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了信仰 就没有了价值标准
!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王彦军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

主义的信服和尊崇" 并把它奉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 是一个

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

态度# 信仰也是人们对一定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体系的信

奉和遵行$ 作为深层次的精神导向

和精神支柱" 信仰影响着人们的实

践活动和精神生活$ 信仰问题既关

系到人格的培养" 也关系到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世界政治多极

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的发

展和影响" 给我国的经济 ! 政治!

文化! 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

也随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困惑"

一部分人产生了信仰危机$ 信仰危

机主要表现为信仰动摇 ! 信仰怀

疑! 信仰崩溃! 信仰错误以及无信

仰等形式$

人不能没有信仰" 不管是对科

学的信仰还是其他形式的信仰$一

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 就没有了敬

畏对象和价值标准" 内心就失去了

行为准则的禁区" 整个人的行为就

会由自己的欲望和外部力量来控

制"就会意志消沉!精神颓废"萎靡

不振!不思进取"悲观消极 !愤世嫉

俗"为所欲为!丧失底线$

信仰缺失会对传统的 &重义轻

利'的义利观产生颠覆性影响$&义'

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凝结和体现 "

&利' 则是一种物质利益的现实体

现$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时代"由于

信仰缺失" 一些人对大量出现的新

鲜思想和事物都没有做好应对的准

备" 导致一直有依赖性的人们突然

失去了依靠" 变得手足无措和迷茫

了"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由于人的

本性是贪婪的% 有欲望的" 信仰缺

失"必然导致在&利'面前&义'自动

让位"在市场经济&利益至上'%&财

富导向'%&等价交换' 的价值观中"

很容易就偏离正确的思想引导和调

节"以至于完全背道而驰$

信仰缺失必然导致封建迷信盛

行和不健康的东西大行其道$ 改革

开放以后" 随着意识形态的自由度

越来越高" 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开始

抬头" 这些封建迷信思想在人们的

思想及其价值取向摇摆不定之际"

遇到问题不是积极去应对" 而是去

烧香拜佛% 算命抽签等现象屡见不

鲜$ 一些弱势群体遇到问题就会有

意无意地转向超自然的 &神' 或宗

教"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信仰缺失严重侵蚀党员干部队

伍"危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

些党员干部的信仰缺失" 导致其对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

人民公仆意识的背叛$ 他们已经成

为彻头彻尾的&台上讲马列"台下烧

香拜佛'"&台上讲清正廉洁"台下贪

污腐化'的两面派(他们口头上喊着

社会主义的口号" 却过着资产阶级

的奢靡生活(不信马列"信奉位置和

权力"&权有多大" 利就有多大'"大

肆以权谋私#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

点共产党人的气节( 沉溺于灯红酒

绿%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利欲熏心"

置党和国家的前途于不顾" 站在了

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严重地影响了

党的形象" 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

本利益#

信仰缺失导致社会道德观 %价

值观产生变异和社会道德风气沦

丧#吏为民师"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

一行无不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影

响#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直接或

间接地助推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

己主义"放大了&一切向钱看'的负

面影响#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消极

因素刺激下" 庸俗化的心态使部分

人变得自私自利" 崇尚拜金主义和

享乐主义" 把金钱和利益看得至高

无上" 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仰趋于淡

化" 对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也

有暂时搁置的倾向# 信仰庸俗化的

消极影响已经侵蚀了部分人的思

想"削弱了信仰的坚定性#一些人没

有了理想和目标"浑浑噩噩过日子"

应付干工作"造成&低水平%老毛病%

坏习惯' 久治不绝# 一些人诚信缺

失%道德缺失"无所顾忌地造假制假

贩假"坑蒙拐骗比比皆是#

调查显示，近八成被查贪官道德败坏。专家指出：放弃政治坚守必将陷入精神迷境，
患上信仰缺失症就会道德滑坡———

信仰庸俗化：严重透支党和国家信用

近日!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

党员干部提出"不能透支党的信用#

的要求$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布了今年
!

