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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

我们该向暴式昭学什么？

清风时评新的一年，省委巡视将“剑指何方”？

杜暹清廉耿直垂青史
□程俊松

在反腐倡廉逐步深入的情况下，社会各

界对“打虎拍蝇”格外关注，而巡视工作不仅

承担着省委的重托，也受到群众的殷切期

待，因此，在新的一年，省委巡视工作动向令

万众瞩目。

2月16日，在郑州召开的2016年省委巡

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上，省纪委副书记、省

监察厅厅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米

剑峰代表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新一年

巡视巡察工作进行了部署。

据了解，本轮巡视2月底前进驻完毕，集

中巡视时间两个月左右。

米剑峰说，2016年，我省巡视工作总的

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巡视工作

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更加注重发现

问题，更加注重成果运用，更加注重制度规

范建设，更加注重巡视巡察一体化，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实现省本级巡视全覆盖，

为我省全面从严治党、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清风中原官方微信）

新年伊始，观看廉政戏剧《九

品巡检暴式昭》，心灵上受到震撼，

精神上受到洗礼，思想上受到启

迪。这部戏是一曲荡气回肠、大义

凛然、除暴安良、铲腐倡廉的正气

之歌，对党员干部来讲，尤其是纪

检监察干部，要从暴式昭身上汲取

营养，像暴式昭那样以民为本、为

民请命，忠诚履职、勇于担当，严于

律己、清正廉洁，锻造从政修养，提

升从政境界。

像暴式昭那样以民为本、为民

请命。暴式昭不畏强权，顶住上层

重重压力，甚至不怕丢官罢职，捣

毁西山不法商人许虎姐开办的烟

馆，虽是芝麻小官却拥有顶天立地

的大形象。暴式昭的闪光之处就

在于深入虎穴的毅然决绝上，在于

爱民如己的感同身受上，在于即使

丢官殒命也初心不改上。作为党

员干部，要像暴式昭那样以民为

本、体恤民情，在为民请命上一心

为民、全心投入，视百姓之苦为己

苦、视百姓之难为己难、视百姓之

冤为己冤，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

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

之事。

像暴式昭那样忠诚履职、勇于

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具

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

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

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忠诚

履职、勇于担当是一种高尚的政治

品格。暴式昭，一个“不入流”的小

吏，向世人展现的却是一流的品

格、一流的担当。在忠诚履职、勇

于担当上，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两届

标兵杨正超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夙夜在公、恪尽

职守、秉公执纪、清廉如水，秉承

“仰不愧党、俯不愧民、内不愧心”

的信条，给我们树立了标杆、做出

了榜样。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在监

督执纪问责上要不退让、不退缩、

不懈怠，做时代的劲草、真金，敢负

责、勇担当、多实干、善攻坚。要有

暴式昭“只要你害民伤民是魍魉，

决不容你再猖狂”的气势，面对矛

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大是大非敢

于亮剑，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

争，有贪必肃，凡腐必反。暴式昭

在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恶劣环境

中，尚能够成为一代廉吏，现在有

人人支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好环境，

有党的坚强领导、舆论的支持和人

民的期盼，我们更应该把清风正气

树得更好。

像暴式昭那样严于律己、清正

廉洁。“两袖清风朝天去，不带江南

一寸锦”，在剧中，假设暴式昭没有

经得住逍遥馆的诱惑，他恐怕就没

有了封逍遥馆、抓许虎姐的底气、

硬气，做不到底气壮、胆气豪。“治

人者必先自治，责人者必先自责，

成人者必先自成”，作为监督执纪

问责的专门队伍，纪检监察干部肩

负着维护党纪政纪、推进反腐败斗

争的重要职责，其素质、能力和作

风，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成效。纪检监察机关

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

也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如果监督

者不被监督，就可能出现“灯下黑”

的情况。“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

必先律己”，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好

信念、道德和法纪防线，时刻紧绷

廉洁自律这根弦，用好手中权力，

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

住底线、不碰红线，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经济上的“干净人”、作风上

的“正派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

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

生死系……”习近平总书记的一首

《念奴娇》，写尽对党的好干部焦裕

禄的无限敬意。什么是“好官”？

廉政戏剧《九品巡检暴式昭》给出

了答案。

杜暹（xiān）（678～740），唐朝玄宗时

出任宰相，濮州濮阳（今河南濮阳）人。

杜暹，初举明经，补婺州参军、郑尉。唐

玄宗开元四年（716年）迁监察御史、拜安西

副都护，镇守边关。在任中他安抚将士，不

怕勤苦，清廉有节，颇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欢

迎。开元十四年（726年）拜相，任黄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擢户部尚书，以廉洁著

