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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谱写忠诚，榜样引领前进。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市纪委监委
举行“学党史 学先进 努力为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贡献”主题演讲比赛，
来自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17名选手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时代楷模周永开的一系列
先进事迹，阐述了对党忠诚、干净担当的理想信念，抒发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真挚情
怀。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动容，现刊发获奖选手作品，以飨读者！

我时常在想，人的一生能有多长时
间的坚守？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
冬，从少年到老年，周老用他的一生给
了我最好的答案，每日每夜、每时每刻。

入党76年来，有人说他是人民的父
母官，有人尊他是花萼山的守护神，有
人敬他登山不畏险路、治腐不惧强压。
可我们似乎都忘了，这个伟大的老人，
也曾是少年。

1945 年，在巴中的奇章中学后山
上，一位少年右手紧握成拳，庄严地对
着党旗，掷地有声地说出“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生”。这一年，您17岁。在那个
硝烟四起、人人自危的年代，您却毅然
决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可是会掉
脑袋的事啊。可当93岁的您回望起此
刻，您欣慰地笑了，您说那是您一生中
最荣耀的时刻。

1984年，您56岁，是原达县地区纪
委书记，当时您主持查办了轰动全国的
大案——李作乾违法乱纪案。要知道，
李作乾不仅是地区罐头厂的党委书记，
也是一位从解放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
地下党员，要处理他谈何容易。但人民
的利益大于天，您不顾打击报复、威胁
恐吓，更立下了“处理不了李作乾，那我
宁可不当这个纪委书记”的军令状！最

终您成功让李作乾认罪伏法，您用一身
正气捍卫了初心，用责任使命护佑了百
姓。我们纪检人就是要像您一样，敢于
亮剑、敢于同一切黑恶势力作斗争！

1994年，您66岁。本应在家安享晚
年，可您立志“共产党人退职不退休”，
非要去花萼山造林。可是周老，花萼山
山高路远，环境恶劣，只能住在茅草屋
里，睡在木板床上。一次，您不小心掉
下50多米的悬崖，您瘦弱的身躯上满身
是血，周老，您是否想过，如果那天您真
的醒不过来，您的老伴儿会有多伤心，
此后余生便只有她一人！您的孩子会
有多懊悔，当初就该拦住您去花萼山，
此后留给他们的只有无尽的哀思和内
疚！您的乡亲们会有多心疼，您只是一
个外乡人啊，却来到这贫瘠之地为他们
植树造林，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好不容易盼到您醒来，大家都以为您
会歇歇了，可您却拄着拐杖，又上山了。
有人说您干不长久，而您这一干，就是20
年。风里来雨里去，您用脚步丈量了花萼
山上的每一寸土地，用心血浇灌了每一叶
草木，用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守护了祖
国的绿水青山。您说：“我是自愿去的花
萼山，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山上，上面
栽一棵树，我在下面做底肥。”

2020 年，中共中央授予您“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大家纷纷送来祝
贺，而您却沉默了，您怀念起那些为党
为人民奉献出生命的战友，怀念起在社
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默默奉献的人，怀念
起许多为百姓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
人。您说您出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地
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做了一
些该做的“小事情”，如今党给了您至高
无上的荣誉，您觉得“受之有愧”，这番
胸怀国家、一心只有人民的赤子之心谁
能不为之动容呢。

如今的您，已93岁高龄，入党76年
来，人们都看到了您坚持奋斗的身影，
您守山护林、捐资助学、热心公益、带民
致富，越来越多的人感恩您爱戴您，但
您却说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还不够好。
您的一生，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
风霜而本色依旧。76年了，少年的青丝
虽已变白发，但少年的初心依旧坚定，
奋斗永似少年！

如今的我，在您的引领下，也要做一名
“周永开式”的纪检干部，坚守在监督保障
的第一线、治贪反腐的最前沿、守护公平正
义的最前方，在每一个党和人民需要的地
方！吾辈，愿以周老书记为楷模，在建设

“十四五”、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节点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奋斗，
勇赴征程！ □张红铃

初心坚定不改 奋斗永似少年

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打仗时冲
锋需要旗帜的指引，人生和事业也需要
榜样的引领，而周老书记，就是我学习
的榜样和引路旗帜。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分享一下我
学习周老书记事迹的一段心路历程。

