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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德重家风 久久为功塑清朗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为干部家属开展专题培训 、
邀请家属参加廉政谈话……海南多措并举把家风建设融入清廉建设

■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员干部事
业发展的根基。
2021 年 7 月，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国家监委、教育
部、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
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引导党员和领导干
部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不断创新探索，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家风建设深度
融入党风廉政建设之中，让家庭成为坚固的清廉堡垒。从紧盯“关键少数”到
教育引导“关键少数”的身边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督促领导干部增
强纪律意识，
牢牢守住底线，
发挥表率作用，
努力推动清廉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口市纪委监委组织市管领导
干部及其家属参观家风展。

A

9 月 18 日，海南省“一把手”纪律教育
暨“廉内助”家风教育专题班在海口开班，
通过参观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专题
授课等多种形式，为省管“一把手”干部展
开廉洁教育。这是我省首次举办
“廉内助”
家风教育班，并将其与“一把手”纪律教育
专题班合并举办，185 名干部配偶、成年子
女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参加教育班。
“平日里觉得他们工作能力强，
却没想
到背后干了这么多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
益的事情！“
”平时左邻右舍打招呼，
没想到
在这里才了解到他的全部。
“
”一把手”
干部
家属参观时，
“震惊”
是大家提到最多的词，
因为展厅里呈现的案例当事人，不少都是
参观者曾经的朋友、邻居和长辈。
“震惊”
之
余，留给大家更多的是触动和警醒。
对于普通人而言，家风也许是个人小
事、家庭私事，但对党员干部而言，家风家

B

“两个首次”搅热全省家风建设
教不仅关系一身之进退、一家之荣辱，
也关
对他们的廉政教育力度。
系一个地方、一个领域、一个单位的党风政
“两个首次”
掀起我省进一步推动家风
风和社风民风。
建设的热潮，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省委的用
时隔一个月，10 月 17 日清晨，省反腐
心。
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又迎来一支 294 人的大
从近年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的案件来看，家风败坏已经成为党员干
队伍。他们是 2021 年以来我省新提拔和
进一步使用的省管干部，以及干部的配偶
部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七届省委
和成年子女。当天，省纪委监委主要领导
以来，我省查处的省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代表省委在基地对他们进行廉政谈话。这
案 件 中 ，涉 及 家 属 、亲 属 的 占 比 达
是省委首次邀请领导干部的配偶和成年子
45.2%。这其中，既有“用不义之财回馈
女参加廉政谈话。
亲情、弥补亏欠”的，也有“对家属的贪腐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
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还有“家庭成
员齐上阵，形成‘腐败共同体’”的。紧盯
人表示，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领导干部职
位高了、权力大了，廉政风险也相应提高， “关键少数”，瞄准要害问题，采取精准举
对这些“关键少数”开展纪律教育、上好廉
措，结合“作风整顿建设年”的大背景，海
政“第一课”很有必要，特别是今年是换届
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党员干部的“家
之年，这些党员干部直接担负着组织、推
庭”入手，从“身边人”着手，为大家拧好思
动、落实新征程开局起步的重任，
更要加大
想认识的总开关。

加强家风建设是增强党员干部“不想
腐”
自觉的必然要求，
良好的家风既是砥砺
品行的
“磨刀石”
，也是抵御
“四风”
的
“防火
墙”
。打铁还需自身硬，各级纪检监察干部
在家庭家风建设上积极响应、主动作为，高
标准严要求，从自身出发，照镜子、正衣
冠。各市县纪委监委探索创新，
频出实招，
为纪检监察干部家风建设加强引导。
琼海市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干
部家风家教建设，通过不断深挖本土红色
家风文化资源，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传承革命传统，
培植优良家风”
活动，
先后
10 次组织纪检监察干部 300 余人次到红
色娘子军纪念园、杨善集故居、王文明故居
等地，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从革命先辈的
家风故事中汲取“养分”，增强纪检监察干

