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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纪委宣传部中共河南省纪委宣传部
本版主办单位本版主办单位：：

清风时评

板凳上的家规故事

得与失的价值取舍

家风

由中共河南省纪委宣传部和

河南日报农村版联合主办的《清风

中原》专版，2016年，将全面改版，

并结合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报微互

动，拟开设以下栏目：“特别关注”，

重点报道省纪委重大活动,传达方

针政策。“清风时评”，各市县乡

(村)、各级纪委对党风廉政建设好

的观点、深的见解、精辟的论述。

“家风”，“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

族，经过多年或者数辈人所追求和

提炼而养成的风气。”本栏目主要

刊发名人、凡人的治家格言，如何

注重家风的形成和传承，为全社会

营造良好的家风家训氛围的故事

等；本栏目将以正、反对比等多种

形式。“廉吏故事”，请您把所知道

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员为官清廉

的故事告诉我们。“报微互动”，择

优选登各地微信微博精美文章。

“读者来信”，将发生在您身边的违

纪线索来信告诉我们，尤其是县乡

(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清风

中原》专版是基层传达党的方针政

策的通道，又是全省纪检系统交流

经验、促进工作的窗口。《清风中

原》专版来稿请寄郑州市农业东路

28号河南日报报业大厦712室邓

开 诚 收 或 发 电 子 邮 件 至

hnrb2010@126.com。

征稿启事

——二评廉政豫剧《九品巡检暴式昭》

为了清廉的操守，可以失去发

财的机会；为了老百姓不再受苦，别

说是失去了官职，就是失去了自己

性命又有何妨？有了选择，就有得

与失，我们来看九品巡检、一代廉吏

暴式昭是怎样选择的？

第一次智斗许虎姐，有人劝他，

“逍遥馆后台硬，根子深。历任巡

检，无一人敢前去办案，都怕这个母

老虎。大人千万不敢贸然进去呀！”

暴式昭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我不进去茶花如何得救？今天

我要会会这个母老虎。”他选择了为

民做主，就失去了做“太平官”、“清

闲官”的可能性。

许虎姐巧言令色，以利相诱，

“暴大人冰雪操守，一定为的是日后

高升；放心！魁大人是逍遥馆的座

上客！以后暴大人的事儿就是我许

虎姐的事儿，怎么样？”暴式昭却不

为所动，他淡然拒之，“许老板，式昭

个人能否升迁，听凭朝廷做主，无需

扰动许老板。”

面对上级的压施，下属又在一

旁苦苦相劝，“到时候魁大人若是出

面，你是退你是进都作大难。民不

告官不究最好不管，利与害轻与重

要思虑周全。”暴式昭该如何选？他

表明心迹道，“咱不能像乡亲们说的

那样：一戴官帽就歪嘴，一变蝎子就

蜇人呀！”“这颗毒瘤必除掉，不能让

世人骂我暴式昭。”

在清末腐败官场的人眼里，暴式

昭无疑太傻、太硬，他失去了大发其财

的机会，失去了背倚靠山的机会，失去

了提级升官的机会，还落得被革除职

务，缺吃少穿，他失去了太多太多。

但在老百姓的眼里，暴式昭却

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保护神，百

姓们因为有了暴式昭这样的好巡

检，遇冤时得到了伸张正义，遇灾时

得到了救济保命，太平时得到了修

桥补路，他为老百姓做了太多太多。

而在暴式昭的心里，他的每一

个选择都是遵循良心办事，他不能

为了一己之私置老百姓于不顾，他

并没有为老百姓做什么大事情，老

百姓却在他被免官后，户户村村送

来了米面菜薪，老百姓给他暴式昭

的拥戴与关爱太多太多。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耻，莫道

一官无用，地方全在一官。”暴式昭不

觉得自己官小位卑，而是尽心尽力地

履行着职责，这只因他心中有“定海

神针”，那就是民心大于天。大智慧

之人得大失小，小聪明之人得小失

大。暴式昭失去了官职，而赢得了民

心，他是幸福的。 （蔡相龙）

小时候，每当农闲时，祖父就会

刨木料，用心制作一个个小板凳。

板凳做好了，祖父赶会去卖，我是祖

父的小跟班。到了会上，我被那些

花花绿绿的糖果吸引了，祖父会买

一些糖果给我。我有滋有味地咀嚼

糖果，祖父则大声吆喝：“谁要板

凳？又结实又便宜，快点来买啊。”

