位老师主讲，辩论式由两
位老师分正方、反方共同主讲，对谈式则是三位
或多位老师共同参与，在对谈中交流真知灼见。
不拘一格，根据课程的需要灵活选择。”授课教
师李建国副教授说。

《深度中国》课程还广泛“借智”，除了来自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任课老师之外，还广邀校内
外名家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邵新宇、原
校长丁烈云，以及武汉其他高校的知名学者，都
曾登上讲台。

更有深度的内容、更有新意的表达，赢得了
学生们的更多共鸣。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学生王孙超感慨：“课
程回答了我们很多疑惑，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
窗，更加全面、深度地了解了祖国。”

“有的学生，原本对思政课存在偏见和误解，

认为课程枯燥、不易理解。《深度中国》课程希望
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种尝试。”授课教师闫帅
说，“思政课不能‘曲高和寡’，贵在‘润物细无声’。”

“在授业解惑中，引人以大道、

启人以大智”

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6 级学生
丁健豪而言，精准扶贫，原本是一个有些遥远的
概念。

听了《深度中国》课程：“从精准扶贫看大学
责任——— 来自澜沧江边的故事”这一生动结合
一线支教故事的专题内容，让他印象深刻。“学
以致用，以后我要争取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
技能，为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教师李晶说，“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给学
生带来触动，课程的目的就实现了。”

《深度中国》课程，同样为青年学子们提供
了更多观察中国和认知世界的视角和方法。

谈及民主问题，课程以部分西方国家的大
选为例，直击“金元政治”的弊端，“我们的民主
是人民民主，体现大多数人意愿，更能集中力量
办大事……”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更加全面、深度地了
解了当今中国的发展。这也让我们懂得要更加
主动地去关心国家大事，更加明白作为大学生
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管理学院学生蔡嘉琪说。

“大学时代，就像学生进入了小麦的‘灌浆
期’，这个时候阳光、水分跟不上，就会耽误一季
庄稼。思政课，就是要给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多的
‘阳光’‘水分’。”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胡艳华说。

邵新宇说，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离不开
更有贴近性的载体。“大学之为大，就是在授业
解惑中，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使人成为栋
梁之材。思政教育，要不断探索将‘高度’与‘温度’
结合，把‘天下事’更好地讲成‘身边事’，立德树
人，打造‘有灵魂的卓越’。” （下转 4 版）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邵新宇在思政课
《深度中国》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探讨(2018 年 5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大学之为大，就是在授业解惑
中，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使人
成为栋梁之材。思政教育，要不断探
索将“高度”与“温度”结合，把“天下
事”更好地讲成“身边事”，立德树人，

打造“有灵魂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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