18 年前，我从大学校园里，作为全
军首批在校大学生入伍来到了陆军第
54集团军。

新兵入营第一课，政委说，我们这
个部队，是北伐战争中叶挺大元帅的铁
甲劲旅，是八一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的
起义军，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
量，也是保卫党中央长征路上的急先
锋。部队征战中涌现出飞夺泸定桥 22
勇士和强渡大渡河、奇袭腊子口、飞越
娄山关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在近百年
的征战中，熔铸形成了“铁的忠诚、铁的
信念、铁的担当、铁的纪律和铁的团结”
这“五铁”精神，被党中央和人民赞誉为

“铁军”！
从哪一刻起，“五铁”精神和 22 勇

士，成了我精神的支柱和榜样，一路引
领我前行，使我在军事斗争最前线没怕
过，洪水袭来没退过，汶川灾区没歇过，
摔打磨砺没停过。

2019 年，因为军队大改革、部队大
整编，还要千里移防，我想着自己年迈
的双亲无人照料，选择了主动退役。当
我像撕下自己皮肤一样脱下自己军装
时，我以为，我的人生从此失去了“铁
军”，也失去榜样，更迷失了方向。

2019年10月8日，是我此生中最难
忘的日子之一，因为这一天，我在一摞
学习资料里，看到了让我无比兴奋的两
个字“铁军”。

后来，我学习了周永开老书记事迹
后，再一次次听到委领导说，我们是一
支“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敢于善于
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时，我惊喜地感
到，此“铁军”虽非彼“铁军”，但这支“铁
军”也有“五铁”精神，也有我的榜样。
她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这支“铁军”也是
党的过得硬的铁军，请看：

我们达州的纪检监察干部，无论审
查调查，还是线索处置，从无跑冒漏滴
失泄密，这个纪律铁不铁？

我们达州各级纪检监察机构，不惧
歪风邪气，敢于亮剑执纪，仅十八大以
来就立案万余件，拍蝇打虎万余人，这
份担当铁不铁？

我们的周永开老书记，永远为了
党，一生追随党，毕生献给党，这份忠诚
铁不铁？

我为我再次进入“铁军”队伍而自
豪，为我再次找到榜样而振奋！

我循着老书记战斗过的地方，一步
一步地去学习感悟老书记的精神，走得
越多，学得越深，感悟就越浓烈：

想当初，我因军队转业干部不算任
职时间，自己在省委、省政府几个部门
的笔试面试都名列前茅，却因户口限
制，进不了成都，感到前路渺茫。反观
周老书记：组织要提拔他的爱人为副县
级领导，他却主动拒绝；他坚持原则办
了案而自己却提前退了休，他始终无怨
无悔；他一生清贫住在陋室，却始终乐
观豁达。

在一次次对比中，思想一次次碰
撞，碰撞越发激烈，我就愈发惭愧。

我生长的时代比他好，物质生活比
他富，工作待遇比他优，而奉献付出却

比他少，我还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怨天怨
地怨命呢？

可能大家都一样，在我们人生路上，
总是会遇到感情不顺、家庭不幸、进步受
挫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怨天
尤人，我们失意绝望，我们自暴自弃，但
和周老书记跌宕起伏的一生相比，我们
这点苦、这点痛、这点伤，又能算什么？

一生追随党，永远守信仰——他是
思想灵魂锻造师！

个人得失全不顾，一心只做好公仆
——他是人生事业好导师！

顶住压力办大案，花萼山上不通电，
我就去跳玄天观——他是铁军好战士！

我要感谢我们这个团队，是她让我
重新拾起了“五铁”精神！

我要感谢周老书记，是他让我看到
了人生路上继续前进的灯塔！

承担使命，知易行难，自我党一大
代表泛舟嘉兴南湖，春秋已过百载，一
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历史巨变，当年的
一叶扁舟已成为行稳致远的巨轮。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抚摸着胸前的党徽，仰望着周老书