月至
"

月全国检察机

关查办案件情况$

!

月至
"

月!全国

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
#$$$

件
%&#'&

人!其中厅局级

干部
()

人$而从十八大到今年
'

月

#

日!中纪委已完成对
%%

名省部级

官员涉嫌违纪违法行为的立案调

查! 并将其所涉犯罪问题和线索移

交至司法机关处理$

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记者在对

这些案件进行调查梳理时发现!被

查贪官除涉嫌犯罪的行为外! 近八

成存在信仰缺失和生活作风方面问

题$仅从被查处的
%%

名省部级官员

看!就有
)

人存在'迷信风水()"道

德败坏(等违纪行为*有专家提醒!

信仰庸俗化正以温水煮蛙的方式!

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党员干部乃至整

个社会的精神信仰*

迷信
不讲精神讲鬼神

早在
$&&*

年!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程萍主持过 "中国县处级公务员

科学素养调查( 课题!

%)

个省级单

位和副省级城市的
+&&

名县处级官

员参与调查! 相当高比例的官员表

示!"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

风水,

在
#

年之后! 记者调查发现!在

一些地方的官员中!迷信'大师#所谓

'指点#)迷信'风水#的风气仍普遍存

在!并且大有蔓延之势,近期查处的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就很相信

风水,

$&%$

年李春城为家人迁坟请

风水先生花费千万元,另外!四川省

有多名官员透露!李春城除了花费巨

资迁坟外!还在成都市行政中心)俗

称鸟巢*的项目启动中!听从'大师#

的话!将'鸟巢#建在污水处理厂附

近,另外!成都天府广场地面工程设

计方案评选中!李春城以'太极八卦

图#作为设计方案!他认为太极方案

能给他带来好运势,

更荒唐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永

福县原县委书记黄永跃! 他于
$&%'

年春节违规给全县
$*

位正副县级

领导分发百万元津贴,有媒体报道!

津贴数额竟是他根据%易经&'掐算#

出来的,笃信%易经&的黄永跃!平时

办事和出行都要先查黄历 ! 他对

'九#很崇拜!运用阴阳八卦生生凑

出了阳数中最大的象征至高无上的

'九#,而'九#的最直接含义就是'九

五之尊#! 那是高境界的权力幻象,

对于每一枚这样的'签#!黄永跃都

会慷国家之慨! 借花献佛给自己的

'幻象#烧炷高香,

有知情者告诉记者-'部分单位

和领导在一些工程开工)搬迁)城市

建设等正常过程中都要烧香拜佛!

公开请 .风水师/ 参与所谓的 0决

策1!已经成为平常现象!群众反映

强烈,0迷信风水1 不仅严重脱离群

众!更让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

对此!有专家指出!这些人彻底

忘记入党誓言!不信马列信鬼神!他

们患上了2信仰缺失症 #*这些人不

信仰共产主义! 连起码的科学素质

都不具备!内心一片荒芜*他们没有

崇高的信仰! 还缺少公共事业从业

者应有的职业精神和素质*例如!原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是一个迷信 2鬼

神#的人!为求2平安#!他长期在家

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布置了2靠山

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

请2大师#选择黄道吉日*河北省原

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在家供2道台#+

2神台#!打坐念经!还与一女2大师#

勾搭鬼混*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

记胡建学!2大师#预测他2有当副总

理的命#!但命中缺2桥#!于是胡下

令将国道改线! 在水库上架起一座

桥* 海南省屯昌县工商局原局长吴

岩!提拔干部不开党组会!而是让有

关人员来他家拜2菩萨#!他的朋友

多半是2道士#!他选中的股长还要

请道士算命!看是否与自己2相克#*

在云南省行政学院教授段尔煜

看来!官员迷信2鬼神#+2风水#的深

层次原因是这些官员严重脱离群

众!只关心个人的官运+财运!不关

注如何为百姓谋幸福! 同时严重丧

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信仰* 有些单

位大楼前面摆着转运石+风水球+麒

麟+ 石狮! 不仅为了增添官威和气

势!还有祈福+求财+镇邪等2寓意#!

