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冬天，格外冷。
1 月 16 日，在北京某医院病房的张

华彪给同事打电话：“家里也很冷吧？在
山里蹲点巡察，要注意保暖。唉，这一轮
巡察不能和你们一起战斗了。”

1 月 15 日，市委启动第三轮乡（镇、
街道）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实现全市贫困
乡（镇、街道）巡察全覆盖。

这一轮巡察，队伍中少了一名骨干
张华彪。为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
队”，这一次，他却“掉队”了。

在上一轮乡（镇、街道）脱贫攻坚专
项巡察中，张华彪是驻鲁山县马楼乡巡
察组组长。巡察期间，他喉咙一直化脓
发炎但仍带病坚持工作，结果延误治疗
导致病情恶化，巡察结束后不得不去北
京诊治。

张华彪为自己的“缺席”感到遗憾，
他说：“看着贫困群众期待的眼神，你能
深刻感受到他们对过上美好生活的向
往。带着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去做巡察
工作，就更能体会到自己的使命和责
任。”

张华彪所言，也是平顶山巡察队伍
这支“铁军”的心声。履职尽责，勇于担
当，在巡察的路上，他们留下了一串串坚
实的脚印和一个个感人的事迹。

青山不墨千秋画，澧水无弦万
古琴。叶县常村镇风光旖旎，多有
游客慕名前来。驻叶县常村镇巡察
组组长陈勇敢带着 8 名巡察人员在
这里住了近一个月，但眼中全无风
景，心里时刻想的是如何做好巡察。

“他们吃住都在驻地，想着带他
们出去改善下伙食，领略下俺镇‘钓
鱼、爬山、烧鸡、烩面’四大特色，可
他们说啥也不去。巡察组的纪律性
让人佩服。”常村镇党委书记王森深
有感触地说。

“我是一名巡察干部，必须牢记
责任，只有巡出实效，才能不辜负党
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陈勇敢身上所体现的纪
律作风，只是巡察队伍中的一个缩
影。

——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
应”。

此轮巡察，记者来到的第一站
是鲁山县尧山镇。当时已是午饭时
分，该组巡察干部杨孟辉、楚国辉还
没回驻地。“看山跑死马，山路难
走。”驻尧山镇巡察组副组长景利英
说，“昨天他俩为了弄清一贫困户是
否享受到应有的帮扶政策，光步行
就走了近3个小时，回到驻地已是夜
里 11 点多，今天一大早匆匆吃了几
口饭就又出发了。”

拨通杨孟辉的电话，他说：“我
们就是多跑跑腿，晚吃一会儿饭不
算啥。你看我们组长都熬成啥了，
还在干，他都这么拼，我们有啥理由
矫情。”

下午，记者见到组长谢继锋时，
他正埋头在厚厚的一摞扶贫资料
中。抬头打招呼时，记者看到他满
脸倦容，两眼通红。“这几天用眼过
度，角膜炎，小事儿，不当紧……”谢
继锋笑着说。

各组组长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在巡察队伍中形成了“头雁效应”，
影响和感染着巡察组的其他工作人
员。

11 月的山风一吹，不禁让人打
寒颤。驻鲁山县赵村镇巡察组成员

张文龙是第一次参加巡察。“年轻，
没经验，没想到山里这么冷，来时穿
得单薄，组里有纪律要求，巡察期间
只休息 1天。”张文龙说，回不了家，
就让妻子下午下班后从距巡察驻地
80 公里的市区来给他送衣服，晚饭
时他没让妻子在驻地吃饭，而是给
她买了一盒方便面。

一件小事，看似无情和不近人
情，却饱含着责任和担当。张文龙
坦言：“纪律面前无大小。”他之所以
这样严谨，源自一件小事对他的触
动。“刚来驻地时，镇里送来一提茶
叶，但组长付国杰坚决不要，为此还
专门重申了纪律。后来，付组长自掏
腰包买来一些蒲公英，说咱用这个泡
水喝，清热祛火，比喝茶叶强。”

