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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要闻

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解读《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

6 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该法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

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国

家法律。

在监察法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务处分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健全

完善政务处分制度，是强化对公职人员监督的需要，也是完善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

保障。

强化对公职人员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治吏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公职人员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制定

政务处分法，有利于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全面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治吏。

“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

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

网，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

人员队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规范政务处分活动，提高监察工作法治水平

政务处分法的出台，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精准

立法的结果。

监察法对政务处分制度作了原则规定，没有对应当给予政务处分

的违法行为以及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监察法

施行后，为解决工作急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了《公职人员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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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暂行规定》，作为实施政务处分的过渡性规范，为起草政务处分

法探索经验。

应运而生的政务处分法，一个突出特点是着眼于构建党统一领

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整合完善与党纪处分相对应的

政务处分制度。比如，在明确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各

自职责的同时，统一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和适用规则，保证处分适用

上的统一规范。

完善监察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专门部署，明确提出健

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政务处分法是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国家法律，

也是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于完善监察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政务处分法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规范政务处分活动，加强对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其制度规范是可行的，现在出台是必要的、适时的。”参与草案

审议的一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0 年 6 月 22 日信息）

省纪委省监委出台专门意见 以“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

位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浙江生动实践

近日，经省委批准，浙江省纪委省监委出台《关于在“重要窗口”

建设中彰显纪检监察担当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在浙

江生动实践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四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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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会部署，紧紧围绕“重要窗口”建设大局，切实当好推动者、保

障者、展示者，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在浙江的生动实

践，努力建设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意见》指出，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浙江承载着建

设“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开启了建设“重要窗口”的新征程。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以“三地一窗口”的高度政治自觉，深刻认识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任务，是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重要支撑，紧紧围绕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精准把握

纪检监察机关在“重要窗口”建设中的职责定位，发挥纪检监察监督

主干作用，推动清廉浙江建设取得更新成效更大突破，推动各类监督

相互贯通、监督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全面充分转化，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监督制度优越性在浙江充分展现。

《意见》围绕全力保障“重要窗口”建设，立足浙江纪检监察工

作实践基础、特色优势、发展方向，提出到 2022 年，重点形成 12项

与“重要窗口”相匹配、与中央纪委工作要求相符合、具有浙江纪检

监察工作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强调通过当好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落地的标杆，探索做实做细监督第一职责的浙

江路径，护航浙江民营经济再创新辉煌，以“四责协同”的创新机制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持续擦亮高标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浙江名片，夺取一体推进“三不”、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更大战略性战果，让派驻监督在监督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充分

释放巡视巡察“双剑合璧”的倍增效应，在推进“三项改革”、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上继续走在前列，创造性发展运用“枫桥经验

+后陈经验”、让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就在身边，以“数字浙江”为

依托加快建设“智慧纪检监察”，锻造匹配“重要窗口”的浙江纪检

监察铁军等，努力闯出新时代浙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意见》要求，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把建设“重要窗口”、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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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摆上重要日程，

对标最高最好最优，实施目标管理，形成有目标、有举措、有督查、

有考核、有反馈的闭环，实现宏观思路、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基层

实践的有机统一。为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省纪委省监委还制

定了推动“重要窗口”建设目标管理清单，明确了目标任务、量化标

准、具体措施和责任部门，作为落实《意见》的具体行动计划，凝聚

一体推进、大抓落实的强大合力。

（摘自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2020 年 7 月 23 日信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意见

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纠四风重要方面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精神 加强监督执纪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工作意见》，要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节约粮食、坚决制止餐饮浪费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立足职能职责精准监督、创新监督，狠刹奢侈浪费歪风。

《工作意见》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各级领导机关、党

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等重点对象，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纳入监督检查、

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强化日常监督。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拓宽监督

渠道，充分利用“四风”问题举报平台，及时受理干部群众举报。

“在日常监督和审查调查中，要高度关注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

费行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

扯袖、抓早抓小、提醒纠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除对顶风违纪、情节恶劣的，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外，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对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问题严重的地区、

部门、单位，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并督促开展集中整治；对违规公款

吃喝、餐饮浪费典型案例，要通报曝光，形成警示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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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建立健全抓落实长效机制，《工作意见》明确要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等法规制度，

结合实际完善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相关规定，督促有关方面进一步完

善党政机关公务接待、国有企业商务接待、单位食堂和接待场所管理

等规定，细化相关要求。此外，还要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制度执行中的问题，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