记这面旗帜，我感到：荣誉和成绩只属
于昨天，明天的辉煌还要靠无数个今天
来创造！

“五铁”精神不能丢！
对党忠诚不能假！
艰苦奋斗不能停！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更不能忘！
让我们在周老书记精神的鼓舞下，

高擎反腐利剑，敢于较真碰硬，为达州
这座傲立于川渝陕大地上的辉煌大厦，
当好“啄木鸟”，做好“清道夫”，为祖国这
艘复兴号巨轮加油鼓劲，以优异成绩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陈壮军

榜样引领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忠诚，是共
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
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
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
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

而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 93 岁高
龄，76年党龄，用为民、务实、清廉书写
着对党忠诚的优秀党员干部：

“他很寒酸”。仅有50平方米的房间
里，一张痕迹斑驳的沙发、一个陈旧不堪
的衣柜、一张掉了漆的茶几和一台几乎像
古董的旧电视机，便是这个家里的所有陈
设。但他却主动把单位集资的150平方米
的大房子留给了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他很抠门”。没有给老伴买过一件
首饰，没有给儿女送过一件礼物，却先后
自费资助了近400名贫困学生，捐赠助学
金10万元，缴纳特殊党费10万元，2020
年武汉抗击疫情他再次捐款10万元。

“他爱管闲事”。离休后，放弃了在
城里安享晚年的生活，拄着拐杖到达州
最偏远的万源花萼山当起了守林人，这
一守就是20多年，硬是把原来的穷山恶
水，治理成绿水青山。有一次在巡山时，
他不慎摔伤昏迷，就差那么一丁点，就把
命留在了大山。醒来后他却倔强地说：
我是自愿去的，死了就死了，在哪里死了

就埋在哪里，就当给树做底肥了。
他就是说出那句“共产党人只要把

群众当成亲人，群众就不会把我们当外
人”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周永开。他就
是向组织和人民庄严承诺，把积蓄捐给
有需要的人，把房子捐给政府，死后把
遗体捐给医学院，把能捐的都捐出去的
达州市离休纪检干部周永开。

周老鞠躬尽瘁的公仆形象、大爱无
疆的家国情怀，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
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达州人。在我的
身边，就有这样一群誓做周永开式的纪
检监察干部——他们淡泊功名与利禄，
远离鲜花和掌声，清晨、黄昏有他们埋
头苦干的身影，田埂、厂房有他们坚定
不移的脚印。由此我想到了宣汉县纪
检监察干部康正义，人如其名，一身正
气，干纪检监察工作8年来，面对腐败案
件，他始终敢于较真碰硬。有人劝他不
要生事，有人提醒要注意团结，还有人
扬言说要报复，他却从未有过退缩，他
说，如果害怕我当初就不会入党，如果
害怕我就不当这纪检干部。这8年来因
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得到省、市、县纪委
监委表彰。当他骄傲地把沉甸甸的荣
誉拿到家人面前时，68岁的母亲却哭了
出来。母亲说：“儿啊，干工作别太拼命

了，妈想要你平平安安的。妈老了，害
怕……”电话那头的康正义鼻子一酸，
沉默了几秒说：“妈，您放心，我没事。”
后来，我们了解到那通电话是因为68岁
的母亲生病住院，左盼右盼都没能看到
儿子回来探望，碰巧在病房里看到电视
播放湖北一名纪检干部因公牺牲的新
闻，当妈的担心，害怕呀。同志们，康正
义就是誓做周永开式纪检监察干部的
一个缩影，不信，您看，办案地点那通明
的灯火可以作证，家中那翘首以待的白
发双亲可以作证。有的同志手术不久
就立即回到办案一线；有的同志丢下嗷
嗷待哺的孩子，一头就扎进案件卷宗
……每一名纪检干部都在用青春书写
着忠诚，用忠诚铸就着担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可坚
守！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能无
悔！在达州，还有一群坚守初心的“90
后”纪检干部，看，他们在脱贫攻坚的第
一线，他们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他们
在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前方，他们要对廉
洁楷模周爷爷说，我年轻，我先上！他
们要对前辈们说，新时代，看我的！

是的，同志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今天，正青春的我们使命在
肩，责任重大，让我们以周老书记为榜
样，像他那样地爱党爱国，像他那样地至
真至纯，坚持干字当头、快字为先、好字
至上，为达州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贡献
纪检力量！在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的伟大征程中展示青春风采！让我们向
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唐富菊

