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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策划 李国民

编 辑 高 斌

校 对 周 旭

不请大牌明星 没有炫技镜头 语言朴实无华 故事真实生动 形式短小精悍 意蕴发人深省

微电影：打造廉政文化新时尚
!

本报记者 戴 佳

反贪局女侦查员下班回家 !接

到了为全家人安排旅游的电话!发

现了丈夫深藏的一张他人借款欠

条! 又收到了不明寄件人快递的首

饰"一切带给她的不是惊喜!而是对

在海关稽查处工作的丈夫的怀疑"

她联想到白天办理的受贿案#$$受

贿人接受请托人安排旅游! 为了掩

盖受贿事实伪造虚假欠条! 企图逃

避法律的制裁% 当丈夫和孩子回家

向她解释后! 才知道原来一切仅仅

是巧合造成的误会"

这是目前正在长影频道集中展

播的全国检察机关首届预防职务犯

罪专题微电影评比
!"

部获奖作品

之一&秋夜清凉'讲述的故事%

短小精悍的微电影将过去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生硬的说教灌输转化

为生动活泼的故事! 这一新的时尚

传播形式! 增强了检察机关开展预

防职务犯罪活动的工作效果! 在社

会各界引起较大反响% 正在参加全

国两会的代表委员! 也对这一新颖

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极大兴趣%

用光影艺术诠释廉政文化

#"$%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

犯罪预防厅联合最高检影视中心(

中国检察官文联影视协会等单位举

办了以)预防职务犯罪!弘扬社会主

义廉政文化* 为主题的首届全国检

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专题微电影评

比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

防厅厅长宋寒松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举办此次微电影评比

活动旨在拓宽预防职务犯罪宣传

和警示教育工作渠道!充分运用新

兴媒体!弘扬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和

法治文化%

据介绍!这次活动自
&"$%

年
%

月开始向全国检察机关预防部门

征集作品!截止到
&"$%

年
$"

月底!

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报送了

作品
&(&

部%这些作品以预防职务

犯罪为主题 !体现法治精神 !具备

完整的故事情节!具有较强的廉政

文化的公共宣传吸引力(感染力和

影响力 %其中 !绝大多数作品是检

察机关单位和个人原创作品!或与

企事业单位纪检部门联合摄制%有

许多作品是由检察人员自编自导自

摄! 展现检察人员较高的法治和文

化艺术素养%

)微电影体裁时尚(鲜活!大家

喜闻乐见! 通过镜头中的光和影呈

现了对廉洁的诠释(对反腐的主张(

对案例的剖析以及对经验的分享!

将一段段内心独白( 一个个矛盾冲

突(一件件血的教训(一桩桩悬崖勒

马故事和一个个清廉榜样展现在广

大领导干部员工眼前%*宋寒松说%

评比过程中! 为保证评审结果

的客观公正! 最高检组织了一批知

名专家进行了集中评审! 评委包括

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

所长(国家电影华表奖评委(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评委丁亚平!原中

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电影评论家(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张建勇等%

丁亚平表示!此次征集到的
&""

余部)预防职务犯罪*主题微电影立

意新颖(主题突出!并充分运用光影

艺术精致拍摄! 既具有直观形象的

参考意义! 又具有强烈的警示震慑

作用!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和社会

性的有机统一%

据了解! 为了进一步发挥主题

微电影作品的宣传教育及警示作

用!从今年
$

月
(

日起!

!"

部获奖优

秀微电影作品在长影频道集中展

播!历时
)

个月!并在互联网平台开

辟展播专区! 以此充分展现广大检

察干警忠诚党的事业( 理性平和文

明规范执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良好精神风貌!让人民群众更多(更

真实地了解检察工作%

优酷(土豆(酷
)

等视频网络媒

体和正义网( 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

等对获奖微电影进行了大量转载!