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协调、齐抓共

管、共同发力。《工作意见》明确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党

委和政府切实担起主体责任，有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切实

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规定要求落实到位；纪委监委内部要加强

协作配合，贯通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提高工

作实效；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机构作用，加强对相关职能部门履职

情况的监督检查。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0 年 8 月 28 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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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

教育部公开曝光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

日前，教育部对 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

开曝光。这 8 起典型问题是：

一、江苏省盱眙市维嘉幼儿园教师陈某某体罚幼儿问题。2019

年 11 月，陈某某在幼儿园午休期间责令 4 名嬉戏打闹、影响他人休

息的幼儿自己打自己嘴巴。陈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

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陈某某予以解聘处理，同时给予园长问

责处分，并对维嘉幼儿园予以通报批评。

二、海南省屯昌县民办尚书源幼儿园教师许某某、潘某某体罚幼

儿问题。2019 年 12 月，许某某、潘某某在保教过程中，拉扯幼儿、

让幼儿自己打自己嘴巴。许某某、潘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幼儿

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

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许某某、潘某某以及尚书源幼儿

园执行园长予以解聘处理；将许某某（无教师资格）列入教师资格限

制库，依法撤销潘某某的教师资格，并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5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三、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如意小学教师胡某某学术不端问题。

2015 年以来，胡某某多次抄袭他人作品用于自己出版书籍、发布微

信公众号推文以及主编教材等，并获得多项荣誉称号。胡某某的行为

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八项规定。根据《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撤销胡某某副校长职务、调离

教学岗位，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

四、河南省扶沟县民办水泉小学教师江某虐待学生问题。江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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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被河南省扶沟县汴岗镇水泉小学聘为政教处主任。2019

年 9月，江某在学校后勤管理工作中，以学生未打扫卫生为由，逼迫

学生吃垃圾，造成恶劣影响，后被当地检察院批捕。江某的行为违反

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小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对江某予以解聘处理，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对水泉小学校长予以免

职处理。

五、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大湾镇中心小学教师肖某猥亵

学生问题。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肖某利用教导主任和教师身份便

利，猥亵多名未成年女学生，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

肖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

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给予肖某开除公职处分，其教师资格依法丧失，注销并

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六、浙江省安吉县民办天略外国语学校教师许某某性侵学生问

题。2020 年 1月，许某某在辅导学生课业过程中，性侵多名女学生，

被当地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许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给予许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教师资格依法丧失，

注销并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对学

校领导班子进行通报批评、集体约谈；对学校党总支书记进行通报批

评，撤销其党内职务，免去其学校董事会董事、校长、法人代表职务；

对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小学部支部书记进行通报批评，给予其党内警

告处分，免去其学校董事会董事、副校长职务，并降低岗位等级。

七、山东铝业职业学院教师刘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

2016 年以来，山东铝业职业学院教师刘某利用教师身份，与一女学

生交往并发生不正当关系，造成了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刘某的行为违

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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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

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对刘某予以解聘处理，并撤销教师资格，

收缴教师资格证书，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对事件中可能存

在的违法犯罪问题，由当地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责令山东铝业

职业学院党委做出深刻检查，对山东铝业职业学院领导班子进行集体

诫勉谈话和经济处罚；责令山东铝业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和涉事教师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做出深刻检查；对涉事教师所在二级

单位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并扣罚绩效工资。

八、福州大学实验师张某某性骚扰学生、受贿问题。2019 年 6

月，张某某与本校一女学生分手后，仍然不断骚扰该女学生，并通过

微博、微信、今日校园 APP 等不同方式性骚扰另外 3名女学生。此外，

张某某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取仪器采购供应商财物。张某某的行

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和第九项规定。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给予张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所在学院时任党委书记进

行诫勉谈话，对其所在学院执行院长进行批评教育，对其所在学院其

他相关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或批评教育。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问题的发生，既反映出当前仍有极

个别教师理想信念缺失、育人意识淡漠、法纪观念淡薄，也反映出部

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师德师风建设上存在短板弱项，思想认识不

深刻、教育引导不深入、监督管理不到位、违规惩处不坚决，以致养

痈遗患，对学生造成严重伤害，对教师队伍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繁重，

叠加疫情影响，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自己肩负

的职责和使命，锤炼教育报国之志，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帮

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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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以对党、国家、人民和历史极端负责的态

度，深刻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师德师风建设成效。

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健全覆盖大、中、小、幼的常态化师德

师风教育制度，强化法治教育、纪律规范教育，聚焦教师的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价值引领，进行针对性的引导和浸润。

