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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干净的心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左右!

重庆南川城区南桥酒店旁公路上!

%&

岁

的罗云淑捡到一个装有
##

万元现金的

袋子"为了失主回来能够及时找到钱!她

在原地站了近
#

个小时! 很多围观者说

她傻!但她丝毫不介意!终于等来失主"

#重庆晚报$记者联系上了罗云淑%罗大

妈告诉记者!她老家是南川区农村的!有

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前

两年儿子在南川城区按揭了一套房子!

她和老伴住在这套房子里照顾
'

岁孙

子!儿子和儿媳都在广州打工"

&当时是下午
$

点左右!我在超市买

了鸡蛋准备回家! 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

红色纸袋%'罗大妈说!她想这个纸袋卖

了还能给孙子买些零食!就过去拾起来!

&提起来感觉有点重!两沓钱突然从纸袋

里掉下来了%'罗大妈仔细一看!口袋里

面居然全是捆好的现金! 看起来数额不

小%当时没有其他路人发现!如果罗大妈

抱着这些钱离开!不会被人注意%记者问

她为何不把钱拿回家为儿子还房贷!罗

大妈连连说()我穷得干净! 别人的东西

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摘自
!"#$

年
#!

月
!%

日"重庆晚报#

!&#(

年就这么来了 ! 真快 " 如果

!&#(

年有人问我# 什么是幸福$ 我会回

答# 心里干净最幸福" 我们提倡学习道

德的模范和楷模! 往往说他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 其实做一个道德上的好人不会

吃亏! 也可以利己! 而且是大大的利己"

早在
#)*'

年
$

月! 刘少奇同志在

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 对即将毕

业的学生们说# %必须懂得# 光想占便

宜! 生怕吃亏的人! 是思想上& 政治上

不健康的人! 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而为

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吃亏的人! 才

是高尚的& 有道德的& 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人! 才是真有理想! 能够站得住脚&

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 从长远说来!

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 而后一

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 必

须懂得# 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 就不能

占便宜! 就不要怕自己吃亏"'

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大道理和大方

向" 而说到我们具体生活中! 即便我们

作为一个平头百姓 ! 在道德上做个好

人! 不占公家和他人的便宜! 对自己的

好处也很大" 不占便宜! 你心里坦荡!

吃得好睡得香( 不占便宜! 就身正不怕

影斜! 不怕人家说三道四( 不占便宜!

对他人的缺点你可以公正评价! 不怕人

家说你是从利益出发" 关键是! 当你独

自一人之时! 你完全可以坦荡地面对自

己! 而不怕面对一个分裂的自我"

人最容易改造的不是别人的看法!

也不是这个世界的面貌! 恰恰就是自己

的想法" 从当下这一刻出发! 做一个真

正的人! 让心里干净起来" 也许你没有

高档的别墅! 没有豪华的轿车! 但你可

以对自己说! 我有一颗干净的心" 心有

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记忆属于过去! 憧憬属于未来! 而

改变自己就在当下 "

!"+(

来了 ! 送什

么祝福好呢$ 祝你有个健康的身体! 祝

你有颗干净的心"

$本期坐堂% 张笑&

海南三亚海棠湾曝出征地拆迁补偿腐败窝案后，海棠湾镇原镇委副书记赵雷武将315万余元受贿款突击花
销，买房、买铺面、携家人游山玩水，没花完的钱他也作了安排———

案发前，他抓紧挥霍受贿款
!

江舟 马业彪

!"+$

年
)

月
+'

日上午! 位于

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省第二中级法

院正在二审三亚市海棠湾原镇委副

书记赵雷武受贿一案% 赵雷武穿着

整洁! 虽个头不高! 可前额挺大!

俨然一副当官模样端坐在被告人席

上% 然而! 从他面色苍白! 两眼无

神的表情中 ! 看得出他虽强打精

神! 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潇洒和威

风%

经过一天的开庭审理! 下午
*

时! 审判长庄严宣判( 上诉人赵雷

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 为他人在三亚海棠湾项目

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谋取非法利

益! 收受他人贿赂
$+*,-

万元! 其

行为构成受贿罪! 裁定维持海南省

白沙县法院对赵雷武的刑事判决%

在威严的法律面前! 他神情沮丧!