这场景与政府办公机构的气质严重

2违和#*奢华铺张取代了朴素大方!

风水迷信取代了便民利民!2不问苍

生问鬼神#的歪风邪气急需扭转*

有专家指出! 目前最重要的一

点是信仰的丧失+信念的堕落*我们

必须看到! 当今信仰危机不仅在百

姓中存在!在共产党官员中也存在*

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

说-2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2有

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

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

私出国的护照! 准备一有风吹草动

就开溜国外* 已被执行死刑的北京

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党委书记陈

铭曾说过这样一句2肺腑之言#-2在

地球爆炸之前! 不可能实现共产主

义*#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私下对

其部下说-2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

路#33对于这些人来说!共产主义

不过是一块招牌! 是一种当官必须

念的经文!纯粹是2升官符(!既然共

产主义不灵了! 其他的意识形态必

然就2乘虚而入(!封建迷信在一些

党员干部身上的流行也就不足为奇

了! 这个问题不抓紧! 将会遗患无

穷*

失德
不讲情操讲庸俗

大多数贪官除了迷信外! 往往

还有2道德败坏(的违纪行为 *

$&%%

年! 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被

2双规(! 媒体爆出其大搞迷信活动

外!还吸食毒品*作为落马厅级官员

中涉嫌吸毒的第一人! 杨红卫被冠

以2吸毒州长(的名号*据了解!杨红

卫所吸毒品!是一种以鸦片为主+多

种中草药加工的混合物* 当地吸食

者甚众!多在社会富裕阶层流行*

记者还发现!近年来!已有河北

省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原局长在北

京找小姐陪吸冰毒+ 南京某机关干

部吸毒后聚众淫乱+ 山西省繁峙县

岩头乡原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吸毒嫖

娼+ 湖南省安化县社保局官员为凑

吸毒款贪污社保金+ 中国通信建设

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受贿嫖娼

吸毒+ 云南省龙陵县原县长钟磊吸

毒包养情妇受贿等案发生*

此外! 在中纪委近期的通报中!

宣布华润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

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组

织调查* 资料显示! 宋林曾被评为

$&%$

年中国改革年度人物!

$&%"

年

)

月
%

日! 宋林获任香港特区太平

绅士称号* 在 %财富& 杂志
$&%$

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
(&

位商界领袖排行

榜中! 宋林排名第
$&

位* 但是! 在

宋林光鲜形象的另一面! 是包养情

妇和大吃大喝等腐化行为* 还有刘

铁男+ 倪发科+ 郭永祥+ 季建业+

陈柏槐+ 郭有明! 都被认为 2道德

败坏(*

近期查处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

任刘铁男 +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

科+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湖北省

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都有 2道德败

坏( 表述* 只是官方未通报上述四

人的 2道德败坏( 具体情形! 但媒

体爆出他们多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

关系 * 如季建业 ! 新华网去年
%&

月曾发文称! 季建业落马后! 他一

手提拔的三名女干部接受纪检部门

调查问询*

浙江官方
$&%"

年
#

月通报温

州市原副市长叶际仁严重道德败

坏! 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

性关系! 造成不良影响* 还有薄熙

来和王立军都被通报 2与多名女性

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较早前查处的北京市原副市长

刘志华 2生活腐化堕落! 包养情妇

并滥用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

巨额非法利益(! 青岛原市委书记

杜世成 2本人或伙同情妇收受他人

财物达数百万元(* 因涉嫌重婚罪

被追责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

华! 2生活腐化堕落! 道德败坏!