对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态度不

变，坚决惩处违规行为。要严格执行教师资格相关工作要求，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对依法撤销教师资格的，

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应

及时按程序撤销并收缴；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

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若已经取得，应依法丧失，

并按程序办理注销手续，收缴证书，归档备案，丧失教师资格者不得

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终身不得从教。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推动师

德师风建设工作下沉，落实中小学校校长、高校院（系）行政主要负

责人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责任，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保证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信息来源：教育部网站，2020 年 7 月 27 日）

关于论文造假等违规案件查处结果的通报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进一步规范科研项目

及资金管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严肃惩处违规行为，营造科技创新

良好环境，近期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学术论文造假、违规使

用科研项目资金等案件进行了调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者。为进一

步强化警示教育，现将部分已完成调查处理的违规案件情况通报如

下。

一、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睿购买论文问题。经查，中国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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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肿瘤医院张睿为通讯作者、闫晓菲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Interleukin-37 mediates the antitumor activity in colon

cancer through B-catenin suppression”，系委托第三方代写、代

投。中国医科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终止张睿承担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责令退回项目资金，取消其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资格 5年，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等；取消闫晓菲申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资格 5 年。

二、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韬购买论文问题。经查，中国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于韬为通讯作者、刘宏旭为第一作者的论文“Reduced

mir-125a-5p level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s associated

with tumour progression”，系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中国医科

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终止于韬承担的辽宁省科学事业公益

研究基金计划项目、责令退回项目资金，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

格 5年，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取消刘宏旭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

5年，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

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张坚购买论文问题。经查，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张坚为第一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青岛大学张建立为第二通讯作

者的论文“ Interleukin-35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colon

cancer progression”，系张坚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张建立监管

不力并使用该论文申领科研奖励。青岛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

理，取消张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 5年，终止或撤销其依托

论文获得的科研项目、学术奖励、荣誉称号等；对张建立给予警告处

分，并追回已发放的科研奖励。

四、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蔡丽生购买论文问题。经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蔡丽生为通讯作者、蔡铭智为第一作者

的论文“Epigenetic silenced mir-125a-5p could be

self-activated through targeting Suv39h1 in gastric cancer”，

系蔡丽生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蔡铭智使用该论文申报研究生招生

资格。福建医科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取消蔡丽生申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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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资格 5 年，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 3 年；取消蔡铭智申报科

技计划项目资格 3年，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 2 年。

五、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王贞购买论文问题。经查，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王贞为通讯作者的论文“Interleukin-36

receptor antagonis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renal

cell carcinoma”，系王贞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南京医科大学对

王贞予以解聘，免去其肾内科主任，撤销其肾内科党支部书记，追回

引进人才经费，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 5 年。

六、山东大学王秀丽购买论文问题。经查，山东大学孔北华为通

讯作者，山东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烟台毓璜顶医院王秀丽为第一作

者的论文“Reduced M6A MRNA methyl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human cervical cancer”，系王秀丽委托第三方代

写代投，王秀丽未经孔北华同意将其列为通讯作者并伪造通讯作者邮

箱，孔北华对论文撰写、投稿不知情。山东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

处理，取消王秀丽博士学位申请资格，暂停孔北华研究生导师招生资

格 1年。依据查明的事实，取消王秀丽申报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的资格 5 年。

七、南京理工大学陆伟购买论文问题。经查，南京理工大学杨余

旺为通讯作者，南京理工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陆伟为

第一作者的论文“Data acquisition ad hoc network system based

on wireless sensor”，系陆伟委托第三方代写，陆伟未经杨余旺同

意将其列为通讯作者并伪造通讯作者邮箱，杨余旺对文章发表不知

情，在文章刊出后即要求陆伟立即撤稿。南京理工大学对相关责任人

员作出处理，取消陆伟博士学籍、终止博士学习资格；给予杨余旺批

评教育。依据查明的事实，取消陆伟申报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的资格 5年。

八、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明飞违反论文署名规范问题。经查，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双林为通讯作者、孙明飞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Interleukin-35 Expression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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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with Tumor Progression”，系由孙明飞完成并投稿。