称。他曾因与宰相李元纮不和而被免相，左

迁荆州长史。此后又任魏州刺史、太原尹等

职，并取代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封魏县侯，卒

赠尚书右丞相。开元十八年卒，谥号贞肃，

改贞孝。

杜暹二十多岁时任婺州（今浙江金华）

参军，政绩显著，声誉甚高。任满还乡时，同

僚们送给他一万张纸。当时纸很贵，人们常

以存多少张纸来表示富有程度，而且迎送官

员送礼物属于惯例，不算贪污。可杜暹只象

征性地取其中100张，以示领受了同僚们的

情谊，其余全部退还给他们。同僚们见杜暹

退还纸张，先是不解，后来弄清原因了，都非

常敬佩他的廉洁，纷纷赞叹说：“文不爱财，

武不惜命，杜暹真是个清官。”

唐开元四年（716年），杜暹任监察御史，

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当时，唐朝在西北地区设

置了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具体管理西北边

境各民族事宜。开元初，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

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镇守使刘遐等不和。他

们互相攻击，并各自上奏朝廷指责对方。朝廷

为了澄清事实，就命杜暹前往调查。

杜暹接到诏命后，立即出使西域。他沿

着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穿越沙漠，跨过

雪山，先到西突厥调查。西突厥可汗阿史那

献见朝廷派唐使杜暹到来，就以国礼相迎，

设宴盛情款待。宴后可汗说：“敝国贫小，无

以相赠，区区之金，敬请笑纳！”就拿出很多

金子作为见面礼物赠送给杜暹。杜暹见到

金子，再三推让不肯接受，说道：“贵国乃礼

仪之邦，国君之厚意臣心领了，然唐朝使者，

不能苟私！”可汗执意要给，杜暹最后只得收

下，并以厚礼回赠。晚上，杜暹对手下人说：

“我们身在异国，不宜过分执拗，如若不收，

对于我们是维护了国家尊严，而对于他们则

会认为是不友好之举。只有退金，才是万全

之策！”夜深人静时，杜暹命人悄悄地把赠金

埋在自己所住帐篷的幕帐下。几天后，杜暹

离开了这里，行至半路，用公文通知赠金的

突厥人，指令他们将埋藏在幕帐下的金子收

回。突厥人接到公文非常吃惊，于是赶忙派

人追赶杜暹，但一直深入到茫茫的沙漠中也

没有追上，只好返回。

杜暹到安西调查返京。安西方面，副

都护郭虔瓘后来死于任中，接替他的张孝

嵩也任满迁为太原尹。因上次杜暹出使安

西退还赠金的事，在当地突厥与其他各族

人民的心中留下了至深难忘的印象，他们

都对杜暹的清廉非常敬慕，所以希望杜暹

到安西任职。张孝嵩把当地人民这种心情

奏明朝廷。朝廷见此，特任命杜暹为安西

副都护。此后，杜暹在安西任职四年，他

“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欢心。”

西域各国纷纷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往来关

系，唐朝国威远播。

杜暹一生用公正清廉、勤劳节俭严格要

求自己，二十岁时就发誓不接受任何人馈

赠，终生坚持这一承诺。唐玄宗称赞他“清

廉耿直，勤奋能干”。杜暹去世后，玄宗赐予

他绢三百匹，同僚们也赠送他许多财物，以

示悼念。然而其子谨遵父训，严守家风，坚

决拒绝不受。

今年，按照即将开展的“两学一做”

活动安排，结合我省巡视监督工作实

际，要在巡视机构深入开展“三查三看

三提升”活动，做到工作高标准、巡视高

质量、队伍高素质，腐败零容忍、监督零

距离、人员零违纪。

省委巡视办要研究出台巡视巡

察组纪律约束，明示巡视巡察负面清

单，对以巡谋私、跑风漏气、违反纪

律规定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巡

视巡察机构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确

保工作不出事、人员零违纪。要一把

尺子严管队伍，无论什么人、什么级

别、有什么特殊情况，只要进入巡视

巡察队伍，都要按规矩办事。抽调干

部在纪律要求上一视同仁，不能搞例

外。

巡视巡察要“双剑合璧”。按照“一

体化”建设思路，完善巡视巡察有效对

接、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构建巡视巡

察“一盘棋”工作格局。

落实省委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领

导体制，各级党委对本级巡察工作负

主体责任，上级巡视巡察机构要加强

对下级巡察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真正

做到工作部署上同时推进、工作要求

上同等标准、制度建设上同一规范、工

作成效上同频共振、队伍建设上同严

要求。

省委决定把今年确定为“主体责

任深化年”，要对配合巡视工作不力

或对抗巡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严肃追责，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也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

织责任。

高质量完成全覆盖巡视任务，必

须严格按照条例要求，优化流程、完善

制度。巡视办抓紧牵头研究起草我省

贯彻落实巡视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并

对现有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做好“立、

改、废”工作，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

以条例为主体、以实施办法等配套制

度为支撑的巡视工作制度体系。要优

化工作流程，把巡视准备、了解、报告、

反馈、移交、整改等各环节的程序、措

施、标准、责任具体化，对每个环节和

每个事项的内容、标准等都实施固化，

做到无缝链接、环环相扣、相互衔接。

要围绕为巡视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

人员和专业支持这个重点，进一步健

全各有关机关和部门支持配合巡视巡

察工作的制度机制；围绕推动问题解

决，建立健全党委、政府各相关机关和

部门妥善运用巡视巡察成果的制度机

制；围绕加强机关和队伍建设，进一步

健全日常工作制度和教育管理监督机

制，切实提升巡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水平。

对发现和移交的每一个问题都做到

“件件有着落”，是检验巡视工作成效的

主要标准。巡视组和巡视办对发现和移

交的问题都要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

整改主体和时限，掌握整改动态，推动整

改落实。

巡视办要加强对巡视整改督查工

作研究，切实建立有效的日常督查机

制，以推动巡视整改落实。要灵活机

动，必要时采取“回头看”的方式杀个

“回马枪”。

从今年开始，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后，各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要对整改真实