本能地流出一行眼泪% 警车呼啸远

去! 赵雷武被押往高墙铁窗之中%

此案终审后!

!&#$

年
#!

月
#'

日!

赵雷武被投入海口监狱职务犯罪监

区服刑%

分管征地补偿事
凭权敛财事败露

案发时仅
$'

岁的赵雷武出生

在云南省富源县一个偏僻农村! 童

年的赵雷武家里一贫如洗! 天资聪

颖的他凭着父母和姐弟从牙缝里挤

出的钱! 努力学习%

#))!

年
)

月!

他考入了云南曲靖师范学校% 毕业

后 ! 被分配到一个县中学当了教

师 ! 可他不甘心一辈子做个教书

匠 !

!&&&

年他通过自学考试获取

了云南大学的毕业证% 紧接着! 赵

雷武又花费了
(

年时间! 获取了中

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

!&&(

年
'

月! 赵雷武作为人才

引进三亚市 ! 当上了一名纪检干

部% 从此! 由一个农家子弟一跃成

为一名国家公务员! 这着实令一般

人刮目相看%

一直念念不忘尽孝心的赵雷

武! 将自己每月不足
$&&&

元的工

资! 除留下生活费外! 其余均补贴

家用% 结婚后! 妻子没工作! 他在

三亚市租房住! 后来一个开发商给

他介绍了一套房子! 他连首付款也

难以支付%

赵雷武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

坏! 他平常表现大度有节! 生活节

俭! 工作肯干! 业务能力较强% 正

因为这样! 他工作刚满一年就被组

织上任命为三亚市纪委党风室副主

任%

!&&-

年
-

月! 赵雷武又赶上了

三亚海棠湾大开发急需领导干部的

好时机! 年仅
$$

岁的他! 又被任

命为三亚市海棠湾工委副书记* 镇

委副书记* 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副

处级* 等职%

任职不久! 三亚海棠湾开发区

一批批大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如火如

荼展开% 赵雷武分管了海棠湾十几

个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 负责对被

征地户的拆迁土地的丈量等级确

认! 确定补偿标准! 审核及审批转

付征地补偿款工作%

自从赵雷武当上海棠湾镇委副

书记! 手中有了实权! 转眼间! 他

的人生观发生了蜕变% 从赵雷武上

任那天起! 一些征地拆迁的公司老

板* 个体种植养殖户便把贪婪的目

光盯住了他! 都想从他身上获得利

益! 捞取好处%

坦率地讲! 赵雷武任镇委副书

记升为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前一年!

一般人不敢给他送钱! 因为他是三

亚市纪委下派的干部! 加之赵雷武

在镇上分管工青妇及思想政治工

作! 大会小会讲廉政讲理想信念!

一副刀枪不入的架势% 那些想通过

送钱的人不敢轻易下手! 他们在等

待时机%

赵雷武也在等待! 任镇委副书

记已过一年! 他敛财的欲望也按捺

不住了% 案卷资料显示(

!&&)

年至

!&##

年间赵雷武先后
%

次受贿

$#*,-

万元%

!&##

年
%

月! 三亚海棠湾开发

区曝出了征地拆迁补偿的腐败窝

案! 作为镇委副书记的赵雷武也被

牵连到案! 随着对腐败窝案调查的

深入 ! 赵雷武受贿案渐渐浮出水

面%

!&##

年
)

月! 海南省纪委对赵

雷武涉嫌违纪事项进行立案调查!

在核实了赵雷武违纪一事后!

!&#!