孙明飞未经张双林同意将其署名为通讯作者，并自行注册通讯作者邮

箱与期刊联系。张双林对论文撰写、投稿不知情，但在获悉论文发表

后未向期刊提出撤销其通讯作者署名。河南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

处理，取消孙明飞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评优评先资格 3 年，撤销其依

托论文获取的相关项目、奖励、荣誉，并追回奖金；取消张双林申报

科技计划项目、评优评先资格 1年。

九、北京华油冠昌环保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套取财政科研资金

问题。经查，北京华油冠昌环保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承担实施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存在伪造支出证明材料、列支与项目无关支出等

问题，违反了科技计划项目及经费管理规定，违背了科研诚信要求。

科技部决定收缴项目违规资金 96.07 万元，取消该公司及项目负责人

吴宗毅申请财政性资金支持的各级各类科研活动资格 5 年。对其他涉

嫌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上述案件涉及的论文买卖、代写代投第三方相关线索，科技部将

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案件查办过程中，相关高校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对涉及本单位人

员的问题严肃调查处理，不回避、不包庇，对此应予肯定。上述案件

也反映出，有的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和经费管理上不履责甚至弄虚作

假、乱作为，少数科研人员学风浮躁、学术失范、诚信失守。这些问

题严重破坏了科研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了科技创新良好生态，对我国

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和科技界整体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必须坚决制

止、严肃惩处。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

将会同各地方和相关部门持之以恒抓好科研作风学风建设，强化监督

检查，加大惩处力度，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目前，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正在对网络披露的涉嫌造假论文及网络举

报的其他科研诚信案件开展调查，结果将陆续公布。

从事科学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要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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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

切实扛起法人主体责任，严格履行科研合同义务，规范管理科研资金，

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教育引导和监督管理，主动发现、严肃处理

违规使用经费、违背诚信要求等的行为。广大科研人员要自觉践行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珍惜学术声誉，恪守科研规范，坚守诚信底线，强

化科研担当，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科技力量。

（信息来源：科技部网站，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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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文化

律己以廉 莅事以勤

□ 王李彬

清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过一则寓言故事：北村郑苏

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阎罗王方录囚。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

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讥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

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

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身处处求

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

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故事中廉而不勤、尸

位素餐的“公堂木偶”，看似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实则有负岗位职

责和人民期盼，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

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古往今来，许多廉政勤政

的为官者，都常怀无为而愧之心，常行经世济民之举，在其位谋其政，

任其职尽其责。唐代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碰到大旱饥荒，百姓纷纷

外逃，遂感慨“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白居易在县尉

任上，察知百姓“家田输税尽”、拾穗“充饥肠”时，不由产生“念

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自责。北宋苏轼在任杭州知州时，见西湖

草长水涸，葑田占去西湖之半，于是募民开湖兴修水利，利用浚挖的

葑草和淤泥筑起长堤，这不仅给后人留下如画美景的“苏堤”，更成

为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写照。

“居官者，须精励敏捷以勤政；碌碌无能者，草木同朽。”岗位

和职务，意味着责任和担当。然而，少数为官者却看不清、扛不起自

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遇事敷衍推诿，做事碌碌无为，以致责任尽失、

担当全无。正如《居官镜》中所言: “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

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7/06/content_92445.htm
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7/06/content_92445.htm
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7/06/content_92445.htm
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7/06/content_92445.htm
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7/06/content_92445.htm
http://www.jjjcb.cn/content/2020-07/06/content_924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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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禁民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无所取于属员，而循分者安之；不能

禁属员妄为，而贪劣者称之；刁生多事，而宽待之；劣绅不法，而姑

容之。故刁生劣绅，皆言其和平，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

而不能禁。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这样的为

官者，平平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岁岁年年老样子，非但不

能干事成事，反而一再误事坏事。

庸官懒官之所以广受诟病，就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干事创业该有的

事业心、责任感，无视职责使命和群众利益，该尽的责不尽，该办的

事不办，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甘当“太平官”，安稳

度日子。“庸”字当头，势必导致庸政怠政、失职渎职，这既阻碍各

项决策部署的落实落地，也侵蚀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

于干。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艰巨繁重，党员干部当时常用“无

功即为过，庸碌就是错”来自警自省，激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奋

斗精神，律己以廉、莅事以勤，凝心聚力、埋头苦干。自觉走出“舒

适区”、远离“避风港”，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努力担当任事、主动进取作为，力争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业绩。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 年 7 月 6 日）