一次，祖父兜里没了钱，他的板

凳一个也没卖出去。祖父没钱给我

买糖果，我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糖

果直流口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趁卖糖果的不注意，我偷了一个就

往嘴里塞。没想到被祖父发现了，

他顿时怒火万丈，板凳也不卖了，拉

了我就走。

回到家里，祖父把他的板凳一

字排开，他带着怒气问：板凳上有大

学问，你能看出来吗？看着祖父恼

怒的样子，我哭着摇摇头。见我害

怕了，祖父脸色缓和过来，他指着板

凳说：“这些板凳都是我一块木头一

块木头制成的，我不偷不抢，光明正

大地做人，腰杆才挺得直。板凳在

咱们家活得理直气壮，也是因为它

们是我劳动的成果，孩子，记住，不

劳而获是最可耻的。”

我听了祖父的话，眼泪汪汪地

说：“爷爷，我记住了，我以后再也不

偷东西了，不偷不抢才活得光明正

大。”听了我的话，祖父有了笑脸。

就这样，在祖父的教育下，我再

也没有偷过东西。祖父用卖板凳换

来的钱给了我一个幸福的童年。

初中，我去了离家很远的学校

上学。没了祖父的监管，我的成绩

开始下滑。养成了习惯，回家，我也

会在镜子前一待就是半个小时。祖

父看到了，把做了一半的板凳放在

旮旯里，他说这板凳不要了，就让它

自生自灭吧。我看了板凳一眼，随

口说：“都做一半了，扔了怪可惜

的。”祖父说：“那你上学半途而废可

惜不可惜？孩子，人不但要勤奋，也

要坚持到底啊，要不然，你就会成为

半个板凳，只能放在旮旯里。”

看着祖父长满老茧的手，再看

看祖父满脸的皱纹，想想，觉得挺对

不起祖父的。我越想越愧疚，于是，

我发誓般地对祖父说：“爷爷，我会

努力学习，做个勤奋的好孩子。”

我的成绩很快赶上来了。有次

回家，恰好门口有个要饭的，我大声

呵斥他。祖父则把我拉到一边，他

给要饭的拿了两个馒头并给他一个

板凳，好让他站累了歇歇。

要饭的走后，祖父语重心长地

说：“我们要有爱心，对人要一视同

仁，就像板凳一样，不会看不起任何

人，只要别人愿意，它就会为别人服

务。”说到这里，祖父摸摸我的头说：

“孩子，记住这些，这都是我祖父的

祖父传下来的家规，你要牢记。”

如今，我的祖父早已离我而去，

但他教给我的家规使我终身受益。

（陈金丽）

吴延聚同志是洛阳高新区辛店镇为数

不多的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村干部，

1966年7月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至

今连续30余年担任辛店镇寺沟村党支部

书记，处理村中大小事务游刃有余，在村

民中威望很高。

然而，由于他的一时糊涂，竟一失足

成千古恨。2015年，洛阳高新区纪工委

接到群众关于吴延聚的举报线索，当即

要求辛店镇纪委组成调查组进行深入核

查。

经查，2012年，寺沟村“三委”及各组组

长经过集体开会研究，违规批划宅基地40

余户，并违规收取22户宅基地款160500

元。上述违规收取的宅基地款中，支付去

延安学习考察花费59500元，向全村村民

发放2009年村自来水改造补助100200

元，剩余800元用于购买办公用品，收支情

况均未纳入村账核算。

2013 年 9月，镇财政给寺沟村拨款

19434元，用于修建该村的污水处理池。

2014年3月，工程承包人高某某从该村结

转工程款19434元之后，将超出工程实际

造价的5000元交给村报账员何某某。何

某某经吴延聚、王银伟同意后，将该5000

元用于支付报刊征订费、水质化验费以及

春节娱乐比赛活动费，收支情况均未纳入

村账核算。

上述行为已经构成滥用职权违规收

费、隐瞒截留坐支集体收入、虚报冒领、私

设小金库错误。鉴于吴延聚同志积极配合

调查，主动进行自我检讨，最终，洛阳高新

区辛店镇纪委决定给予吴延聚同志党内警

告处分。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没有发挥

模范榜样作用，反而疏于自我约束，触犯党

纪，实在不应该。”吴延聚每每谈及此事，都

悔恨不已。

【执纪者说】

吴延聚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

党龄有多长，资历有多老，都要坚持学习，

加强教育，时刻以党章党纪为镜，深学细

照笃行，永葆党员本色，否则就有可能疏

忽大意，一失足成千古恨，将自己一世英

名尽毁。

——洛阳高新区纪工委书记 马晓平

“群主，能不能把市纪委书记陈敬如

的‘清风伴我行，廉洁树家风’专题辅导讲

座有关内容给我们大家转发过来学习学

习呀！”“好的，我们正在整理陈书记的讲话

内容，这几天将在微信上通知大家学习！”