年
$

月
-

日移送海南省检察院查

处% 是日! 海南省检察院指定白沙

县检察院查办赵雷武涉嫌受贿一

案%

抽丝剥茧细讯问
缜密侦查挖余罪

据办案人员回顾! 这个具有硕

士研究生学历* 副处级职务的赵雷

武被押回白沙县看守所时! 他大惑

不解地对办案人员说( &我的事只

是违纪! 谈不上犯法! 在省纪委所

讲的岂能算数+'

为了一举侦破这桩大案! 海南

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派出有关人员

协调指导办案! 白沙县检察院检察

长王巍召集办案人员! 周密研究侦

查审讯方案%

一切准备就绪! 两路办案人员

分头行动% 一路奔赴海口* 三亚等

地到银行* 房产部门查询赵雷武及

亲属财产情况! 以及深入海棠湾开

发区就赵雷武分管的十几个项目的

征地* 拆迁土地丈量* 征地款补偿

的具体公司及个体户展开全面调

查! 收集并固定证据% 另一路则是

集思广益! 认真分析! 充分掌握嫌

疑人赵雷武具体情况! 包括性格*

人品* 社会交往范围等! 为迅速获

取口供! 固定证据! 侦破此案打下

坚实的基础%

赵雷武虽被办案人员带到审讯

室! 可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针对这

样的僵局 ! 办案人员单刀直入地

问! 你把收受他人
!&&

余万元的过

程说说% 他却反问办案人员( &你

们这是无中生有! 空口无凭说我收

了这么多钱! 有何凭据吗+'

恰在此时! 外出侦查收集证据

的办案人员传来喜讯( 在三亚海棠

湾国际风情小镇项目建设征地拆迁

补偿过程中! 赵雷武利用职权便利!

为水产养殖户林陈瑜的养殖场在确

定征地补偿标准及发放补偿款等方

面提供帮助%

!&#&

年
#&

月初! 赵

雷武在家里收下林陈瑜送的
#*&

万

元%

当办案人员将相关证据摆在赵

雷武面前时! 他先是一愣! 继而面

红耳赤! 目瞪口呆%

最终! 赵雷武交代了通过朋友

认识了水产养殖户林陈瑜! 林陈瑜

的养殖场被征后! 对第一次评估补

偿不满意! 找到赵雷武! 赵雷武组

织人员进行了第二次评估多出不

少! 林陈瑜很满意! 事后送了
#*&

万元好处费的全过程%

&事情的经过就这样 ! 该说的

都说了%' 赵雷武反复说着这句话%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你绝不

只是一次受贿! 不如实彻底交代问

题! ,挤牙膏- 的做法! 是徒劳无

益的! 认罪态度不好将是什么后果!

你比谁都清楚"' 办案人员明确告诉

他"

办案人员看透了赵雷武的矛盾

心理! 他变得坐立不安" 接下来!

赵雷武开始交代他的余罪" 赵雷武

对自己每次收受贿赂! 借权敛财的

行为其实都记在心里! 他一口气交

代了
%

次收贿赂的犯罪事实! 涉案

金额是
$#*,-

万元"

横财到手尽挥霍
想方设法追赃款

$#*,-

万元不是小数目 ! 这些

钱哪儿去了+ 赵雷武交代! 原来!

就在三亚海棠湾开发建设如火如

荼地进行之际 !

!&##

年
%

月却曝

出了征地拆迁补偿的腐败窝案 !

并由海南省检察院指定有关市县

检察院侦办 !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

他耳中"

一连几天! 赵雷武坐卧不安 !

他反复思忖! 怕一旦案发会毁掉自

己的前程! 会牵连家人! 会遭受牢

狱之灾" 因为纪检干部出身! 他很

清楚退了赃款退不了罪的道理" 会

不会东窗事发! 只能听天由命了"

于是! 他用受贿的几百万元钱!

在云南富源县城花了
!&

多万元为生

活在农村的父母买了一套住房! 接

着! 又在云南省城昆明花了
$&

多万

元买下一套铺面房! 为他的父母养

老用" 他还让岳父岳母搬来一起住!