古人怎样斥蝇贪

□ 王影

在咏物诗中，天地万物，皆有性情，诗人在细致描摹时，更会托

物寄怀，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感悟，偶尔读到两首咏

物诗，分别是《六月咏蝇》与《观蚁》，放到一起品鉴，再结合诗人

生平，觉得意味深长。

《六月咏蝇》的作者是清代张问陶，他与袁枚、赵翼并有文名，

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这首诗乃五言律诗：“形秽心偏巧，端居见物

情。乘时先逐臭，就热亦飞声。骥尾身能附，蚊雷势竟成。炎威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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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怜汝太营营。”此诗并不隐晦难懂，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首联用“秽”与“巧”这一组反义词，刻画出了苍蝇的特征，只是形

秽为真，其心巧则属讽刺之意。颔联直接点出苍蝇的所作所为，趁着

天热到处嗡嗡乱舞，它不是像蜜蜂一样去劳动，却暴露出贪婪的本性，

不管酸臭香甜，也不管什么时候，落上去便边吃边吐，将一切都污染

了，使人憎恶不已。颈联更深一层，分析蝇贪成因与危害，苍蝇本身

飞不高飞不远，但若依附于马的尾巴上，一时得势，就会更加招摇，

而单只苍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怕就怕蝇贪成群，其害也会如虎了。

在结句，诗人叹息道，可是夏天总会过去，一旦秋高气爽，便是这些

苍蝇们死期来临之时，而这种避凉附炎、阿谀奉承的钻营之道不仅令

人不齿，还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啊。

诗人以蝇喻人，对那些如苍蝇般的宵小之徒进行猛烈抨击，这是

与诗人清廉刚正的秉性分不开的。张问陶善于断案，从不徇情枉法，

深得民心。他在莱州知府任上时，当地遭遇水灾，民生困苦，他欲大

力赈济百姓，上官却与其意见不合，以至于他为民请命不成，长期郁

郁不乐，竟逾年而病。他誓不与贪腐奸邪之人为伍，最终，将个人积

蓄拿出来布施饥民后，辞官而归。

说完了蝇，再说蚁。宋代大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观

蚁》，以小见大，言浅意深：“偶尔相逢细问途，不知何事数迁居。

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诗人不经意间看到一群蚂蚁在

路上来来回回地奔忙，于是发了诗兴，便问这些蚂蚁，你们终生为食

物忙碌，储藏那么多，还不知足地搬来搬去，可是你们那么小的肚子，

又能吃得下多少呢？你看，这次外出寻食，又拖着一条大于身体数倍

的虫子，这就是你们毕生的追求吗？聪明的读者自然能够读出，杨万

里表面说的是蚁，实际说的是人，那些贪得无厌、中饱私囊的贪官污

吏，不正像这些蚂蚁吗？

杨万里之所以鄙夷庸碌的贪官，是因为他为官不贪钱物，廉洁自

律，有大公无私的境界。在任一方，他总是想方设法为百姓造福，而

从不为一家之私谋利，他将路费锁置箱中，不许家人购置大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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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江东转运副使离任时，账面结余有钱万缗，他不为所动、一文不

取。有一次，他要赴京任职，同僚们决定摆一桌酒席与杨万里话别，

但杨万里不想助长迎来送往之风，于是乘着夜色，悄然离开。当同僚

们前来家中相邀时，只见书桌留有一笺，题为《夜离零陵以避同僚追

送之劳留二绝简诸友》，诗曰：“已坐诗臞病更羸，诸公刚欲饯湘湄。

夜浮一叶逃盟去，已被沙鸥圣得知。”清风舒徐，碧波荡漾，见证着

他那一颗晶莹剔透的廉心。

蝇贪蚁腐，说小可不小，它关乎亿万民心，正如散曲《醉太平·讥

贪小利者》写的那样：“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

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

先生下手！”蝇贪蚁腐若敢下手，重拳出击必紧跟后头。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 年 7 月 17 日）

王罴尚俭

□ 张楚悦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纵观历朝兴衰，兴盛之

世离不开一个“俭”字，衰亡之世莫不在一个“奢”字。历史上，无

数先贤严于修身、勤于律己，以俭朴清廉为荣，以奢靡浪费为耻，他

们的故事直至今日对我们仍有启发与裨益。

王罴是南北朝时期北魏、西魏的著名将领，也是一名勤于政事、

清廉刚正、疾恶如仇的能臣。王罴一生守荆州、战沙苑、镇河东，骁

勇善战、功勋卓著，曾留下“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的英雄壮语，

罴是一种巨大的熊，这句话中的“老罴”一语双关，既指动物，也指

王罴自己。但王罴留给后世津津乐道的，还是待客撤宴、不弃瓜皮等

节粮惜粮的精彩故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久经战阵的王罴对此自是了然于心，

因此遇到战事，王罴首先重视的是粮食问题，确保将士们不因无粮而

影响战力。在任荆州刺史期间，梁军围困了荆州城，即使是在城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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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告急的情况下，王罴也没有开小灶，而是亲自煮粥，给将士们“均

