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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思想认识上推崇西方价值观念，迷

信金钱万能，追求安逸享乐，违规出入私
人会所，享受浴足按摩服务。”这是某市通
报的一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
例。案例中的主人公李某，受教育程度高，
由于工作关系，有较多机会接触西方的宗
教和文化， 在许多私下场合宣扬西方自
由、民主理念和制度，并把当前中国出现
的各种问题统统归结为“制度问题”。

警示提醒：
当前， 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

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
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了方向，追求资本主
义生活方式，失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信心，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这种
危险性倾向。

能不能抗拒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的
东西，是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要面对的
严峻考验。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
就指出来了。他说，如果说对外开放有风
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实行全方位的对外
开放之后，随着一些有益东西的引进，西
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
思想观念也潮水般地涌入， 对一些党员
干部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利益观、 价值观
造成了冲击，导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滑
坡， 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在一些党员干部
身上反映出来。 本案中的李某就是一个
例子。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真正
领会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拨开迷雾、确定方向，防止在价值观念中
迷失方向。 要理性看待中国和西方国家
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深化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感情认
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决
不能成为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

“应声虫”。

延伸阅读：
从理论上说， 政党是一种思想上、政

治上和组织上的聚合，表明具有共同的意
志与志向。 然而，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价
值观的发展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党
内成员。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以“自由、民

主、人权”等为招牌，大力对我国进行意识
形态渗透；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人”效应
也影响到人的信仰层面。

共产党员干部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
政治上才能坚定。 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
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
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要坚持
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
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我们
党当前面临着各种危险和考验，但无论处
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一定要坚守共产
党人精神家园，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 白纪宣

城市晚报白城讯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 白城市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坚决打赢这
场人民战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洮北区长庆街道安居社区的李女士
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顺民意得民心，能
让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安宁， 美好家园更加

风清气正。”她表示，小区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标语随处可见， 营造了全民参与的
良好氛围，以前下班晚了还需要家人接送，
现在晚上回家自己走夜路心里都不害怕
了。

安居社区的工作人员说：“社区自扫黑
除恶工作开展以来， 开展了多次专项宣传

活动，群众也逐渐熟知了相关知识，提高了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 真正对
涉黑涉恶犯罪分子起到了威慑作用， 社区
整体的治安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社区居
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

退伍老兵王大爷平时特别喜欢在小区
门口下象棋，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后，

王大爷忙得连象棋都很少下了， 经常与小
区居民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鼓
励身边人不要害怕黑恶势力， 要勇于检举
揭发，给大家一个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王
大爷说：“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只要
人民团结起来，黑恶势力将无处容身。 ”

/记者 姜宁 报道

什么是“套路贷”？
“套路贷”是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

债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
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以达到非法占有他
人财产目的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软暴力”犯罪？

“软暴力”犯罪是指黑恶势力为谋取不法利益
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
聚众造势等手段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
济秩序、社会秩序，并构成犯罪的，应当分别按照
《刑法》相关规定处理。 软暴力犯罪主要涉及寻衅
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犯罪。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连日来， 洮北区
铁东街道“出重拳，下狠手”，持续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他们开
展了进社区、进楼院、进校园、进集市、
进商铺等“五进”系列活动，全力开展扫
黑除恶宣传工作， 力争做到家喻户晓，
确保扫黑除恶宣传实现全覆盖、 无死
角。

进社区。 街道党工委率先宣讲，走
进社区，通过讲党课、观看警示教育片
等方式狠抓党员干部的党纪法规教育，
加强执纪监督问责力度，使党员干部树

牢“底线”意识，绝不触碰党纪国法“高
压线”。进楼院。统筹资源、整合力量，形
成市直包保单位、机关社区干部、辖区
党员、群众志愿者等深入辖区单元楼小
区驻点宣传，入户走访，及时有效地把
国家相关政策送到居民身边。 进校园。
利用学校放学、课间活动时段，街道联
合辖区派出所走进校园，通过在学校门
前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实例
讲解等方式把扫黑除恶相关知识送进
校园。 进集市。 街道利用每月 4次集市
日时间点，联合铁东派出所、工农村委

