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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
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重庆广大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大家认为，总书记所讲的“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就是新时代我们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循的最高道德要求。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
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作为一名党的十九大
代表，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公安战线的“保尔”、两江新区
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教导
员陈冰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
话感受颇深。

2014年 5月全国自强模范表彰
大会和 2017 年 5 月全国公安系统
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陈冰
两 次 受 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亲 切 接
见。昨日，回忆起与习近平总书记
的见面，陈冰仍激动不已，他对当
时的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
特别是 2017 年 5月 19 日习近平总
书记接见全国公安英雄模范代表，
当发现他只有左手时，他用双手给
了我一个有力的握手，那一刻，总
书记的领袖魅力犹如一股强大的
暖意瞬间流遍他的全身，令他激动
万分，感到信心和力量倍增。

陈冰说，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
时代赋予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
期，明大德，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筑
牢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锤炼
坚强的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

鲜明讲政治。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对
党组织有高度的认同和忠诚，认同
党组织的路线方针，忠于党组织和
领导核心。

陈冰说，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
一名公安民警，就是要“以人民为中
心”强化宗旨意识，做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深刻领会手中的权力是
人民所赋予，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
承诺。

陈冰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他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
干部的谆谆教诲，继续加强学习，时
刻保持政治上清醒坚定；常怀敬畏
之心，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人
生，敬畏党纪国法；强化自律养德，
做到“慎独慎微”，自觉加强对灵魂
深处的改造，恪守自己的人品，做到
战胜自己、管住自己、超越自己。管
好自己的生活圈、交际圈，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力以
赴做好本职工作，坚持在小事小节
中完善自身，做一个自身过硬、“有
德性”的人，做温暖他人的明灯。

丰都兴龙镇十字口村党委书记湛
常琼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后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话，做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用德浸润一方乡
土，造福一方百姓，回报群众对她的信
任和期待。

湛常琼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学习和
加强道德修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自己置于组织
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为什么有的领导
干部从光环四射到锒铛入狱仅仅是几
年的时间，原因就是个人价值观的严重
扭曲，没有守住底线。这样的案例作为
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认真反思，弄
清楚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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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巫山县白坪中学校长刘
昌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讲政
德，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我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教导，做一
个有品格、有“德性”的人，不忘初
心，走得更远。

刘昌富说，在渝东一带，人们对
某个人评价不高，就会说“这个人
德性不好”。而他，则是“德性”好
的受益者。20多年前，高中毕业的
他不忍心看到众多孩子失学，在乡
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长期的默默付
出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夸赞他

“德性”好，对学生很负责。正是他
“德性”好，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他
很快成了教育战线上的一名爱岗敬
业的优秀教师。

“我永远忘不了 20多年前，县
里力排众议，将还是代课教师的我
推荐参评市劳模这件事。”刘昌富
说，正是党和人民认可他，家乡父
老认可他，他最终在自己钟爱的事
业上，做出了一点成绩。

“德是立身之本。”刘昌富深有
感触地说，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

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基
层教育工作者，明大德就是要忠于
党的教育事业，一生信念不垮，追
逐教育梦。自觉在思想和行动上与
党保持一致，把讲道德、有品行作
为人生必修课，努力践行“立德树
人”宗旨，做到以心立德、以学修
德，以教育德，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刘昌富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他将守公德，做到爱岗敬业，奋发有
为。严私德，带好身边人，抓好家风，
养成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严格落实
中央有关要求，坚决抵制歪风邪气，
坦坦荡荡做人，老老实实干事，真正
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做一个家
长拥戴、学生喜欢的好教师。

“可以说是德性好成就了他
的人生梦想。”昨日，巫山县有关
负责人介绍，刘昌富 1983 年 8 月
在巫山县钱家乡参加工作，成为
乡村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但他
有理想，有追求，很快成为巫山县
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连续三年
被 县 教 委 颁 发“ 教 育 质 量 特 别

奖”，从而被破例授予了市级劳动
模范称号。

刘昌富同志扎根山区教育 30
多年，一生信念不垮，追逐教育
梦。2007 年 9 月，他担任巫山县乌
龙学校校长，短短十年时间，把一
所新建的学校办成了“重庆市美丽
校园”、“重庆市体育特殊校”、“重