性承诺背书，扛牢整改主体责任。

发现问题是巡视工作的生命线。必须牢固树立

“有问题发现不了是失职”的意识，聚焦聚焦再聚焦，综

合运用巡视条例授权的方法手段，“望闻问切”“把脉会

诊”，找准病灶、查明病因，使问题无可遁形，有问题的

人无处藏身。

巡视工作要紧扣“六项纪律”、深化“四个着力”，紧

盯“三个重点”，找出“老虎”和“苍蝇”，让利剑高悬、震

慑常在。

要严格按照党章和《条例》规定的职能、权限和程

序开展工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全、管严、管到位，不能

漏、不能偏、不能软，防止缺位；同时，对不该管的事不

伸手、不包揽，防止责任泛化散光和越位错位。

要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从纪律的视角发现问

题，用“六项纪律”的尺子衡量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为，

要对照巡视办印发的违反六项纪律问题清单，逐项查

找突破。

要找准发现问题的突破口，着眼被巡视单位的行

业系统文化特点、发生问题的规律以及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增强发现问题的针对性。

专项巡视就是要突出重点，紧紧盯住重点人、重点

事和重点问题，提高发现问题的质量。巡视监督的对象

主要是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

重点人：就是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

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

使用的。要特别突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重点事：就是在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置、资

本运作和工程项目等方面存在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等反映突出的具体问题。

重点问题：对省直机关来说就是行政审批权、行政

执法权、干部人事权、资金分配权、国有资产处置权等

方面的违纪违规问题。

□王富兴

突出巡视重点，紧盯重
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聚焦发现问题，找出
“老虎”和“苍蝇”

强化巡视整改，运用好“回头看”、“回马枪”3

优化流程制度，推动问题解决4

实现同频共振，构建巡视巡察“一盘棋”格局5

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巡视队伍“零违纪”6

1

2

1

廉吏人物

今年省委首轮将巡视哪些单位？组长都是谁？链接

“父亲过世时我还年幼，很多

事情没有太深的感受。后来，随着

年龄的增长，以及对父亲事迹的整

理总结，我对父亲的精神开始有了

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这些精

神也一直影响着我。”焦裕禄的次

女焦守云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道出

了良好家风对后人品格重要的培

育与滋养作用。

“不能不劳而获。”

焦裕禄强调的家风第一条就

是“要从小培养劳动观念”，要让孩

子们知道“粒粒皆辛苦”，懂得“不

能不劳而获”。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

毕业后，本来可以找份好工作，但

焦裕禄作出规定，“县里头好地方

干部子女不能去。”硬是要她去条

件最艰苦的酱菜厂，后来还叮嘱厂

里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给女儿安

排轻便活。

焦裕禄的这一决定，源于他对

劳动人民的无限深情，源于他对兰

考事业的高度热情。“书记的女儿

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

能有任何特殊。”

“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

件跟差的比。”

焦裕禄家里的一床被子用了

几十年，被里烂了就翻过来用，衣

服、鞋袜也是补了又补。有一次，

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

衣服又破了，焦裕禄让爱人徐俊雅

缝补。徐俊雅一看实在是破得不

能再补了，就不愿意补。焦裕禄又

求岳母给缝补，焦裕禄的岳母也说

太破不能补了。于是，焦裕禄就自

己动手缝补，还笑着说：“补丁多

了，穿着结实。”

据焦守云回忆说，“我们那时

的衣服是大孩穿了小孩穿，直至不

能穿为止，铅笔用短了接个笔帽继

续用……”艰苦朴素的家风在焦家

已经成为骨子里的习惯。

“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

化。”

1963年冬天，国家给兰考拨

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

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

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

袄。焦裕禄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

“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

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

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

殊啊!”徐俊雅只好把棉花票又退了

回去。

焦裕禄到兰考不久时，大儿子

焦国庆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

院锣鼓叮当响，他好奇地从后门溜

进去，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焦裕禄

的儿子，于是没有买票，焦裕禄得

知后狠狠训了他一顿，并带领他到

戏院去补票。过后，焦裕禄还建议

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通知，

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

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言传不如身教，焦裕禄用一生

诠释了“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的大爱情怀，不仅树

立了良好家风，感染了子女们，而

且成了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信仰

灯塔，一直照耀着中华民族的今天

和明天。

（蔡相龙）

焦裕禄家风永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