会及时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鼓励群
众积极提供线索。 进商铺。 各社区网格
员深入辖区临街店铺、超市，积极向店
主、群众发放资料，向群众宣传扫黑除
恶相关知识。

截至目前，铁东街道共开展志愿宣
讲 5 次，入户走访 1000 余户，在显要
位置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横幅 150余条，
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张金艳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孙晶，白城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医学技术学院医学美容技术专
业负责人，美容临床教研室主任，白城市
医学会医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医学美容设计与咨询分会第一
届高校医美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学美容设计与咨询
分会常务理事，全国卫生行指委医学美容
技术专业分委会委员。 她常年在一线从事
形象设计、美容皮肤护理、中医美容技术
等专业的教学工作， 主持教科研课题 5
项，发表国家级论文 20 余篇，其中国家核
心期刊 7 篇， 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4 本、校
本教材 5 本。 2018 年作为完成人之一，获
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6 年，第一届全国卫生职业院校医
学美容技术专业技能大赛在浙江宁波举

行，她培训指导的学生在本次大赛中荣获
医学纹饰技术竞赛一等奖、美容化妆技术
竞赛二等奖，白城医高专代表队荣获团体
一等奖， 她本人则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

大赛结束后，她萌生了在白城医高专
承办第二届全国医学美容技能大赛的想
法。 为了促成这件事，她做了很大努力，在
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在大连医科
大学举办的全国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建设
研讨会上，白城医高专得到了广大职业院
校的支持，最终全票通过，承办下届大赛。

白城医高专对本次承办大赛十分重
视，各部门全力配合，举全校之力为大赛
做好服务， 孙晶在筹备大赛的半年时间
里，几乎没有一天按时下班，加班加点成
为常态。 从大赛 LOGO 及视觉传达的设

计、大赛手册的制定，到会场的布置、大赛
用品的竞标采购等等，每一项工作和任务
她都精心把关，此外，她还负责培训参赛
学生。

2018 年 6 月 15 日， 由全国卫生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白城医高专承
办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职业院校医学美容
技术专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15
个省 30 个市的 31 所卫生职业院校的
254 名师生参加了比赛。 大赛得到了各级
领导及参赛院校的高度评价。 白城医高专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参赛团队在比赛中脱
颖而出，获得美容护肤技术一等奖、医学
文饰技术一等奖、 美容化妆技术一等奖、
医学咨询与沟通技能三等奖，白城医高专
参赛团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作为参赛学生
的指导教师， 孙晶荣获医学文饰技术、美

容化妆技术两项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大大提高了白

城医高专知名度，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白
城，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了坐落于吉林西
北的白城这一美丽的城市。

在教学中， 孙晶不断探索新途经，经
过多次调研与协商，今年年初，她和校医
学技术学院院长高志玲代表学校与亚华
医美集团共建医学美容特色专业战略合
作签约。 这不仅能促进白城医高专在医美
教育领域发挥更强的带头作用，完善医学
美容相关专业的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
养模式，还可把学校的医学美容技术专业
打造成具有突出优势的全国特色专业，为
中国医美发展注入更强的力量，培养出更
多的优秀人才，而且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医
美教育的新格局。 / 陈宝林 报道

根据安排， 中央扫黑除恶第 13 督
导组督导进驻吉林省时间为 1个月。

督导进驻日期：
2019年 4月 1日—4月 30日
专门值班电话：
0431-85294155、85296055（8 部

热线）
邮政信箱：
吉林省长春市 A012 号邮政专用

邮箱
电子邮箱：
jlsshceddjb@163.com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 8:00—20:00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要求和督导

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第 13 督导组受
理吉林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

洮北区铁东街道扎实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全覆盖吉林亮剑

扫黑除恶

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问答

白城市
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扫黑除恶让社区治安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用心打造美丽
———记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孙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