巡察结束一个多月了，驻宝丰
县前营乡巡察组组长陈增利对晚上
喝水一事还心有余悸。“白天大家顾
不上喝水，晚上开会时不由得会多喝
点，水喝多了，夜里得上厕所。住在
乡办公楼上，一个楼层只有一个厕
所，离房间七八十米远，晚上起夜跑
来跑去，休息不好，不少同志还感冒
了。为不影响工作，大家后来养成一
个习惯，就是晚上尽量不喝水……”

驻舞钢市枣林镇巡察组副组长
张占强因病需要吃中药，就随身带
着药锅到驻地，“比起华彪组长，我
这都不算啥。”

2017 年 11 月 8 日中午，在鲁山
县马楼乡巡察驻地，记者第一次见
到张华彪。当时，他右手背上还粘
着白胶带。“要我说，输液都不用，多
大点病啊，这么多活儿，时间这么
紧，同志们都忙得马不停蹄，我哪有
心情去输液。没想到，到诊所一检
查，医生不让走了，说我这情况比较
严重。”张华彪嗓子沙哑，几乎说不
出话来。

后来，一位巡察组成员告诉记
者：“张组长一直坚守岗位，病被耽
误了……”

——无论年轻与年长，巡察精
神传帮带。

驻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巡察组组
员肖尧，是我市 2013 年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2015 年被抽调到市委巡察
机构挂职锻炼。第二轮巡察时，恰
逢妻子预产期，但他还是决定参加
巡察。进驻的第4天晚上，家里打来
电话，孩子马上要出生了，让他快点
回去。看着成堆的资料，还有很多
要和同事对接的工作，他没有向领
导张口，错过了陪伴妻子生产的机
会。孩子出生后，母子相继发烧，家
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领导主动过
问，他才说出实情，请假一天回去探
望。

50多岁的常纪贞是驻郏县王集
乡巡察组成员，负责查阅各种账目
资料，账多人少，往往要连轴转。发
烧 3 天，他没吱一声，边吃退烧药边
熬夜继续看。采访时，记者走进他
的房间，发现里面阴冷潮湿，他说：

“这个房间僻静，有利于专心看账。”
后来，记者才得知，他坚持把好房间
留给年轻人，“孩子们从市区来，这
里条件艰苦，怕他们不习惯，好房间

给他们，利于他们工作。我这农村
老头儿了，将就一下就行了。”

——巾帼不让须眉，谁说女子
不如男。

在驻郏县王集乡巡察组副组长
李 敏 看 来 ，巡 察 使 命 高 于 一 切 。
2017 年初，她被查出多发性子宫肌
瘤，且体积较大、增长速度较快，医
生建议立即手术。然而，她连续两
次都因巡察错过治疗，直到 2017 年
10月才去医院做了手术。本想好好
调养一下，10月25日，她又接到了第
二轮脱贫攻坚专项巡察的通知。巡
察干部的使命担当，驱使她义无反
顾地收拾好行装，带病再出发。巡
察期间，她早出晚归，身子虚弱的她
好几次差点晕倒在村里，大家都劝
她休息，可她却说：“我既然来了，就
要和大家一起干。”

驻郏县安良镇巡察组副组长冯
喜春，孩子 10 个月大，尚在哺乳期。
为了巡察工作，她忍痛给孩子断
奶。“作为一个母亲，好想多哺育一
段孩子，但作为一名巡察干部，巡察
就是命令，大家小家要分得清。”
冯喜春说，“一想起离开家门时儿
子晃动的小手和期盼的眼神，就
想哭……”在郏县近一个月的巡察，
白天无暇思念儿子，一到夜晚，听到电
话那头儿子撕心裂肺找妈妈的哭声，
一向坚强的她禁不住泪流满面。

驻舞钢市庙街乡巡察组组长高
晓华是一名“老巡察”，这已是她第7
次参加巡察。为了巡察，她早已习
惯把孩子和家交给保姆。巡察期
间，因工作忙碌，她一次次挂断儿子
打来的视频电话，当她忙完回拨过
去时儿子往往已经睡着了。提到因
工作对孩子的愧疚，她目光坚定：

“看到贫困家庭孩子生活窘迫，心里
很不是滋味，如果通过巡察能够帮
助这些家庭早日脱贫，使孩子们享
受到好的生活，作为一名母亲，我觉
得很值得。”

