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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纪:全面从严治党缺一不可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

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

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

法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心中高悬

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强调,

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

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

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

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道德

和法纪的辩证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厘清了

两者的关系。

反观落马的腐败分子,较之于他们在争名夺利、弄权好

色上的 “特长”,道德始终是他们身上最短的那块板,不懂

纪律、没学法律始终是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常见言辞。但不管

是他们自己还是旁观者,多将这些人出事的根子归结为:违

反了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被开除党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才锒

铛入狱。违反纪律和法律这是实情,无需多说。可真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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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或者道德因素可以不屑一顾吗? 恐怕并非如此。不少

党员干部落马后抱怨组织没提醒、责怪制度不完备、后悔没

学好纪律法律。可我们不禁要问,就算没有把纪律、法律学

到倒背如流的地步,就算组织没有一再提醒你,难道作为一

名领导干部,连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涉嫌违纪违法的基本判

断都没有? 这难道不是道德上出了大问题? 这使我们想到一

句古训:“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

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

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守公德,就是要强化

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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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

己的操守和行为。

全面从严治党,光靠道德感召、没有纪律约束是不行

的,而光靠纪律规范、没有道德引领同样是守不住的。但纪

律是外在的约束,道德是内心的修养。纪律解决的是 “不

敢”和 “不能”、违反负面清单的问题,道德则是解决 “不

想”的问题。关于纪律和法律的关系, “党和法、党的领导

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

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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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因为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

求应该更严。

道德和法纪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在道德的荒漠上,不可

能建立起任何行之有效的纪律和法律,也无法保证已有纪律

和法律的贯彻落实不打折扣、执行到位。但期望人人成为圣

人又不现实,这时,纪律和法律的强制作用便得以显现,不

仅可以弥补道德缺失所留下的空当,而且会对道德的发展起

到引导示范作用,强化官员的道德意识。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

要的人生必修课,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

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中国纪检监察

报》

人品是考察干部重要视角

据报道,一些地方党委领导班子,结合近年来查处的贪

腐大案,对干部进行具体而切近的党风廉政教育。其中不少

人谈道,考察干部不仅要 “知其大节”,也应该观察人品细

微之处,把人品作为识人的重要视角。

之所以要把人品作为识人的重要视角,是因为有些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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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恰恰是从为人处世细节中暴露的。如,有的人常常撒

谎,甚至编造职业简历;有的人喜欢吹牛,到处显摆自己与

某某大领导关系密切;有的人作风不检点,不分场合说脏

话、黄段子;有的人热衷挑拨离间,人前人后搬弄是非;有

的人看人下菜碟,对上奉迎、对下冷脸……虽然人都会有缺

点、弱点,也不必把人的缺点、弱点统统说成是人品问题,

但对于那些本该重视的品德操守,也绝不能忽视甚至忽略。

人品如何,对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一方面, “上有

所好,下必甚焉”,倘若一个地方或单位主要领导人品不良,

其负面作用足以影响那里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另一方

面,不良人品与共产党人应具备的政治信念、道德修养格格

不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可能成为助长贪腐行为的催化

剂。这几年查处的贪腐官员大多是一些人品不端、口碑很

差、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 “人物”。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点滴细小,可以见大。这是有道理的。

正因为人品与从政之德关系密切,所以对人品评价历来

是对官员考察的一个极其重要参考。古人有些 “阅人”的办

法:“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

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

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考察一个人当然不止这些方面,但

上面这些说法确是不刊之论,对当下党风廉政建设也是有启

发的。比如,职务提升了,是不是更加谦虚谨慎、严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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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遵纪守法;条件优越了,是不是依然朴素节俭、不慕虚

荣;社会地位提高了,还愿不愿像老百姓一样柴米油盐 “接

地气”;手中有权了,是与贤人近还是与小人亲。不是凭印

象,而是从变化和发展中观察人的品格和干部思想状况,往

往比较符合实际。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

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

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

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总书记讲得十分清楚,好的人品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党员干部来说,如果不注重文化启

蒙、道德修养、人格提升,不追求循行正道、办事公道、为

人厚道,是很难进步的。特别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增大,

对人格、品德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 “立德” “修德”还是

“践德”,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人心向善,有

时就得吃亏让人;诚信无欺,必须坚守承诺;宽容大度,就

得顾全大局,甚至受得了委屈;正直坦诚,有时要付出损失

利益的代价。这并不容易。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勤勤恳恳做事,这样的人格修炼、道德养成,恐怕也是 “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纪检监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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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文件挤掉落实时间