奉献谱写忠诚 青春绽放光彩

站在这里之前，我查阅过很多关
于信仰的资料，可我现在仍旧无法准
确说出信仰是什么。我只知道信仰
像什么，它像一束光，点亮星星之火；
它像一团火，照亮前行的路；它像一
条路，指引未来之门……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沿着这条
时间线，去感受一位共产党员、一位
纪检干部坚守的信仰。

1945 年，17 岁的周永开握指成
拳、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尽管周
永开压低了声音，但那澎湃的激情却
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间，他说，“党旗真
红，感觉血液都要燃烧起来了。”信仰
的种子在年少的心间萌芽，要做有益
于党有益于群众的实事，这，是他对
党许下的承诺。

时间来到了1984年，56岁的周永
开坐镇罐头厂，扳倒李作乾。一时间，
打招呼的、说人情的，甚至拿子女前途
来威胁的，都如潮水般涌向了周永开，

“管他哪个，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严
办！”这，是一名纪检人坚守的底线。

那是2006年的一个清晨，为了巡
山护林，周永开一不小心跌下了3米
高的石坎，头部无法动弹，连呼救的
力气都没有。在中心医院治疗的三
个月时间里，周老的家人不知偷偷抹
了多少眼泪：“你这又是何必嘛！”当
时的他已年近八旬，从纪委书记岗位

上离休 15 年。这 15 年，他的足迹踏
遍了花萼山 11 个乡镇 30 个村；这 15
年，他用坏了19根拐杖，每一根拐杖
下，都有着村民悄悄给他钉上的防滑
钉；这 15 年，他自掏腰包让 500 多亩
荒芜之地重拾新绿。“把绿色还给大
山”，这个诺言他真的做到了。

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是什么支
撑着他沿着这承诺、守诺、践诺的路
一直走下去，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是的，信仰。他曾面对党旗宣誓，要
做有益于党有益于群众的实事。那，
我们呢？我们也曾面对党旗许下誓
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说，错了，我们怎么跟周老比，
我们庸庸碌碌，被凡尘滋扰、困顿，我
们跌落尘土，暮气沉沉……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可是我
却无法思考，因为我的脑海里一直在
闪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是一盒“速效救心丸”，只有
庞佑凡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为了处理
急剧增加的案件，熬更受夜是常事，
彻夜难眠是常事，困了，就在沙发上
打个盹儿；饿了，就吃桶方便面；渴
了，就喝瓶矿泉水，那天，已经连续几
天通宵达旦的他突然感觉呼吸困难、
胸口剧烈疼痛，起身的一刹那，一个
踉跄便栽倒在了办公室的地板上，速
效救心丸差一点没能救下他。

这，是纪委大楼临街的一扇窗

户，只有熊成和知道它为何有一个
孔。在那前一天，他拒绝了调查对象
送的两万元红包，把最关键的证据带
回了办公室。时至今日，他依然不想
回想当时的场景，他不想再回忆那

“砰”的一声巨响，更不敢想象如果自
己当时坐在那里，后果会是怎样。面
对同事们关切的询问，他只是淡淡地
说:幸好，我当时去饮水机旁接水来着
……可在那苦笑声里，我分明感受到
了心酸和无奈，面对生命，谁不敬畏
呢？面对诱惑，谁不心动呢？面对威
胁，谁又不害怕呢？可，为了守护连
我们自己都不曾察觉的信仰，我们时
常只能将家人妻儿抛诸脑后，时常只
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们，没有泼墨流泻的赞誉，只
有警钟长鸣的坚守；我们，没有惊天
动地的壮举，只有惩贪治腐的勇气；
我们，没有可歌可泣的伟业，只有秉
公执纪的赤诚。

落叶知秋色，平凡见伟大。
周老，是那道永恒的光，当我们

庸庸碌碌、默默无闻的时候，它指引
着我们前进，鞭策着我们奋发。当生
命在悄无声息中流逝时，我们只需记
得，周老苍劲有力的一撇是“坚守的
信仰”，而新一代纪检人遒劲挺拔的
一捺是“忠诚的力量”。