驻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巡察组成
员孟娟 2017年 7月参加第一轮脱贫
攻坚专项巡察时，由于丈夫在国外
读书，她就把年幼的孩子送到了大
姐家；第二轮巡察时，她又把孩子送
到了二姐家。一天，儿子在幼儿园
摔倒，下巴被磕破了一个大口子，鲜
血直流，直到进手术室，她都无法赶
回……讲到这些，孟娟几次满眼含
泪，低头沉思，拨弄着手指头上戴着
的皮套。为了查阅资料，孟娟平均
每4天就要用烂一个指套。

驻舞钢市铁山 街 道 巡 察 组 成
员关飒飒，巡察期间发现自己怀
孕却不曾请假一天；驻舞钢市杨
庄乡巡察组成员翟素亚，巡察中
老母亲住院做手术却不能回家照
料……

一道屏风隔开办公桌与床，寝
办合一；一张乒乓球台案铺上桌布，
就成了办公桌……

背后的故事，点点滴滴，不一而
足。“他们以铁的纪律和严格的作风
要求自己，以扎实的巡察成效，交上
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对我市
脱 贫 攻 坚 起 到 了 强 大 的 推 动 作
用。”听闻巡察干部的感人事迹，李
建民多次为之动容，“为了‘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支巡察‘铁
军’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
期盼。”

为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市委乡（镇、街道）脱贫攻坚专项巡察采访札记

题记：按照省委脱贫攻坚专项巡察部
署，自2017年7月开始，市委采取市县一体
联动、交叉巡察方式，“下沉一级”分3轮对
市辖6个县（市、区）58个贫困乡（镇、街道）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实现了贫困乡

（镇、街道）巡察全覆盖。为了“小康路上一
个都不能掉队”，各巡察组巡察期间吃住在
乡（镇、街道），依规依纪开展工作，展示了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工作作风，留下了一串
串坚实的脚印和一个个感人的事迹。

1 月 6 日，在市委乡（镇、街道）脱贫
攻坚专项巡察问题整改交办会上，市委
书记周斌说：“这两轮脱贫攻坚专项巡
察，一轮在‘三伏天’，一轮在初冬，巡察
干部吃住在乡镇，条件艰苦，但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
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
悲。”“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为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几乎走
遍了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把大量心血用
在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事业上。

脱贫攻坚是重大政治任务，是第一
民生工程。两年多来，我市在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勠力
同心，扶贫之路走得稳健扎实。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巡察机构责无
旁贷。为推动中央和省委、市委的扶贫
政策落地落实，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我
市亮出巡察利剑，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以
贯之、一巡到底，决定从 2017 年 7 月开
始，分3轮对全市58个贫困乡（镇、街道）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全面了解乡镇
扶贫领域情况。目前，已完成两轮巡察，
第三轮巡察进驻刚刚结束。前两轮巡
察，共向市纪委移交问题线索 21 件，向
县（市、区）纪委、组织部交办 137 件，向
被巡察乡（镇、街道）交办 139 件；向县

（市、区）交办问题事项213个，向被巡察
乡（镇、街道）交办995个，有效服务脱贫
攻坚工作大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

以第二轮乡（镇、街道）脱贫攻坚专
项巡察为例，市委共成立 27 个巡察组，
覆盖市辖27个乡（镇、街道）。

“你们来了，有些人怕了，老百姓笑
了，群众真心欢迎你们。”有群众给巡察
组发来短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巡察干部用
铁一般的纪律，擎起了巡察利剑，树立起
巡察在群众中的权威和公信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想做好发现问
题的‘尖兵’，就必须用铁一般的纪律管
好队伍。”记者在驻鲁山县瀼河乡巡察组
组长马建明的笔记本扉页上看到了这样
一句话。这是第二轮巡察进驻前，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建民对巡
察干部的纪律要求。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
己。巡察进驻前，每个巡察干部都要签
订巡察承诺书，承诺紧紧依靠被巡察党
组织开展工作，不干预被巡察单位正常
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职责，不对重要情
况和重大问题作个人表态，决不接受任
何形式的宴请，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馈
赠，决不泄露任何秘密，决不发生任何以
巡谋私行为……这一轮巡察，268 名巡
察干部带着承诺，牢固树立“应发现问题
而未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如实报告
是渎职”的观念，牢记保密、廉洁、生活、
工作等纪律要求，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
户，行走在27个贫困乡（镇、街道）。