涉嫌重婚犯罪(! 并在境外涉及色

情活动* 还有楚雄原州长杨红卫吸

毒包养情妇受贿等案*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

勇是信仰庸俗化的 2受害者(! 他

曾在忏悔录中写道- 我放弃了政治

坚守! 陷入了精神迷境* 我对共产

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入党宣誓

时的热血基本变凉了! 最后变成无

法医治的 2败血症(* 我放弃政治

坚守的表现! 主要是价值观发生了

改变! 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我心中不

再是最高的! 而极端个人主义和拜

金主义逐渐在我头脑中占据主导地

位* 庸俗化是腐败的边缘! 是滋生

腐败的土壤* 对领导干部来说! 这

是最为致命的自毁因素* 思想上的

庸俗化! 让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党内生活的庸俗化! 让我更加放纵

自己! 社会风俗的庸俗化! 改造了

我的思想* 政治原则的庸俗化! 支

配了我的行为* 社会物质文化生活

的庸俗化! 让我禁不住各种诱惑*

待人接物的庸俗化! 麻醉了我的神

经*

2从诸多案件情况看!走入犯罪

深渊的官员常常起因于道德滑坡* (

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田国良说* 他

认为避免高官腐败首先要严格坚持

2以德为先(选拔领导干部!能够抗

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

2衡量领导干部的 0德1! 要多

听广大群众的呼声! 因为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4 提拔领导干部! 应加

大群众的权重* .以德为先1 的原

则才可以更好地落在实处*# 田国

良表示*

义气
不讲原则讲利益

今年
$

月
$&

日 ! 刘汉 + 刘维

等
"*

人涉嫌组织+ 领导+ 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 故意杀人+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 被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成为近年来国内公

诉的特大涉黑犯罪集团! 在全国引

起强烈反响*

本案中! 一起被提起公诉的还

有当地三名政法干部 * 据刘维供

述! 除了送金钱财物! 他几乎每周

都会和这三个 2哥儿们# 在自家的

会所里聚会! 一起寻欢作乐! 甚至

吸食毒品* 由于这种特殊关系! 三

个 2哥儿们# 也特别 2义气#! 成

了刘汉等人的保护伞*

%&

年间! 三

人多次替刘汉隐匿 + 销毁案卷材

料! 发生命案后多次为刘汉等人通

风报信! 更是明目张胆地为刘维违

法提供枪支配件和子弹*

2讲所谓 .义气1+ 充当保护伞

也是一种信仰庸俗化的表现! 是权

力寻租现象 * 从犯罪事实角度解

构! 即国家工作人员555凭借手中

权力555寻求一定的利益 *# 北京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检察官王

戈分析认为*

权力寻租的表现!一是2群蚀群

蛀#现象*同一单位的多名工作人员!

利用相互之间的职权关系!合谋共同

私分+贪污+挪用或者受贿4二是国家

工作人员与本单位外的其他工作人

员!因工作关系+朋友关系+亲戚关系

等!相互勾连!分工配合!形成利益链

条!进行2权钱交易#*例如!北京市某

看守所原工作人员张某等
*

人受贿

及介绍贿赂案中!

'

名公安机关预审

处+法制处+派出所民警2哥儿们#受

张某的舅舅之托!2哥们#勾连一起违

法帮忙办理在押人员张某的取保候

审手续!并商定了2酬劳#和2提成#!

(

人共计受贿
%$

万元*

另外! 具有行业普遍性或已形

成行业 2潜规则#! 因此窝串案表

现为同一行业领域内相同环节或岗

位的多名工作人员! 采用相同或相

近的手法! 分别进行职务犯罪* 例

如 ! 广东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

明+ 水利水政监察局原副局长毛益

勇等人涉嫌为西江流域盗采河砂团

伙充当 2保护伞#* 违法批准某些

企业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延期! 导致

西江河道被严重破坏+ 国家巨额的

经济损失 ! 吕英明还涉嫌收受近

$&&&

万元人民币的贿赂* 这些都是

不讲原则讲利益+ 不要信仰要金钱

的典型案例*

针对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 +

道德滑坡等现象! 各地相关部门已

经采取切实行动* 记者发现!