3月29日上午，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街

道文化宫社区党总支书记孟亚洲盯着电

脑“疾指如飞”。

“我们群的党员干部们积极关注微

信群，并在微信群中踊跃‘发声’，发表

工作心得和生活体会，在微信群中大家

还相互鼓励扶助，交流工作。”孟亚洲

说。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党员廉政

教育工作，成为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

课题。平顶山市新华区纪委利用当下

最流行便捷的交流工具——微信，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探索反腐倡廉教育新模

式。

为有效解决当前基层党员廉政教育

“人员难集中、教育难落实、作用难发挥”等

问题，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实见效，

新华区纪委创新举措，利用手机微信方

便、快捷、高效的特点，建立三级“廉政教育

微信平台”，即一级平台两个，由区纪委宣

教室负责，成员为区四大班子领导、镇（街

道）和区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二级平台

78个，由镇（街道）纪（工）委书记、区直单

位纪检组长负责，成员为镇（街道）、区直单

位党员领导干部；三级平台61个，由村委

会书记、社区书记具体负责，成员为村、社

区基层党员干部。

“我们创建微信平台意在实现廉政实

时‘微提醒’，通过‘指尖上的廉洁平台’，党

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政教育。”新

华区常委、纪委书记王金霞表示。

据悉，至目前，新华区已建立三级“廉

政教育微信群”140 个，实现了对全区

8000多名党员的全覆盖。

（乔晓燕）

平顶山市新华区

打造三级“廉政教育微信群”

一时糊涂，英名尽毁

3月18日，武陟县纪委又对新查处的两

个县直单位一把手违规操办婚宴、违规聚餐

问题进行了全县通报。

“加大对典型案件公开通报、点名曝光

力度，让我行我素、心存侥幸的人付出代

价。”武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和庆指出，

“严查穿上‘隐身衣’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对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从重处理，越

往后执纪越严。”

今年以来，武陟县纪委注重运用独具特

色的警示教育资源，选取发生在基层党员干

部身边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加大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力度，不断向基层释放着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强烈信号。

武陟县纪委坚持标准不降、要求不松、

措施不减，持续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纪律审查

的重点，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密切关注“四

风”问题的新情况新变化，强化执纪监督和

责任追究。2月27日，在该县纪委十一届六

次全会上，选取了2015年以来查处的违规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违规发放福利、公款吃

喝、违规经商办企业等7类10起典型案例进

行通报曝光，涉及科级领导干部、职能部门

中层和农村党员干部等各个层次党员干部。

这些发生在党员干部身边的事，对于全

县广大干部职工来说更具有教育性和震慑

力，给那些仍抱有侥幸心理、仍然顶风违纪

者敲响了警钟，不断释放了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

号，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不断

巩固了“不敢腐”的良好氛围。

（谢小学）

不敢为、不会为、不想为——这“三不”

是群众痛恨的懒政怠政，是与党的宗旨背道

而驰的为官不为。

去年以来，许昌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

续巩固“三官”专项治理成果，深入开展懒政

怠政为官不为专项治理，对监管不力、失职

渎职等行为进行严格问责，整治为官不为，

激励勤政有为。

“今年是省政府开展的‘懒政怠政问责

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懒政

怠政专项治理，确保各地各单位守土尽责，

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赢得民心。”该市纪委副

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崔合荣说。

整改督察——常念作风建设紧箍咒

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问题的实质，是作

风建设问题，需要通过内查自省、督察约

束形成整改合力，激发为官有为的内生动

力。

在专项治理中，该市纪委监察局组织各

地各单位全面开展查摆整改活动，把不敢为、

不会为、不想为等突出表现作为重点，组织党

员干部开展自查自纠，撰写自查报告，建立整

改台账。据统计，全市44380名党员干部共

查摆问题57318个，制定整改措施31260条，

已整改到位54452个，其余2866个问题坚持

长期整改，助推重点治理领域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为确保常念作风建设紧箍咒，该市纪委