此刻，我想再轻轻抚摸这枚鲜红
的党徽，我用一颗虔诚的心，把它擦
得透亮。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信仰，
这就是前行的方向。 □朱迅

用信仰之光点亮生命之火

有一句说得真好：未经世事，看
山是山，看水是水；随着涉世深入，便
发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一旦
铅华洗却，茅塞顿开，归于自然，便又
发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句
话既有诗意，又有哲理，让我有新的
感悟：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披荆斩
棘，胜利迎来了百年华诞，这是举世
无双的壮举，这是巍巍昆仑般的丰
碑！再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周永开
同志，则是令无数人效仿的榜样，敬
仰的高山，更是我心中的绿洲！

我从媒体上了解到了周永开同
志的先进事迹，他的精神，尤其是他
那铁面无私的形象，影响了我，毕业
后，在众多的公招职位中，我毅然选
择了纪检监察这个神圣的部门，并如
愿以偿，圆了我个人的梦想。

入职以来，我看到我的同事们顶
烈日、冒风雨，奔波在下乡路上；经常
是三更灯火夜战，加班加点；而且工
作涉及保密，还时常被误解、埋怨甚
至被打击报复。这才发现纪检监察
工作苦，纪检工作累！此时的山也不
再是山，水也不再是水。这时，我想
起了周老在党课中这样说：“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终身，就是要奋斗到

你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这句话
让我深受震撼与感动，周永开同志在
纪检监察岗位上，能够做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周老靠的是
什么，我想，靠的是对党的信念与忠
诚！是啊，工作再难，难得过党的百年
奋斗史吗？工作再苦，苦得过红军二
万五千里长征吗？这样一对比，我找
到了信心，学习榜样的决心更坚定不
移！

周永开同志的先进事迹，让我对
纪检监察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作
为一名纪检人，他敢于和腐败作坚决
斗争。在查办李某某案件时，有“保
护伞”们的阻拦，有来自外界各种各
样的压力，甚至有赤裸裸的威胁，但
是周老毫不妥协，敢于斗争，敢于亮
剑，查清了李某某违法乱纪的事实。
纪检监察干部需要这一份敢于“逗
硬”的精神，因为只有你敢，才能真正
维护人民利益，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纪检监察系统需要这一
份“敢”，因为只有你敢，才能真正锻
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
铁军。周老用他的“敢”，彰显着我们
纪检监察人的精神。

作为一名党员，周老从入党的第

一天起，就把忠诚植根于心中，把信
仰落实在自己所做的一件又一件为
党为民的好事、实事中。他把党和人
民的事情看得很大很大，把个人的得
失看得很小很小。他甘于平凡，淡泊
名利，真正体现出共产党员我将无
我、为党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正如
老子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自
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周
老的一生，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光辉
的一生——干惊天动地的伟业，做默
默无闻的英雄！我相信此时在周老
眼中，他所看到的山还是那山，水还
是那水！

学习周永开同志，要把周永开同
志活到老，学习到老、奋斗到老、奉献
到老的精神融入贯彻到各级党代会
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中去，体现在纪
检监察工作中，服务于全国、全省、全
市、全县的工作大局和各行各业。

作为新一代纪检监察干部，我们
的路还很长，想要行稳致远，就要像
周老那样遵循初心指引，践行神圣使
命，汲取那份纯粹、品味那份担当、坚
守那份信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守
护好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冲刺“十
四五”奋斗目标，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赵晏羚

我心中的绿洲

奉献谱写忠诚 榜样引领前进
——市纪委监委“学党史 学先进 努力为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贡献”主题演讲比赛获奖作品摘录

编者按：

我是纪检战线的一名新兵，刚出
校门就入职场。普通的岗位，平凡的
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荡
气回肠的故事。作为一名95 后的青
年，该怎样去找准自己的坐标、实现
自身的价值呢？我为此困惑过、迷茫
过，直到，我知道了周永开的故事。

周老的事迹，相信大家已经很熟
悉了。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初心，用一生的情怀诠释了领
导干部“标杆”的意义。如果，将周老
的事迹拍成一部影片，我想，那不一
定会有很多票房。因为，他的事迹并
不壮烈，也缺乏传奇。但是，在他平
凡的故事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不平
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叫信仰！

