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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丰平）“清如秋菊何妨瘦，廉
似梅花不畏寒”、“家庭应是廉政的港
湾，而不应成为腐败的漩涡”……近
日，无论是散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廉
政文化公园，还是漫步在县城大街小
巷，都让人感觉到阵阵“清风”迎面吹
来。傍晚，夜幕下的公交车候车亭张
贴的廉政宣传画和城区中心大型
LED屏幕播放的廉政公益广告，犹如
黑夜中的指明灯，指引着通向光明的
人生道路。

近年来，陵水注重廉政文化“润物
细无声”的潜移默化教育功能，结合实
际，深入挖掘本地廉政文化资源，大力
营造廉政文化氛围，以廉政文化建设
促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在公园悬挂廉政标语挺好的，一
方面宣传廉政文化，加强警示教育；另
一方面提倡良好家规家风，发挥家庭
廉内助作用。”来自河北的退休老干部
蔡大爷是陵水的“候鸟”一族，住在陵
水廉政文化公园附近，时常到公园散
步，对该县加强廉政文化的做法表示
赞许。

“县纪委监察局年前悬挂的廉政
标语、警示标语，张贴的廉政宣传画，
让人有一种敬畏的感觉。”该县一干部
表示。让党员干部产生“敬畏”的感
觉，正是该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
廉洁从政价值观所取得的成效。

为切实提高廉政文化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该县利用元旦、春节等重要时
间节点加强廉政文化宣传。今年春节
前夕，该县组织在县廉政文化公园悬
挂廉政标语102幅，在县城21个公交
车候车亭制作廉政宣传画38幅，在县
广播电视台、县城大型LED屏幕不间
断播放廉政公益广告，多载体、多渠道
宣传廉政文化，积极营造浓厚的廉洁
过节氛围。除此之外，该县每周还通
过廉政短信平台、“陵水廉政”微信公
众号给全县党员干部发送廉政短信和
廉政小故事，2016年共发送13003人
次，做到时时敲钟，刻刻警醒。

在强化宣传效果的同时，该县还
将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与党员干部警示
教育活动相结合，开展了“寻找身边的
勤廉榜样”、“警钟长鸣——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展”、“组织领导干
部配偶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签订助
廉承诺书”等系列活动，号召党员干部
向榜样看齐，并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通过廉政文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培养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的
品行，铸牢理想信念，提升纪律、规矩
意识，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廉政文化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作用，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引
导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廉洁行为。今
年，该县纪委监察局将创新载体、推陈
出新，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力度，积
极营造拒腐尚廉的良好从政氛围。”该
县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廉政文化“润物细无声”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谭龙圆

“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勤廉为百姓 清风暖万家”……在三亚
市河东路“廉政文化一条街”上，20多幅廉政公益灯箱广告牌格外醒目，时常吸引行人和游客
驻足观看。这条文化街创建已有10年，宣传内容由三亚市纪委每年不定期进行更新，向广大
人民群众传播廉政文化，弘扬社会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着力打造廉政文化品牌，发挥廉政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倡导和
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着力营造崇尚
廉洁、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

廉洁清风传万家 风清气正润琼州
——我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彰显文化自信综述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丽）“知足之修成淡泊操
守，自律之为扬清廉正气”，“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廉为盾，坚不
可摧”……走进澄迈廉政文化广场，廉
政格言、廉政漫画、国学经典诗句不时
映入眼帘，这些诗句犹如一股清风，徐
徐吹入百姓的心中。

近年来，澄迈县纪委积极探索廉
政文化建设新途径，利用街头廉政文
化宣传点作为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重
要载体，精心搭建廉政文化建设新平
台，将廉政文化、爱心文化、国学文化
元素融为一体，通过廉政国学书画展、
廉政主题演讲比赛、国学经典学习测
试、巡回放映优秀廉政电影等形式，引
导党员干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
取启迪，增强其归属感、责任感和文化
自信，营造风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银，
仓有栗，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这
是去年端午节期间，澄迈县纪委给党
员干部发送的廉政短信内容。澄迈县
纪委每逢春节中秋国庆等重大时间节
点，定期向全县党员干部推送廉洁过
节短信，把讲规矩、守纪律理念从指间
深植到党员心田。

“慎独者不姑息自己的错误，慎独
的本质在于内心的诚实与客观，唯有
如此，才能以最公正的眼光观照自身
与外界，以期发展与进步。”这是“澄迈
廉政”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一篇题为《慎

独，是一种修心！》的廉政文化文章，文
中倡导党员干部要耐得住寂寞，踏踏
实实做人做事。

在互联网时代，澄迈县坚持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将澄迈廉政网
和“澄迈廉政”微信公众号打造成廉政
文化建设重要传播平台，定期向党员
干部传播“清风”，并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澄迈廉政”微信公众号LOGO与
卡通动漫形象，展示纪检监察机关和
纪检监察干部“正义、清廉、爱心“的形
象。