巡察，深得干群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给巡

察干部发出短信表示欢迎。一名村干部
坦言：“说实话，巡察干部来，我们心里也
很紧张，但是事后看来，我们服、欢迎。
巡跑了‘恶人’，巡来了好风气，巡出了规
矩，巡出了群众的满意，这对我们以后开
展工作也是很有利的。”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攻坚路上，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更多基层一线
的党员干部在为脱贫攻坚日夜坚守。”驻
郏县王集乡巡察组组长周宏伟动情地
说，“我们每轮才来多少天？也就个把
月。人家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干部一来
就是两三年，有些乡镇干部甚至在基层
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们身上的精神，也
是我们巡察干部要学习的，只有大家共
同保持顽强的作风和拼劲，才能满腔热
情地推进脱贫攻坚。”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市各级各部门
在共同战斗。2012年以来，为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推动脱贫攻坚，
市委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农村任第一书
记。他们扎根基层，艰苦奋斗，乐观向
上，无私奉献，有力推动了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巡察期间，免不了要和驻村第一
书记、乡村基层干部打交道，他们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巡察干部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学在行动中。

“前段时间驻村第一书记轮换，宝丰
县周庄镇中和寨村群众听说第一书记史
英杰要回原单位，坚决不让走。”驻宝丰县
周庄镇巡察组组长王英敏说：“我们巡察
干部也要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才能听到
实话、察出实情，巡出有价值的线索。”

驻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巡察组组长任
艳莉也深有感触：“石龙区一名第一书记，
眼球因疾病严重感染，仍坚守扶贫岗位。”

“不伟岸，却把整个山村承担。肩上
一副担，担责任，扛肝胆；心中一团火，暖
百姓，守誓言。脱贫攻坚的长征路上，你
没有振臂一挥，却走在乡亲们的最前
面。”在 2017 年“最美扶贫人”叶县精准
扶贫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评委会对平顶
山日报社驻叶县夏李乡彦岭村第一书记
张国军的颁奖词，真实地写出了扶贫人
的“大美”。

驻叶县田庄乡巡察组组长常东华
说：“驻村第一书记、乡村两级干部身上
彰显出来的精神时刻感染着我们巡察
干部。巡察中，哪怕是再小的问题，也
要一个一个揪出来、查清楚，给群众个交
代。”

“脱贫攻坚战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
时期，对扶贫领域巡察的目的是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李
建民说，“基层干部身上的作风精神是此
次巡察干部驻扎基层的别样收获，是榜
样，更是力量，对全市巡察队伍的工作作
风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全市巡察干
部正带着市委重托、带着责任担当、带着
对贫困群众的深厚感情，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和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综合实力
重返全省第一方阵贡献着力量。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本版图片均由市委巡察办提供）

打铁必须自身硬
有铁一般的纪律，才能擎
得起巡察利剑

我是一名巡察干部
只有巡出实效，才能不辜负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攻坚路上，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只有共同保持顽强的作风
和拼劲，才能满腔热情推进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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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30日，雪天，驻鲁山县库区乡巡察组组员高慧丽、李森到
贫困村走访。

去年11月6日，驻郏县王集乡巡察组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长周宏伟带领组员重温入党誓词。

今年 1 月 23 日，市纪
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
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刘颖深入鲁山县
四棵树乡合庄村，调研指
导巡察工作。

今年 1 月 20 日，驻鲁山
县瓦屋镇、土门办事处巡察
组组长马建明召开巡察组全
体会议，安排部署巡察工作。

去年11月9日，驻叶
县夏李乡巡察组组员李
红阳到贫困户家中了解
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今年1月29日，驻鲁山县观音寺乡巡察组组员到该乡西桐树庄村走访途中，
车辆打滑，几名组员推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