文件该发要发,为的是能把政策落到实处,为群众搭起

通往美好生活的桥梁;文件乱发滥发,则会让人疲于应付,

挤占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宝贵时间。

对于党政部门来说,每一份文件都应该是用来解决问题

的,解决不了问题的文件犹如废纸。有的单位一年之内收到

3831份文件,下发642份文件,人们不禁要问,文件多少

与工作成效能成正比吗? 不停地收文发文,不停地传达精

神,真正留给落实的时间还有多少? 对群众而言,政府有没

有作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环境有没有好起来,道路有没有

修起来,生活有没有富起来。所以,只有学会做 “减法”,

杜绝只见文件不见人的现象,把时间用在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手把手指导上,交出的时代答卷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中国纪检监察报》

聚焦问题查变异　紧盯节点不放松

———解读3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

4月23日,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公布了3月份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相比2月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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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查处问题数、处理人数、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都有显著

增长。通报还增加了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这一新

的统计问题类型。

各项数据环比大幅度增长, “节日病”易发多发,严查

顶风违纪行为。2018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3516起,处理491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473
人。对比发现,这三组数据与今年2月相比均有大幅度增

长:查处问题数较上月的2516起增长39.75%,处理人数

较上月的3590人增长36.77%,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较

上月的2455人增长41.47%。从查处问题类型来看,3月份

查处的各类问题数较上月出现全方位增长。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 “节

日常见病”仍然位居前三,环比增幅分别达到21.17%、

33.93%和31.35%。

记者了解到,本月查处的问题不少是发生在今年元旦、

春节、元宵节期间。少数党员干部存在侥幸心理,错误地认

为节日期间监督力度会有所放松、自己手段高明不会被发现

等。这些节日期间顶风违纪行为,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重

点查处的对象。

新增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统计类型,警惕

“不吃公款吃老板”,揪出变异 “四风”。相对于之前通报,

本次通报有一处显著变化,即增加了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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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宴请”的内容,与前面 “违规公款吃喝”相补充。增加这

类统计问题类型,与各地纠治 “四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

趋势紧密相关。从各地查处的问题看,节日期间,接受私营

企业主等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或旅游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员干部 “不用公款用私款”

“不吃公款吃老板”,妄图借此规避监督、逃避处罚。另外,

本次通报汇总表中特别增加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的内容。其中,3月份全国查处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等问题225人,包括地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

以下201人。结合各地发现的问题,将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

对象宴请”纳入统计类型,说明纪检监察机关纠治 “四风”

问题认识不断深化、手段日益完善、聚焦日益精准。

一季度查处问题总数破万, “四风”反弹压力犹存,必

须一抓到底。从汇总表看,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处理人数、处分

人数均已过万,其中查处问题数10090起、处理人数14141
人、处分人数10255人,同比分别增长32.97%、28.12%、

34.16%。这再次说明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判断非常

准确,也展示了各地纠治 “四风”永不松懈的态度和韧劲。

“四风”问题是长期形成的痼疾顽症,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

而就、一劳永逸。经过多年的整治,明目张胆搞 “四风”的

行为少了,但不正之风在高压之下出现一些新动向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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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查处的问题来看,除了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节日期间 “四风”问题还出现了违规公款吃喝转入内部食

堂、培训中心、农家乐等隐蔽场所,由下属单位、相关利益

单位、管理服务对象支付旅游费用,收送礼品、礼金避开敏

感时间节点搞 “错峰送礼”等变异形式。

通报既是 “晴雨表”,也是 “指向牌”。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必须保持一抓到底的恒心和韧劲,强化监督、铁面执纪、

严肃问责,不断把螺丝拧得更紧、把工作做得更实,坚决打

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中国纪检监察报》

别被手中权力迷住了眼

“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常常如赤裸的皇帝,认为自己穿着

新装,一些不怀好意的身边人,也告诉你穿着新装。这时

候,你会盲目自大,感到自己如同君主,一呼百应,无所不

能。”一名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的这段话,清晰而深刻地警

示领导干部:自以为令人着迷的 “新装”,只不过是权力带

来的幻象,一旦权力不在,“新装”也将会荡然无存。

权力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量,如果用来为公众办事

情,就会向着好的方面转化,一旦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就

会向着有害的方向蔓延。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握有

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监管,就可能任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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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项目、任性提拔干部、私自调拨款项,就会引来一些商人