除此之外，澄迈县还向各乡镇定
期发放廉政文化推广品，弘扬廉政文
化精神，编排廉政文化节目三句半《纪
检人》，通过“一镇一演”舞台深入各乡
镇巡演，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吸引
力和渗透力，真正把廉政文化以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为营造廉政文化氛围奠定良好的群众
基础，潜移默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守规矩、讲纪律。

“下一步，我们将高位策划、推动
‘澄迈廉政’形象‘啄木鸟’动漫产业链
发展，打造澄迈廉政文化创作传播平
台，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将廉政
文化的传播作为营造良好党风政风行
风和社风民风家风的突破口，弘扬文
化正能量，做大做强廉政文化、爱心文
化、国学文化‘三足鼎立’文化自信格
局。”澄迈县纪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精心搭建廉政文化建设新平台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何丽娥）“勤廉为百姓、清风
暖万家”、“执政以廉为先、为官以勤为
本”、“一身正气为民、两袖清风处
世”……这一幅幅刚劲有力、灵动潇洒
的廉政书法被参观的市民称赞不已。
为深入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今年春节
期间，三亚市纪委监察局在临春岭公
园举办主题为“风清气正迎新春”书法
摄影作品展，将廉政文化与书法、摄影
相结合，通过妙笔、镜头树清风，扬正
气，让广大干部群众在享受书画摄影
艺术中接受廉政文化的洗礼。

这是三亚市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模
式，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生动镜
头。2016年以来，该市纪检监察机关
围绕建设“廉洁三亚”目标，不断创新
廉政文化传播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有特色、有影响的廉政文化建设活
动，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弘扬崇廉尚洁
的风气。

近年来，三亚设立了多个反腐倡
廉教育基地和廉政文化示范点，开展
了一系列廉政主题活动，对社会风气
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2016年，三亚
市以“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为题，
先后开展了廉政法规知识竞赛、廉政
文化巡演、廉政书画展览、廉政文化进
家庭等精品活动，同时，制作廉政灯箱
广告牌，将三亚河东路打造成廉政文
化一条街，向人民群众传播廉洁文明

的新风尚。活动期间，各廉政教育基
地接待人数均超以往，仅“梅山廉政教
育基地”、“启园教育基地”在活动期间
就接待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近10万人
次。

“欢天喜地迎新年，礼尚往来行节
俭，亲朋团聚情为重，欢度佳节勿忘
廉”、“清正邀明月，廉洁迎国庆！”通过
在春节、端午等我国传统节日，三亚市
纪检监察部门向全市党员干部发送

“廉政短信”，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节日
期间遵规守纪，营造了浓厚的廉洁过
节氛围。2016年2月，三亚市纪委监
察局网站“天涯清风”升级上线，权威
发出反腐倡廉信息300多条，为弘扬
廉政文化发挥主力军作用。

居住在三亚市天涯区的王启正老
人，家庭和睦文明，他以传统的家规家
训、以优良革命传统道德的教育，热心
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受到公众好评，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此，三亚市
委市政府深入挖掘王启正传统好家风
家训廉政文化资源，打造了“启园”这
一廉政文化教育示范品牌。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
廉中的重大课题，是在新形势下解决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胜
利的重要途径，下一步，我们将把深
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作为长期制度，
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夯实反腐斗争的
社会和文化基础。”三亚市纪委负责
人表示。

不断创新廉政文化传播形式

“2015年11月16日，在五指山市河南
西路步行街上，一条构思新颖、色彩鲜艳、凸
显少数民族特色的‘廉政文化百米长廊’建
成并投入使用”；“2016年10月24日，澄迈
县‘弘扬国学文化 建设廉洁澄迈’廉政书画
作品巡回展在县委礼堂拉开序幕”……

注重廉政文化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传播平台建设，是海南省廉政文化建设的
一大特点。省纪委定期对我省廉政文化
建设情况进行宣传报道，还利用“海南廉
政”微信公众号、“海南廉政网”等新兴网
络媒体平台，通过“宣传教育”等栏目，充
分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规范、凝聚功能，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鉴古知今、廉洁从政，
推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我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也在同级主
要新闻媒体上开办多个反腐倡廉栏目，定
期宣传廉政文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掀起传播廉政文化热潮，彰显文化自信，
营造全面从严治党舆论氛围。三亚市委
还积极发挥家庭在廉政文化建设和社会
风气改善中的独特作用，开展寻找“最美
家庭”和“好家风好家训好家书”征集宣传
展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省纪委六届七次
全会上，万宁市北坡镇76岁老人蔡松庭老
人通过凡人善举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事迹，
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万宁市北坡镇
76岁老人蔡松庭，以送煤气为业，一罐煤
气60斤重，肩扛手提才挣得10元钱。他