还带着妻子孩子岳父母到北京* 厦

门等地游山玩水" 除此之外! 赵雷

武还不时地步入舞厅唱歌跳舞! 寻

欢作乐"

这么一番折腾之后! 他将受贿

款反复算了几遍 ! 除去买房 * 铺

面* 外出旅游等日常花销外! 还剩

下
#*&

多万元"

剩下的钱怎么办+ 赵雷武急中

生智 ! 他找来姓庞好友 ! 交给他

#&&

万元保管! 用时再找他" 剩的

*&

万元存入妻子的银行卡"

这一切的一切! 不难发现赵雷

武是一个具有反侦查经验的高手"

难怪! 白沙县检察院对其立案批捕

后! 组织办案人员对其办公住宅场

所搜查时! 结果除了他妻子银行卡

有
*&

万元存款外一无所获"

办案人员迅速赶到姓庞的住所!

经过循循善诱! 做庞的工作! 最终

庞某筹齐并交出了替赵雷武保管的

#&&

万元赃款"

庭审翻供亦枉然
受贿落马不知悔

随着此案的侦查终结! 检察院

很快向法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白沙县法

院审判大庭座无虚席! 闻讯赶来的

旁听群众翘首等待法院对赵雷武受

贿一案的庄严审判"

在检察机关全面确凿的证据面

前! 赵雷武在法庭上却全面翻供"

赵雷武及他从云南请来的辩护律师

辩来辩去! 就是想推卸自己的罪责!

还称养殖户送钱自己并不知情! 事

后均退回去了! 检察机关指控的事

实不存在! 都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

云云"

然而! 尽管赵雷武费尽心机 !

全盘翻供! 推翻原证词! 不愿认罪!

但一个个被固定了的人证物证! 特

别是一个个水产养殖户的关键性证

词! 以及赵雷武在检察机关接受审

讯时的全程录音* 录像资料是赖不

掉的"

历经一天的庭审! 白沙县法院

认定! 白沙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赵雷

武受贿一案! 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

来源合法! 客观真实! 具有法律证

明效力! 法院予以确认" 法院认为

被告人赵雷武及辩护人的辩解! 不

符合事实! 理由不充分! 证据不足!

不予采纳"

!&#!

年
##

月
#)

日! 白沙县法

院一审以受贿罪! 判处赵雷武有期

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宣判后! 赵雷武不服! 不但当

庭提出上诉" 而且还向法院递交一

份长达万余字的控诉状" 控诉状写

的内容更是无中生有! 黑白颠倒企

图推翻原供逃避罪责" 其间! 赵雷

武之妻更是四处活动! 甚至网上发

帖编造假象! 攻击办案人员! 以达

到引起网民同情! 干扰正常办案的

目的! 结果都以徒劳告终"

假的真不了 "

!&#$

年
)

月
#'

日! 海南省第二中级法院经对赵雷

武上诉案开庭审理! 庭审中! 尽管

赵雷武百般抵赖! 拒不认罪! 然而

他的肮脏行径留下的斑斑污痕是擦

不掉的! 无数个人证物证构成的铁

的事实! 是推不翻的" 最终二审法

院裁定! 维持白沙县法院一审对赵

雷武的判决"

2014年的期望和祝福

!&#(

年如约而至" 其实仔细想

来! 更准确的说法应是# 我们每位

活着的人如约而至" 时间老人永远

不会失约! 需要努力赴约的是暂居

在这个世界的我们"

俗话说! 小孩子喜欢过年! 而

老人却害怕过年! 因为过了年! 说

是长了一岁! 其实是少了一年! 正

是有诗人云! %无情岁月增中减'"

不过! 农历的新年现在还没到" 在

这不到一个月的日子里! 我们还可

以 %装傻'! 还可以暂时拒绝长这

一岁"

说是 %装傻'! 其实我们都不

傻! 我们都在心里为新的一年而祝

福! 都对新的一年有很多的期望"

最大的期望也许很多人都是一

样的# 期望新的一年少一些雾霾"