老板的 “围猎”和部分下属的依附追捧;权力带来的鲜花掌

声,也可以让人产生幻象,领导干部一旦被权力迷住了眼、

冲昏了头,就会利欲熏心、忘乎所以,迷失自我、恣意妄

为,沉溺于灯红酒绿,留恋于声色犬马,行走于高档会所,

热衷于前呼后拥,自以为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最终会因迷恋

权力的光环、享受虚荣的滋味、深陷 “交易”的漩涡,而在

飘飘然、昏昏然中走上不归路。正如专题片 《永远在路上》

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的忏悔:“没有这个

权力,他不会找你办事,他就不会给你送钱,或者送这么多

的钱。他交的是这个权,他不是交的我这个人……”遗憾的

是,许多落马官员都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

现实生活不是童话故事,不存在任何侥幸,一旦东窗事

发,带来的不仅是党纪政务的严惩抑或是牢狱之灾,还有事

业的受损和家庭的破碎。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白权力不是

一种享乐,而是一副沉甸甸的 “重担”,这副 “重担”既是

一种清醒、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肩上有千斤重担,脚下要

步履铿锵,不管多么位高权重,不管多么声名显赫,都必须

站稳脚跟、头脑清醒,时刻铭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围

着党和人民 “公转”,不能围着个人利益 “自转”。只有具备

了这样的 “定力”,才能识破权力带来的幻象而不被迷惑,

才能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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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贿赂 “暗箭”当防

宋真宗时期,有位大臣叫丁谓,善于察言观色、逢迎献

媚,颇得皇帝赏识,官至副宰相。当时的宰相是寇准,丁谓

就对寇准施展献媚之功。有一次两人在一起吃饭时,寇准的

胡须上沾了一些羹汤,丁谓赶忙卑恭地凑上前去,伸出手轻

轻地为寇准捋起须来,还大赞寇准的胡须漂亮。寇准大笑

道:“怎么? 难道世间还有替人溜须的宰相吗?”自此,丁谓

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溜须宰相”,“溜须”一词也成了奉

承献媚的代名词。

献媚和乐享阿谀奉承的风气古往今来 “生生不息” “难

以断绝”。比如,在不同的场合会听到恭维领导干部 “领导

艺术高超”“党性人品一流”“正直清正廉洁”云云,这可以

称之为精神贿赂。若不加以提防,为害必深。常言道,明枪

易躲,暗箭难防。精神贿赂与物质贿赂相比,具有形式上的

灵活性、行为上的隐蔽性,貌似小小不然,实则危害极大。

对于物质上的贿赂,许多人能够做到洁身自好,可面对甜言

蜜语、极力吹捧的精神贿赂时,却容易放松戒备和警惕。精

神贿赂如同一支 “暗箭”,瞄准领导干部,随时随地准备射

出,让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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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领导干部身边只有见风使舵的 “墙头草”、唯唯诺

诺的 “应声虫”,没有敢于直谏的 “诤言者”,自己看不到的

缺点、没留意的问题,靠谁来提醒、指正? 民主集中制原则

又怎能落到实处? 如果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不想担责

任,真的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领导干部一旦中了精神贿赂

这支 “暗箭”,心中公平公正的天平就会失衡,裙带风、关

系网、小圈子就会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盛行,进而污染政治生

态。如果领导干部偏听偏信,重用了 “会说的” “务虚的”,

冷落了能干的、实干的,就容易误入歧途,其后果可能会贻

误事业发展。

善于溜须拍马者除了品德和党性有问题外,这种人往往

自身工作能力和担当意识不强,只想着靠溜须拍马讨得领导

“欢心”,以求保位、升迁甚至谋私。这样的人哪里会把群众

的利益放在心上,哪里会磨炼提升干事创业的本领。芦山地

震发生后,央视连线四川省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在他开

始历数有多少领导奔赴灾区时,央视主播打断他说: “这个

我们可能比你知道的多些,说说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吧。”

这一视频传到网上,徐孟加受到了 “说套话”以及 “溜须拍

马”的指责。无巧不成书,不久他便因腐败落马,这可以说

是偶然事件中的必然。

对于精神贿赂这支 “暗箭”,领导干部一定要耳聪目明、

头脑清醒、心正气清,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对顺耳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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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耳之言都要倾听,时刻坚持人民立场,时刻扎紧自家院落