生活很苦，一件衬衣要穿七八年，但是面
对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却毫不犹豫伸出援
手。去年，他就拿出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
元钱捐献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特困大学
生，这得背多少煤气罐啊！”，“我们有些党
员领导干部和蔡松庭老大爷比一比，就能
比出高山低壑、泾渭美丑。”，“普通人能做
到的事，共产党员更应该做到！”。

“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加
大投入，继续打造海南廉政文化品牌，不
断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感染力、渗透
力，传播正能量，以品牌建设彰显文化自
信，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开展。”省纪委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

近年来，我省廉政文化建设还注
重从海南优秀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中
获得滋养，深入发挥“廉政品牌”的影
响力，借助新闻媒体的优势和作用，传
播海南声音，打好“海南牌”，让廉政文
化如春风化雨，滋润琼州大地。

我省通过举办“纪念海瑞诞辰
500周年学术研讨会”、琼剧《海瑞》巡
回展演、《清官楷模 廉政师表—海瑞
生平事迹展》、《回望大明—海瑞生活
的时代展》、国际旅游岛讲坛专题讲座
以及《廉政文化书法展》等活动，全方
位、多视角地展现海瑞清正廉洁、铁腕
执法、耿介忠义的一生。该系列活动
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深入挖掘海南特

色廉政文化资源，继承和发扬海瑞精
神，推进我省廉政文化品牌建设，受到
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本次乡土文化戏形式多样，小品
《打苍蝇》、三句半《说廉政、唱新风》、
哑剧《村长盖章》等节目大部分是由屯
昌县本地农民朋友和退休职工自编自
演而成，整台演出突出廉政文化，并融
入了乡土特色，贴近农村，贴近实际。”
屯昌县纪委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时说。

这里所说的乡土文化戏是指省纪
委在屯昌县组织的富有乡土特色的廉
政文化推广演出活动，节目突出“农村
党风廉政建设和乡土文化建设”主题，

从海南传统的乡土文化中找寻与廉政
文化的融汇契合点，挖掘具有本土气
息的廉政文化元素，编排了一台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戏，传播清
正廉洁的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社
会环境。

同时，为了进一步宣传儋州市雅星
镇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牛开成先进
事迹，省纪委还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社科联等部门组织编印《远学
焦裕禄 近学牛开成》学习读本，拍摄牛
开成先进事迹录像片，编排话剧《牛开
成》，并组织巡回宣讲等活动，树立廉政
典型，传播廉政文化，弘扬其作为纪检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时代精神。

近年来，我省立足实际，将廉政文
化创建活动与我国传统节日、精神文
明建设以及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
起来，让廉政文化更接“地气”，发挥廉
政文化教育、引导作用，推动廉政文化
融入党员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一些传统节日到来之前，省纪委
利用“海南廉政”微信公众号推送一些
廉政小文，这些提醒类文章紧贴党员干
部生活实际，轻松幽默，娓娓道来，用深
入浅出的方式诠释着党规党纪。比如，
临近春节，推送《春节将至，有一种温
暖，叫海莲君提醒你》，列举节日期间可

能违纪的六种类型；国庆前夕，推送《国
庆出国（境）注意啥？》，提醒党员干部出
国（境）注意的相关事项，不能越纪律

“红线”；中秋来了，推出《专家学者谈风
清气正过节：让传统的归于传统》，唤起
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敬意……等等。

这也是近年来我省纪检监察机关
紧盯中秋、端午、春节等传统节日节
点，利用微信等载体传播廉政文化，释
放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四风”在重要
节日节点回潮反弹信号，形成风清气
正过“廉节”良好氛围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文化长

廊、漫画、影片巡映、歌曲文艺晚会等形
式，进一步将廉政文化覆盖面和传播渠
道拓宽，提高广大党员群众廉洁意识，
使“勤政廉政”深入人心，凝聚正能量。

“忠心耿耿理国政，谱写历史的新
篇，大扫荡贪官污吏，成绩是如此显然”、

“困难户的得低保，和谐国强乐呵呵”，这
是乐东黎族自治县利用广大农民喜爱的
崖州民歌形式，组织编写的廉政民歌。
崖州民歌韵律独特，语言直白朴素，通过
传唱，让百姓在古老的歌声中接受廉政
文化的熏陶，从思想上、情感上、心理上
产生对廉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

清风化雨，廉政精品滋润琼州大地 清风送爽，传播正能量彰显文化自信

清风徐来，廉政文化融入生活

三亚市党员干部参观廉政文化书法展

陵水黎族自治县廉政文化公园 澄迈县廉政文化汇演 三亚廉政文化书法展（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谭龙圆提供）

澄迈陵水 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