发挥榜样力量 树立廉洁家风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李雅文

随后的警示教育片和专题讲座进
一步阐明良好家风对干部家庭生活、从
“家风正，于个人可以互相激励共
政立业的重要性，借用古今中外名人廉
同进步，于社会可以推动社会风气的净
政自律事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家属，
化。好的家风是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和
自觉净化家风、涵养清廉作风、树立优
我们分享家风故事的张先云老师就是
良党风。
我们的榜样，很受鼓舞。”在活动现场，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最大的感触
一名前来参加活动的三亚某国企负责
就是家风对一个家庭实在是太重要
人说。
了，我们作为家庭中的成员、单位中的
10 月 15 日下午，市纪委监委、市
螺丝钉、社会中的小细胞，一定要对自
妇联联合举办了三亚市“廉政文化进家
己负责、对家庭负责。”
“ 从严治家、从
庭”活动，当天活动包括最美家风故事
廉行政，我们要把好家庭关和亲情关，
宣讲、观看警示教育片和廉政家风建设
用良好家风引领社会文明新风，为清
专题讲座。其中，家风故事由全国、省、
廉三亚建设贡献清廉家庭力量。”活动
市文明家庭，市最美家庭代表张先云与
结束后，大家热烈交流参加活动后的
大家分享。
心得体会。
作为一名军嫂，2000 年，张先云追
近期，三亚市纪委监委还将举办纪
随丈夫的脚步来到海南，面对生活上的
律教育暨家风教育专题班和警示教育
不便和工作没有着落的困境，
她带着
“归
巡回展等活动。在警示教育巡回展中，
零”
的心态从酒店收银员做起。工作之
特设家风专题板块，展示不同时期优秀
余，不断要求进步的张先云始终保持学
家风故事。
习的劲头，顺利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
三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试，
并于几年后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
“三亚市警示教育基地在筹建过程中，
在努力创业的同时，张先云也不忘
将专门开辟‘家风馆’，并组织三亚广大
家庭。她义无反顾挑起照顾年迈父母
领导干部和亲属参观。市纪委监委将
和年幼孩子的重任。在良好的家庭氛
创新举措，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不断筑牢
围中，一颗从军的种子也在张先云女儿
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堤坝，进而带头树
的心中生根、发芽，她跟随父亲的脚步
立廉洁齐家的家风，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积极献身国防，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海军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
指战员。
（本报三亚 10 月 21 日电）

琼中

多方协作立足长远

最是清风传家远。一个家庭的家风非
传播好家风文化，让清廉好家风吹遍三亚
一日而成，
优良家风代代传承，
才会形成静
千万家庭。
水流深的力量。代代相传，人人参与，
号召
“我们和市妇联组织深入开展寻找
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树立良好 ‘最美家庭’、创建‘绿色家庭’活动，通过
家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需要多部门联动，
分享好家庭好故事，让好家风走进社区、
同向发力，
久久为功。
走进学校、走进企业、走进机关，以身边
今年来，三亚市纪委监委以党员干部
人身边事带动更多家庭树立良好家风。”
家风建设为抓手、以家风活动为载体、以
三亚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据
家风阵地建设为平台、以营造清廉氛围为
了解，截至目前，市妇联“最美家庭”
“绿
目的，深入推进家风建设，为三亚营造风
色家庭”等优秀家庭代表宣讲家风故事
清气正政治生态。在做好党员干部家风
19 次 ，充 分 利 用 三 亚 妇 联 微 信 公 众 号、
教育的同时，三亚市纪委监委还积极发挥
妇女网、微信群等新媒体矩阵，对“最美
妇联等部门的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同向
家庭”
“ 绿色家庭”等各类优秀家庭进行
发力，面向全市开展以“传承好家风好家
事迹展播。线上线下相结合，将家庭美
训”为主要内容的家风建设活动，进一步
德故事不断传播和升华，带动全社会形

C

三亚

成优良家风。
今年 5 月来，省档案馆举办的专题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迎来党政机关和
社会各界数百批次参观。大家在这里学
习共产党人以德传家、以俭持家、以严治
家的优良家风，感受共产党人为民奉献的
革命信仰与廉洁自律的道德风貌。
展览通过家书、家训、图文、影像多媒
体等多种形式展现，用 240 余张历史照片、
7 个专题视频，展示了 34 位老一辈革命家
和革命烈士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优秀共产
党员的家风故事。内容丰富的展览激励广
大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自觉将家风摆在
重要位置，
修好家风建设必修课，养成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的良好风尚。

以身作则争当表率
部的
“免疫力”
。
五指山市纪委监委除了日常教育引导
纪检监察干部带头作树立良好家风的表率
外，还不断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
“八小时以
外”的监督，通过定期对干部进行上门家
访，详细了解干部“八小时外”的生活情况
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印制《五指山市
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规范手册》发放给干部
及家属，进一步规范干部本人社交圈，
同时
让干部家属明白纪检监察干部的行为准则
标准，
引导干部家属加强自我教育和约束，
树立良好家风，
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
的“底线”，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营造
清廉家风。
万宁市在纪检监察系统内开展“四个
一”活动，即开展一次红色家书诵读活动、

一次家风家训征集活动、一次警示教育片
观看活动，一次“廉洁家访”活动。活动内
容聚焦家风建设这一条主线，将清廉家风
建设融入纪检监察干部日常。在落实市纪
检监察干部家访制度的基础上，各镇纪委
把“自选动作”做扎实，围绕“送问候、询家
风、听建议、解困难、讲要求”，对村（居）务
监督委员会委员开展家访。
“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家风教育是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
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
力、拒腐定力的有效途径。”省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各市县和各部门也将相继
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实现纪律教育和家风
教育从“关键少数”到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全覆盖。
（本报海口 10 月 21 日讯）