的 “篱笆”,让精神贿赂者望而却步。《中国纪检监察报》

面子不是讲究出来的

近日,笔者所在地区的一名村干部因贪腐受到处理。当

反思为什么会贪恋钱财时,他悔恨地说, “女儿到了出嫁的

年龄,为能让女儿风风光光出嫁,就想着贪点钱,办得体面

点。都是面子害我啊!”为了自己所谓的 “面子”,而不惜以

身试纪试法,最终走向贪腐之路,真是荒唐至极。

常言道,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对于普通人来

说,勤奋工作、努力拼搏,就是为了日子能过得更好些,能

更有面子地生活。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身份特殊,对

于 “面子”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明白,面子不是讲究出来

的,而是用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为官的实际行动换来

的,是因组织的肯定、群众的认同得来的,只有对国家有贡

献、让社会有进步、为人民谋利益,才是切切实实的面子。

在福建东山,每到春节和清明,人们会自发去老书记谷文昌

坟前祭奠,“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地习俗。为什么

会这样,因为谷文昌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在人民群众心中

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赢得了顶天立地的面子。

与之相反,一些党员干部曲解了面子的内涵,认为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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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客人时,喝好酒、抽好烟、吃山珍海味才算有面子;有的

认为作风霸道点,说话硬气些,自己说了算才是有面子;有

的认为财产越多、权力越大,就越有面子。其实,这些所谓

的 “面子”,一旦离开权力这个筹码,就不复存在了。河北

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按理说,他位高权重,应

该很有面子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副部级干部,因收了不法商

人的大量钱财,被呼来喝去却不敢不从,在旁人眼里完全是

颜面无存。

古人云:“山自重,不失其威峻;海自重,不失其雄浑;

人自重,不失其尊严。”对党员干部而言,廉乃德之魂,没

有了廉洁,谈面子、尊严,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唯有知敬

畏、明底线、守规矩,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向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奋斗目标,以实打实的成绩

回报群众,才是实实在在的荣耀,才有真正的面子。 《中国

纪检监察报》

“改了就是好同志”

“云南省大关县供销联社副主任黄云斌因在驻村扶贫工

作中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今年1月底,

云南省昭通市纪委公开通报了这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典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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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脱贫攻坚工作拖了后腿,感觉很丢人。今后一定引

以为戒,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认真真。”黄云斌坦言,“感

觉脸上火辣辣的,深刻认识到自己错了。”

2017年3月,黄云斌到大关县翠华镇翠屏村任党总支

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在当年5月份开展的精准

识别摸底调查工作中,黄云斌未按要求逐一入户核查信息,

而是安排村民带上户口册集中采集信息,多次从同一农户房

屋的不同角度拍照作为其他农户房屋资料,严重影响了精准

识别摸底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2017年

10月,黄云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这么大范围被点名道姓通报,以后开展工作一定压

力很大。”昭通市纪委通报之初,不少人担心黄云斌会从此

一蹶不振。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这是黄云斌参加工作以来

第一次被点名道姓公开通报,他承认, “最开始确实不知道

怎么面对,感觉没脸去上班了。”在单位领导谈话、同事勉

励后,黄云斌在单位会议上做了公开检讨, “对不起大家,

给单位抹黑了。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一定改

过自新,以后脚踏实地,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

被昭通市纪委公开通报后的这三个多月时间里,不少同

事发现黄云斌变了。已经结束在翠屏村任职的他,回到原单

位后工作认真负责,还一直在学习扶贫政策,一有时间就往

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里跑。2018年,大关县供销社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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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地点换成了悦乐镇四合社区。黄云斌与同事一起奔走,

做了几件实打实的事:协调技术人员开展蜜蜂养殖技术培训

和果树管护培训;为患有精神病的贫困户联系救治,主动准

备材料将该户纳入低保。 “还有一户准备搞养殖,现在缺启

动资金,这段时间我正想办法在跑这个事儿。”黄云斌说。

日前,大关县纪委监委以黄云斌案例作为教材,在被处

分的干部中开展“改了就是好同志”宣传教育行动,鼓励他

们振作精神,以崭新的面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中国纪

检监察报》

组织面前 “守口如瓶”,错上加错

据媒体报道,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晋城市煤炭煤层气

工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晚畴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案,经二审作出 “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300万