分食之”。每次朝廷赏赐，王罴都要自己称量酒肉分给将士。有些人

觉得一个大臣干这样的事过于琐碎，对此颇有微词，但是战场上饿过

肚子的王罴依然坚持这一做法，因为他知道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更

要均分以平人心，以振士气。

王罴在华州时，设宴招待从长安来的台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

台派出的使者简称台使）。这位使者在吃薄饼时，只吃中间松软的部

分，至于薄饼边沿比较硬的部分则全部扔掉。惜粮如命的王罴一时间

看不下去了，便起身说道：“耕种收获，用掉多少功夫，洒掉多少汗

水！打下粮食来，又磨成面，再做成饼，花掉多少力气！你这样只吃

饼心不吃饼边，看来是不饿。”随即命令下属撤去饭菜，台使闻言也

是又羞又惊，惭愧不已。

有一次，王罴与客人一起吃瓜，客人在削瓜皮时削得很厚，将不

少瓜肉也削了下来。王罴看了很不满意，于是便当着客人的面，把客

人扔在地上还带着不少瓜肉的瓜皮顺手捡起继续吃。客人见此满面愧

色而去。

王罴严于修身、节粮爱粮的行为收到了“其身正，不令而行”的

效果。当时，关中饥荒，可西魏此时却要征调百姓粮食为军粮，规定

如果有人隐匿不交，便要加重处罚。百姓本就粮食不多，朝廷又催促

得紧，最终只得纷纷逃亡。但是，在王罴的辖区却是另一种光景。因

为王罴以信著称，特别是他平时勤俭节约、清贫朴素，所以深受当地

百姓爱戴。因此，大家心甘情愿缴纳军粮，没有隐藏不交的现象。由

此可见，王罴不仅治政有方使民有粮，而且还深得人心使民纳粮。

“情安俭率，志在公平”是王罴一生的写照，他始终坚持清廉节

俭的人生信条，即使身居高位，家里的旧宅子一直没有进行过修缮。

虽然他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节俭清正的永恒财

富。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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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5 月 20 日，我校清廉会廉洁社团依托钉钉群组织开展

“520·我爱廉”线上投身疫情防控分享会，全体社团成员就疫

情期间参与疫情防控、返校助力复学复课、在校自觉遵守校园防

控纪律等分享心得体会，用爱践行责任与担当。

△6 月 10 日，“万里清风”作为学校纪委官方微信正式上

线，传播清廉资讯，弘扬清廉文化，建设清廉万里。

△7 月 1-2 日，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信息与

智能工程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分党委相继召开二级纪委选举大

会。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孙斌，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朱邦

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部部长陈国和出席会议。纪委书记孙

斌发表讲话。

△7 月 9 日，学校党委发文成立浙江万里学院廉政研究与教

育中心，挂靠纪检监察部。研究中心以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

建设相关理论与实务研究为主要任务，以廉政实践推进理论研

究，用理论研究指导廉洁教育实践，切实为学校廉洁教育与党风

廉政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9 月 25 日下午，校纪委在行政楼 202 会议室组织开展纪

检监察干部专题学习培训会，就如何加强二级纪检监察工作进行

专题辅导，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涵进行解读。校院两级纪委委

员、二级党组织纪检委员等 30 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培训。校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孙斌主持。

△9 月 28 日，学校纪委下发《关于持续加强 2020 年中秋、

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分党委（党总支）、各单位

（部门）把加强节日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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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四风”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6 月份以来，纪检监察部协同党办、组织部、宣传部等职

能部门，组织开展 2020 年二、三委度及半年度学校政治生态自

查自评工作，如实、全面、及时报告自查自评情况；组织开展二

级分党委上半年政治生态自查自评，了解掌握、分析研判和推进

二级分党委政治生态建设，净化校园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

学校政治生态。

△9 月份以来，学校纪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教育

系统“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行动方案》，推动学校从加

强组织领导、广泛开展教育宣讲、深入推进“光盘行动”、提升

食堂管理水平等方面制定方案，督促全校师生进一步倡导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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