监察局强化督察，探索实行“2345四维督察

法”，采取集中督察与专项督察相结合、严格

问责追究与典型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推

动作风转变。

他们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召开座

谈会、综合评价等多种形式，对发现的重视

不够、机制制度不完善、治理不深入、监督检

查不力等问题，督导责任单位立行立改；针

对省政府交办的17个督察问责事项，认真

督办、严肃问责、督促整改；针对法制晚报网

曝光的襄城县交通运输局使用过期票据进

行处罚一案，对9名责任人严格问责，督导该

局进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抓住关键——打赢重点领域阵地战

“当前，我市干部队伍中还存在‘该办

的事没办好’‘不敢担当’‘部门之间相互推

脱掣肘’等三种为官不为集中表现。专项

治理要抓住关键，充分体现越往后执纪越

严的要求。”该市纪委监察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

在专项治理中，围绕三种集中表现，找

准问题、抓住关键，聚焦安全生产、重点项目

建设等9个重点领域，建立问题台账，解决了

一批突出问题。

在专项治理中，该市严格执纪问责，坚

持既要教育又要查处，对存在问题既要追究

直接责任又要追究领导责任，既要追究主体

责任又要追究监管责任，累计查处懒政怠政

为官不为案件37起、处理77人。其中，留党

察看2人，党内严重警告6人，党内警告7

人，行政记过3人，行政警告13人，诫勉谈话

10人，停职检查1人，组织处理 35人；严肃

查处了鄢陵县只乐一中违规收取学生开水

费、长葛市后河镇娄庄村落实减轻农民负担

工作不力等问题。

事成于气正，业兴于风清。该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陈智勇在市纪委六届六次全会

上指出，要“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项目和民

生工程，加强对职能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

严肃查处懒政怠政问题。”该市通过开展“为

官不为问责年”活动，深入治理“三官”“三

不”等懒政怠政问题，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忠

诚、干净、担当，进一步激发为民、干事、创业

的激情和活力，营造好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

（本报记者邓开诚 通讯员范光辉王岱峰）

许昌市：开展懒政怠政为官不为专项治理

武陟：高密度曝光彰显从严治党决心

历史，在这里定格。

1913年，在义马市千秋乡二十里铺村西

李杏湾村的一片庄稼地里，民工们挖出了累

累白骨，也挖出了一段深埋地下两千多年的

悲惨历史。《史记项羽本纪》是这样记载

的——“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万于新安城

南”。新安古城就在今天的义马市二十里铺

村西李杏湾村，经专家考证，这里，就是项羽

坑杀秦降卒20万人的地方。

或许因为这场杀戮的制造者项羽是楚

国人，当地人便将这座聚集了数万阴魂的大

坑称之为“楚坑”。

历史，在这里穿越时空与现实交融，为

人们还原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楚坑祸源

秦的暴政掘起了埋葬秦卒的第一镐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惜民力，大量征

发农民服兵役、徭役。修阿房宫，建骊山陵

墓，仅此两项就征发农民70万人；再加上北

筑长城、南开灵渠、广修驰道、征民戍边，都

是动则几十万人。男丁不够，就连妇女也被

抓去运送粮饷，许多人被折磨而死。秦朝刑

罚严酷，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一起处死，称

为“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

坐”。百姓坐罪者极多，以致“赭衣（穿囚服

者）塞路，囹圄成市”；秦朝赋税沉重，各种名

目的苛捐杂税，迫使农民要将收获物的三分

之二缴作赋税；土地兼并严重，一些大地主

田连阡陌，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被迫“亡逃山

林，转为盗贼”。秦二世继位后，延续秦始皇

统治时的暴政，致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秦

朝彻底失掉民心，六国之众发出“天下苦秦

久矣”的呐喊，最终爆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

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

义。项羽在楚地举兵反秦后，很快就成为秦

末起义军领袖。

项羽与秦的战争，让20万冤魂，成了秦

王朝暴政的牺牲品，也成了大秦帝国覆灭的

殉葬品。

楚坑昭示什么

一座楚坑，见证了史书上的一幕惊天

悲剧，千百年来在无声地控诉着秦的暴政

与项羽的残暴。血淋淋的历史，血淋淋的

教训……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

坑杀赵军40万人，时隔54年后，20万秦兵

在新安古城一夜之间被坑杀，历史难道真的

会有轮回？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对

毛泽东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毛泽

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

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

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当

我们层层剥开围绕楚坑的历史，仔细探寻那

20万冤魂对后世的泣血告诫时，就会发现毛

泽东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论述是多么精辟。

政之所失,在逆民心。在暴秦统治下，

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秦王朝飘飘欲坠。陈

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大秦帝

国轰然坍塌。“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项羽

作为秦的掘墓人，他在战争中看不到秦衰败

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坑杀秦

国降卒，引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

室，大火三月不灭，尽失关中人心。而刘邦

一入关，就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

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得到关中父老爱戴。

项羽后来在垓下为刘邦所败，霸王别姬，自

刎乌江，也是历史必然。“水可载舟，亦可覆

舟”。执政者倘若不以“民之所忧，我之所

思；民之所思，我之所从”为执政原则，总会

陷入人亡政息的危机之中。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失去民心、失去

群众的支持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危险，这

一点，苏联亡党亡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

们党经常用鱼水关系来形容自己一刻也不能

脱离群众，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视

为自己的最大政治优势。毛泽东说：“我们

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

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

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

也不脱离群众……”但有些党员干部，不能

正确认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对群众

呼声不闻不问，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对群

众疾苦漠不关心，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

中的形象和威信，更隔断了党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每一名党员干部只有始终做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

们党才能始终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

持，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携手实现伟大

的中国梦。

（方建超）

鉴古思今话楚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