元”的终审判决。二审判决书披露,赵晚畴于2015年5月

落马后,曾长达两个月不交代自己任何违法事实。

刚看到这篇报道时,第一感觉是这个曾经的党组书记、

局长 “能耐”挺大,不过8年时间,居然 “贪”出了 “2427

张存折,家庭资产过亿”,一跃成为 “小官巨腐”的典型。

再仔细一看,原来他的嘴巴也挺 “严”,居然在 “落马后两

个月的时间内不交代自己任何违法事实”,大有一种 “我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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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也不说,谁也奈何不了我”的无赖做派。

赵晚畴在组织面前 “守口如瓶”的做法可谓无知荒谬、

愚蠢至极。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不说,不等于不

存在,不交代不等于组织不知道。要明白,组织不掌握一定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线索及证据,怎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岂

是 “不交代”,就能掩盖事实? 要清楚,现今查处违法犯罪

行为的方式方法越来越多,岂是 “不交代”,就能逃脱党纪

国法的严惩? 这种 “小算盘”太拙劣了,这种 “小九九”也

太小儿科了,其恶果只能是悔之晚矣的 “错上加错,罪加一

等”。

其实,这就是一种侥幸心理,侥幸于自己的 “狐狸尾

巴”藏得很深,自以为不会被 “揪”出来,侥幸于和那些

“把兄弟” “铁哥们”等的攻守同盟 “坚不可摧”,不会随随

便便就被击破,侥幸于被他 “拉下水”的亲侄儿、外甥也会

“守瓶缄口”,不会出卖他这个长辈。殊不知,“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只要伸了手,就会留痕迹,而不可能瞒得了、

藏得住,只要贪了、腐了,就一定会被揪出来,谁都跑不

掉;殊不知,利益下的攻守同盟犹如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

“同林鸟”一般,一击即破,土崩瓦解;殊不知,共同犯罪

下的亲情亦同 “美丽的肥皂泡”一样,轻轻一戳,即成泡

影。本案中,相关人员 “在接受纪检部门调查谈话时,均能

如实说明为赵晚畴存款、倒银行存单的犯罪事实”,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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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例证吗?

包括此案在内的无数案例表明,面对组织审查调查,相

信组织、如实交代才是正确的态度,也是最好的选择。若是

企图用 “隐瞒真相、掩盖事实、对抗审查调查”来脱身,注

定是徒劳的,没有一个会得逞。心中有戒,则不越轨;心中

无戒,则必逾矩。敬畏权力,敬畏法纪,敬畏人民,才能不

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始终绷紧廉洁自律之弦,永葆

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纪检监察报》

借鉴贪腐 “经验”是给自己挖坑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重庆市武隆区政协原党组书记、主

席张晓江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例。其中有个情节耐人寻味:张

晓江经常上网搜索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手段和做法,采取

“砍头息”的方式 “放水”给有求于他的老板,就是他借鉴

别人 “贪腐”经验找到的一条自认为既能发大财又安全隐秘

的路子。比如,他借1000万元给一个老板,约定一年之后

连本带息收回1360万元,可实际借出的只有640万元,并

且多数时候不到一年就收回1000万元。

对于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剖析与报道,是用于警示教

育的,目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敬畏知止。然而,

张晓江却 “不走寻常路”,不是以案为镜、警醒自己,而是

—91—



有样学样,模仿、翻新贪腐手段,妄图从警示案例中借鉴贪

腐 “经验”,借以瞒天过海。很显然,这不过是痴人说梦,

再 “巧妙”的贪腐伎俩,即使能瞒过一时,也瞒不过一世,

等待他的注定是无情的纪法和冰冷的铁窗。

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翻阅警示教育材料,不是出于吸

取教训的目的,而是走过场、看热闹,甚至还有极个别人像

张晓江一样,“研究”如何贪腐才能更加隐秘。这些人是典

型的 “两面人”,表面上口口声声高调反腐,表态时说着

“震惊”“触动”“教训深刻”,背地里却视腐败为能耐,很羡

慕别人轻轻松松就能敛财万千,过上奢靡享乐的日子。他们

奉行的不是 “权为民所用”,而是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按捺不住的欲望推着他们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形势下顶风作案,在违纪违法的歧路上

越走越远。殊不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借鉴贪腐 “经

验”是给自己挖坑,无论贪腐手段多么高明,花样如何翻

新,都难以改变违纪违法事实,都难逃党纪国法的惩处。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

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当摆正心态,

带着自省意识剖析反面案例,时刻提醒自己莫碰红线、莫失

底线。因为,惟有洁身自好才能行稳致远。 《中国纪检监察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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