是的，信仰！唯有信仰，才能支
撑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不
计回报。唯有信仰，才能让一位鲐背
之年的老人，焕发出穿越岁月的力
量，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榜样！

信仰铸就忠魂，标杆传递力量。
这样的标杆，或多或少、或高或低都
在我们身边存在着、矗立着。正因为
这些标杆的存在，正因为有了向标杆
看齐的意识，才有了我们这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队伍。

王国凤，原渠县纪委监委审理室
主任。31 年来，他所经手的案件近
2000件，却从未出现任何纰漏。有人
私下打听案情，他当场回绝；有人为
求宽恕而送礼，他断然不接。20多年
前，一位违纪的亲戚找到他请求“放
过一马”，被他拒绝了。从此，他就被

贴上了“一根筋”“冷血人”“六亲不
认”的标签。亲戚断了来往，家人也
不理解。在退休告别会上，他的一句
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干了
一辈子的纪检工作，我可能得罪过不
少人，但从未得罪工作！仅这一点，
我就问心无愧！”

去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按照县委要求，机关里的所有干
部都被派到一线摸排走访、卡点执
勤。已经退休在家，且身体状况一直
欠佳的王国凤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县
纪委书记：“书记，在生死关头，您不
能忘掉我这个老党员！让我躲在安
乐窝里，我不干！”在他的执拗下，领
导只好松口。于是，这位工作31年从
未休过年假的老纪检，又走上了疫情
防控的新岗位。

冷与热、刚与正、拼与干，其实这
才是纪检干部的真正标签。这个标
签，饱含着对歪风邪气的横目冷对，
对本职工作的忠诚有为，对人民群众
的深情热爱。

去年年底，开展千名纪检监察干
部进万家活动时，一大早我和我的同
事们就到了宝城镇石庙村一位贫困
户老人家中进行走访，刚踏进院子，
没想到镇派出所长已经在院中跟老
人交谈着什么，询问后才知道原来是
老人的鸡被偷了。看着忙前忙后的
干警、一堆专业的勘察工具，我小声
嘀咕着，不就是丢了几只鸡嘛，用得
着这么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吗？当时
在一旁的派出所所长听到后，语重心

长地跟我说：“这几只鸡老人养了快
一年了，就等着在外打工的儿女回家
过年吃，几只鸡不是什么大事，但群
众再小的事那都是大事。”当时我的
脸就红了，听着老人悲戚的话语，打
量院里破旧的房屋，顿时悟出派出所
所长话中的深意。被偷的哪是鸡啊，
那是老人对儿女归家的期盼啊！于
是我暗下决心，主动请求与派出所的
同志们一起要帮老人把鸡找回来！

当时年关将近，返乡过年的村民
逐渐增多，为走访排查增加了难度。
但这些都没有成为阻挡我们的理
由。衣服鞋子被泥巴糊得到处都是，
换一身就是；天寒地冻，搓搓手哈哈
气又接着走，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基层
干部们的不容易。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艰难的线索寻找和技术侦查，我
们打掉了一伙专在偏远山区作案的
偷鸡惯贼，挽回了村民们的损失。遗
憾的是，由于在找线索上耽搁了几天
时间，破案时被偷的鸡已经被卖掉。
当我们把追回的钱送到老人手上时，
老人浑浊的双眼竟然老泪纵横，一个
劲地对我们说：“谢谢了，谢谢了！”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习近平总
书记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从周永开到张渠伟，从王瑛到李
林森，从铁面无私的纪检主任到心系
群众的派出所所长……他们忠于信
仰、服务人民、引领潮流，这就是标杆
的意义、先锋的力量！标杆之下，仰
望就是信仰，跟从就是答案，前行就
是方向！

□盛麒霖

向标杆寻找答案

获奖名单：
一等奖：宣汉县纪委监委唐富菊；二等奖：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陈壮军、达

川区石桥镇纪委副书记张红铃；三等奖：宣汉县纪委监委赵晏羚、渠县纪委监委盛麒霖、
开江县新宁镇纪委书记朱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