关于雾霾! 我相信方舟子先生的科

普# 雾霾主要是能导致患呼吸系统

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

但其危害和吸烟相比可以忽略" 有

美国医生做过估计! 在北京住一个

月吸入的
./!,*

的总量相当于抽了

*

根烟 " 雾霾对健康的影响要重

视! 但也没有必要把它想像得很恐

怖而引起恐慌" 已经吸入了! 就没

有什么措施了! 不必老想着怎么把

它排出去! 造成的心理压力反而对

健康更有害"

但是无论如何! 雾霾总是让人

讨厌的 ! 至少 ! 它让我们心情不

爽" 究其根源! 应该是我们这个社

会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吧$ 社会的

发展! 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即使是发展经济! 也应该更注重效

率! 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 现在这

样的发展方式 ! 肯定是不可持续

的" 从来不抽烟的人! 每个月都要

被迫抽
*

根烟! 也是不堪其苦的"

社会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 !说

到底是人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 我

们可以少坐一点车!多走一点路的"

我们可以少吃一点肉! 多吃一点菜

的"我们也可以少一点虚荣!少一点

浪费的"我们更可以少几个公务员!

多几个读书人的"但我们都没做到!

我们都朝着有利于雾霾的方向发展

了"

当然! 我也没有要求大家都做

苦行僧的意思!我很赞赏奥尔德斯+

里奥纳德+赫胥黎说的一段话,,,

我是个守旧派! 仍然相信有高

雅的也有低俗的东西! 我看不出不

能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物质进步有

什么道理" 我喜欢能节省劳力的装

置! 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们省下时间

去从事脑力活动" !但是这是因为我

喜欢脑力活动" 有许多人可不喜欢

这样# 他们喜爱节省脑力的装置就

和喜欢自动洗碟机和缝纫机一样$ %

我喜欢迅速而方便的交通" 因为扩

大人们可以活动的世界的范围就会

扩大他们的心胸" 同样我也觉得寻

求舒适是正当的! 因为那样就可以

提高精神生活" 不舒适会阻挠思想

的活动# 身上又冷又酸痛要用脑子

也是困难的" 舒适是达到目的的手

段" 可是当前的世界看来却把它当

作一种目的!一种绝对好的东西了"

也许有一天大地会被变成一张巨大

的软垫床!人的躯体在上面打盹!而

人的心灵却被压在下面! 像苔丝蒂

梦娜!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的

人物(那样地憋死了"

人的发展出问题的极端形式是

犯罪 " 明镜周刊作为一份案例周

刊! 我们编辑部同仁的心意却和中

药店的那副对联相似
0

%宁使架上

药生尘! 莫让人间存疾苦"' 我们

宁愿少登一些 %精彩 ' 的案例故

事! 也不愿有更多的人犯罪"

以上就算是我们对
!"+(

年的

期望和祝福吧"

!"+(

年! 我们欢迎

你-

近几年! 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为

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知识化'水平!

提升政府专业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能力!纷纷从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及其他机构引进专业人才! 充实

到公务员队伍中来! 并给予这些引

进人才一定的职位和待遇"

这些人才一般具有高智商& 高

学历& 高职称! 在某个专业领域拥

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 并且为引进

单位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然而! 这

些人中间! 也有少数人经受不住金

钱的诱惑 !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

路!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镇原镇委

副书记赵雷武就是其中一个"

人才& 受贿& 囚徒! 看起来似

乎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不然! 活生

生的现实告诫人们 ! 一些腐败分

子! 就是自恃高智商& 高学历! 受

到社会热捧! 而任意放纵自己! 由

人才堕落为囚徒"

赵雷武受贿案警示我们! 各地

不仅要重视专业人才的引进工作! 重

用引进的人才! 更要重视对引进人才

的教育和管理" 特别是政府部门! 在

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

时! 除了让他们掌握一定权力& 发挥

特长外! 还要对他们加强法律法规教

育以及思想道德教育! 让他们提高自

身免疫力" 组织上要关心引进的人

才! 加强监督! 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

专长和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案后说法

三亚海棠湾示意图

赵雷武对自己每次收受贿赂的行为其实都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