庆市卫生示范学校”。刘昌富同志
曾两次代表巫山教师前往广东深
圳、重庆高新区作“师德报告”，近
十年个人连续被县委县政府年度
考核为“优”，被巫山县委、县政府
评为“巫山县优秀共产党员”和

“巫山县优秀教师”，他的先进事
迹被中央电视台等报道。

“好德性”成就他的人生梦想
他的事迹>>

“她是我们的好书记，她是我
们村民的主心骨！”昨日，十字口
不少村民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异
口同声地“维护”自己村里的女书
记。

现年 48 的湛常琼，大专文化
的她放弃城里生活，回到村里成
了一名村干部。从 2004 年 10 月任
兴龙镇十字口村党委书记。10 多
年来，多次被市、县、镇评为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先进个人，中共丰
都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丰
都县十六届、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重庆市第三届、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村民都称赞她“有德性”，是
个好干部。自 2004 年 10 月任职

以来，她把“奉献不言苦，追求无
止境”作为人生格言。抓新农村
建设，为村民解决实际困难，狠
抓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出行
难和饮水难的问题。她多方筹措
资金，硬化公路 3 公里，新修公路
25 公里，整修公路 31 公里，修建
一个 55 立方米和一个 75 立方米
蓄水池，将 5 公里外的清洁水引
到村民家中和兆霖小学校，解决
了 210 户 1530 人和兆霖小学 560
名师生饮水困难的问题，惠及了
全村百姓。

为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她承
诺：无论谁想发展项目，缺钱的帮
助贷款，缺技术的免费上门培训。
2013年，村里的陈家学想发展肉牛

养殖业，但苦于缺乏技术，就在他
焦急筹措之际，湛常琼去到他家，
给他讲解肉牛养殖技术，并为他送
去了技术书籍，亲自指导修建养殖
场，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一个
1200平米的养殖棚就搭建好了，现
已有肉牛 56 头。在湛常琼的示范
带动下，村民们都办起了养殖场和
种植业基地，全村 90%的农民群众
都不愿外出务工，都跟着她在村上
发展特色产业。如今，全村致富率
高达80%。

“自身不硬，没有公德心，私
心太重，老百姓根本就不会听你
的。”采访中，湛常琼说，村民认
可她，她自认为是沾了“好德性”
的光。

弃城返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她的事迹>>

“陈冰这个小伙子是好样的，
他是我们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时代楷模！”昨日，市公安局有关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对陈冰
的赞誉之词不绝于口。

2010年4月8日，两江新区分局
“80后”民警陈冰，主动请缨参与一
起盗窃案现场勘查，不幸被 1 万伏
高压电击中，当场昏厥。经过12个
小时手术，陈冰右臂截肢、右腿永久
性功能障碍，被鉴定为三级伤残。

“做一名人民警察是我从小
的理想，我热爱这份工作，绝不会
放弃！”陈冰以顽强毅力学会了用
左手洗漱、穿衣、吃饭、写字……
当他能独立生活时，第一时间向
组织申请重返岗位。

2011 年 12 月，陈冰回到阔别
20 个月的警队，做起专职内勤，负
责档案整理。由于行动不便，单
位特批他坐出租车上下班，采取
弹性工作制，都被他婉拒。为避
开人流高峰，他坚持每天早晨 5
点起床，乘坐第一班地
铁上班，晚上加班到 8 点
才回家。他将 5000 余份
档案逐一归档，对每个

卷宗做到“一口清、一查准”，成为
技术室的“活档案”。通过他从旧
案档案整理中发现的线索，警队
破获 30 余起案件，为当事人挽回
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陈冰主动请缨，不顾病痛，投入
现场找痕迹、做鉴定。辖区发生两
起命案，陈冰与战友白天勘查现场、
研究案情，晚上继续做勘查实验，搜
寻证物，每天休息不足3小时，提取
各类证物 150 余份，最终成功检验
出嫌疑人的 DNA，锁定犯罪证据，
抓获犯罪嫌疑人。5 年中，凭借专
业优势，陈冰参与破获各类大案要
案20余起。

陈冰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全国自强模范、重庆市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重庆市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被授予第五届

“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特别奖。
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前不久获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重报集团记者 杨圣泉 韩正

他的事迹>>

80后独臂神探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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