抓细微促常态 树家风强担当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李金 朱德权
10 月 15 日，
“ 牢记前车之鉴 绷紧
纪律之弦——2021 年全省党员干部警
示教育巡回展”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开展，
不少家风败坏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让参观人员深受触动。
注重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
也是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题中应有之义。除
了展览外，琼中还将开展县委书记、县
纪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组织观看警示
教育片《铁纪护航自贸港》，组织领导干
部及家属到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等家风教育活动，
引导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注重家风建设。
2021 年以来，
琼中县纪委监委把好
家风建设作为推动作风整顿建设工作的
有力抓手，采取多种形式、多项措施，确
保家风教育做在日常、
严在经常，
教育广
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
严格要求子
女，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带头培育良好
家风，
树党风之旗帜、
社风之表率。
做在日常，重点在于从细微处入
手。每逢重要时间节点，全县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
“咬耳扯
袖”
，提醒严以律己，管好身边工作人员

乐东

强化家风建设 筑牢廉洁防线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何书瑶

■■■■■

10 月 17 日上午，
与会人员在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展厅参观。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纪委监委提供
■■■■■

和家属；
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
做好管理、教育、提醒工
作，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培育良好家
风融入组织活动，
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
齐，争做优良家风的实践者和推进者。
同时，县纪委监委充分利用节日、
工会慰问等契机开展家访活动，把家访
作为了解干部、关心干部、监督干部的
有效方式，通过家访活动，引导党员干
部建设以
“廉”
为底色的好家风，将家庭
建设成拒腐防变的“第一阵地”。2021
年以来，县纪委监委已走访慰问了 21
名长期奋战在审查调查、巡视巡察、疫
情防控监督等斗争一线、工作压力较大
的纪检监察干部。
严在经常，重点在于做好警示教
育，警钟长鸣。县纪委监委征订《清风
传家》等读物，发放给全县各党政机关；
甄选查处的家风典型案例，
拍摄成警示
教育片、编排到廉政文化长廊、警示教
育巡回展中，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观看，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正
家风、严家教，把牢廉洁“后院”。通过
“清廉琼中”
微信公众号，宣传好家风故
事、优秀家规家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引导党员干部正本清源、注
重家风建设、培育廉洁家风。
（本报营根 10 月 21 日电）

“开展清廉家风建设，是乐东黎族
自治县纪委监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加强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纪检监
察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对腐败也不
具有天生免疫力。作为纪检监察干部，
更应该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修身
齐家，
作家风建设的表率。”
乐东黎族自
治县纪委监委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过去一个月来，随着省委先后举办
“一把手”纪律教育暨“廉内助”家风教
育专题班和新提拔干部“家庭式”廉政
谈话，
乐东也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
家风建设工作。
为教育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在家风
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乐东县纪委监
委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把家风建
设作为纪检监察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
容，通过开展清廉家风教育会、发放家
风读本、廉洁家访等方式，开展形式多
样的清廉教育，以清廉家风涵养清朗
清风正气。
在乐东县纪委监委近日召开的清
廉家风教育会议上，纪检监察干部和配
偶、成年子女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正风
反腐就在身边之严正家风》。看到片中
的党员领导干部治家不严、家风败坏，
配偶、子女等亲属搞特权、耍威风、违法
乱纪谋取私利案例后，
观看人员纷纷表
示要以案为鉴，
培育良好家风。
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连着党风政
风，直接关系到纪检监察队伍素质的提

高。县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向全体纪检
监察干部发放《清风传家》
《严以治家》
等家风建设读本，
并鼓励干部结合工作
和生活实际从家风建设、廉洁修身等方
面分享交流读书体会。
为推动纪检监察干部清廉家风建
设，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了纪检监察
干部廉洁家访活动。由县纪委监委领
导班子成员带队，利用晚上或者节假
日时间，走进各自分管的纪检监察干
部家中与干部及其家属拉家常、话家
风，引导家属关注并参与日常监督，助
推纪检监察干部净化朋友圈、规范生
活圈。同时对于家访中发现的纪检监
察干部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
进行提醒，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帮
助解决。
县纪委监委还向纪检监察干部
配偶发出“ 树立家庭助廉意识、发 扬
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当好‘ 家 庭纪
委书记’”的倡议，号召广大领导干部
配偶用实际行动筑牢家庭拒腐防变
的坚固防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和美好新乐东建设再上新台阶贡献
家庭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借鉴各地在
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在
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家风建设的
基础上，推动全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树立家风意识，让
‘从严治家、清风
传家’
逐步成为全县各级党员干部的思
想和行动自觉。”乐东县纪委监委主要
负责人表示。
（本报抱由 10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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