(

月
%'

日! 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

知* 强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

律不准使用 2老板 #+2老大 #+2哥

们#+2兄弟#等庸俗称呼!破坏党内

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

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2人没有信仰就等于没有灵魂*

不论是迷信风水+ 道德败坏! 还是

0哥们儿1义气!概括起来就是信仰

庸俗化*一些官员!在有了一定的权

力后!便开始饱暖思淫欲!忘记了要

对党忠诚+对家庭忠贞!最终一步步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黄京平告诉记者*

黄京平建议! 除了加强对党员

领导干部严格的党性锻炼外! 还要

加固他们立身+立业+立言+立德基

石!防止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

向! 增强他们对思想灰尘和政治微

生物的更强防范力和抵抗力*另外!

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把信仰坚定+

道德高尚作为考察+ 提拔干部的重

要标准之一* 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清心寡欲! 管住自

己!不在2信仰#上犯糊涂!不在2道

德#上栽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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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吃 货
遏制舌尖上的腐败

吃货"多指爱吃的人$目前使用最广泛也

是大家最认可的解释是指特别会吃! 特别爱

吃的人$

(

月
%)

日"因谐音&我要吃'"被商家

附会为&吃货节'$由此"我想到
(

月
%"

日+新

京报,的一篇报道说"在某些官员看来"请客

吃饭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某些官员是吃货" 我想一定少有

人反对吧-

$&%'

年
"

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

仲梁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

$&%$

年" 基层官

员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分别是. 市长平均每周

%(,%

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
%#,-

次"按一周

五个工作日计算" 相当于每个工作日有
",*

次饭局"每天的饭局甚至需要赶场$

平心而论"热衷于饭桌上的吃吃喝喝"本

无原罪" 这本是人与人之间增进感情的重要

手段$但若将饭桌移置于官场"&饭桌文化'或

许就变得不再那么清爽了$酒肉穿肠过"则极

有可能意味着&规则了无痕'$

好在"这种&舌尖上的腐败'自
-&%"

年以

来随着&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施行"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有调查显示"

-&%"

年"官

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 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

"&

分钟$有官员说.&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

次"/三高0也降下来了$'

也应看到"严厉监督也并非全无死角$比

如很多人意识到&外面不安全"到食堂里吃'"

或者将茅台装进矿泉水瓶$所谓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难怪有人提出"应将公款吃喝入罪%

入刑"甚至设立&挥霍公款罪'"管住官员吃货

的嘴巴$

这个建议"值得思量$

“老 大”
拒绝庸俗化称谓

据
(

月
%'

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纪

委发出通知" 指出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受不良

风气影响"有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这

破坏了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以后一律不

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

&老大'一词主要应用在江湖帮派中"&老

板'一词应用在商业公司中"都代表着在该群

体中拥有最高权力"能呼风唤雨"不受监督和

制约$称兄道弟%拉拉扯扯"表面看是与下属

打成一片%上下级关系融洽"其实是搞人身依

附关系$&老板'%&老大' 等称谓富有虚荣心%

等级观念%官僚和江湖习气"把社会上的&江

湖'做法和&市场交易'原则搬到了党内"是把

同志关系利益化的反映"其实质是不讲党性%

不讲原则%不讲纪律"这种把党内生活庸俗化

的做法是腐蚀剂$

称谓折射作风"称谓关乎原则$党内同志

之间如何称呼"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事关党员

的权力观%地位观%荣辱观"关系到领导干部

怎样认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要彻底告别庸俗化的称谓" 就必须在党

政干部中彻底地惩治各种权力私有化现象"

让党政干部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公权"

绝不可为自己所用"这样才能自觉规范称呼$

称呼"看似小事"但兹事体大啊1

晕头转向 张浩
!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