营造了观看(传播(评论廉政微电影

的浓厚氛围%

自编自导自演"多为本色出演

给掌握自己犯罪材料的小偷精

心准备的毒针! 秒秒钟就要扎入女

儿的手心++当观众正为这如此紧

张的一幕揪心时!影片戛然而止!留

给观众们的思索却远未结束%

这是本次评选活动获得特等奖

和最佳创意奖的作品###由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拍摄的 &毒

针'%该片以惩治和预防医疗卫生领

域职务犯罪为背景! 讲述原本是医

院里位高资深( 备受尊敬的林副院

长! 却被小偷的一次入室行窃意外

地揭开了他光鲜外表下的阴影!最

终受贿事实暴露的故事! 深刻勾画

出了在亲情( 利益面前情感与理智

的纠结挣扎! 折射出名利争夺中人

性自私残酷的黑暗面! 还反映了检

察干警紧张有序的侦查工作%

各地检察机关在拍摄微电影实

践中!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创作出

了一批行业特色鲜明( 本土气息浓

郁( 艺术性和教育性兼具的优秀微

电影作品% 它们或紧扣行业岗位特

点!春风化雨!寓教于影,或依托本

地文化资源!以古鉴今!扩大影响,

也有不少单位自编自导自演! 自由

取材! 由参评单位集体或个人本色

出演++

由陕西省渭南市检察院拍摄的

&残月'根据真实的职务犯罪案件改

编而成!集普法性(故事性于一体!

教育与娱乐相结合! 旨在通过典型

的案例! 警示和教育广大党政干部

进一步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廉政文化%

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拍摄的微

电影&一把紫砂壶'以一把价值不菲

的紫砂壶为线索! 讲述了男主人公

幼年因父亲受贿而家破人亡! 成年

后!他以自己的亲身遭遇为例!力劝

岳父谨慎为官(远离腐败!最后一家

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

由山西省阳泉市检察院和矿区

检察院联合制作的&茶殇'讲述了一

名为民(务实的县委书记!因经不起

利益的诱惑! 最终走上腐化堕落之

路%之所以起名为&茶殇'!正因为整

部影片以)茶*为主线!演绎了由清

到浊的过程% 影片通过剧中主人公

由)清*到)浊*的堕落轨迹!警示教

育广大干部在诱惑面前要时刻保持

清廉正直的优良作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院

拍摄的&心界'采用交叉叙事方式!

讲述了主人公孙幼和其妈妈的故

事%孙幼的妈妈因经济犯罪被抓走!

孙幼想念妈妈可是又见不到妈妈!

因为妈妈孙茹健在审查期间按照相

关规定不能探视! 所以孙幼为了见

到妈妈采用极端的方式犯罪进了看

守所%在法庭宣判时!孙幼的妈妈孙

茹健得知女儿因为自己进了看守

所!这样的结局让她幡然醒悟(悔不

当初! 原本她贪污受贿是想让女儿

生活得更好! 可是没想到因为自己

的错误却连女儿也害了%

)没有豪华的明星!没有炫耀的

镜头! 语言朴实无华! 故事娓娓道

来!意蕴却发人深省%*这是网友在

观看了&心界'后给出的评价%

具有既照#妖魔$又表%群

心&的效果

各地检察机关在制作微电影过

程中! 对影片如何在形式和内容上

更贴近群众进行积极探索! 力图将

源于生活(贴近基层(原汁原味的作

品展现给广大群众! 同时也为全国

多种形式开展岗位预防职务犯罪教

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教材%

获得本次评选活动一等奖的作

品! 由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

锦旗检察院拍摄的微电影 &一叠白

纸'!以源于生活的现实素材(亲切

熟悉的本土语言! 讲述了企业老板

潘某想办个项目审批手续! 在某机

关遇到不少挫折! 行政服务人员有

的冷言冷语(故意刁难!有的推诿扯

皮(吃拿卡要!有的蛮横跋扈(贪图

享乐!潘总和司机在一整天时间内!

没有办完一个手续! 万般无奈的情

况下!不得已求助同学何莹%为了不

做违心之事!秉持自己做人的原则!

潘总以一叠白纸装在信封袋里充当

钱物!递给了某局主要领导郑局长!

以此下策!瞒天过海!最终办理完所

有手续%

影片将一些公职人员)吃(拿 (

卡(要*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为政不廉的丑恶嘴脸体现得淋漓尽

致! 内容真实反映了基层干部迎来

送往的疲惫应酬! 群众办事处处碰

壁的无可奈何++警示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要像白纸一样纯洁无瑕!廉

政为民%

)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

群众与公职人员打交道(办事情!常

常会遇到微电影中反映出的行为和

场面!群众深恶痛绝!敢怒不敢言%*

宋寒松说!&一叠白纸' 是在平时检

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积

累的大量真人(真事(真素材基础上

创作的! 反映的问题全部来源于生

活原型!通过艺术加工!集中展现在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前!一

方面反映出了一些机关和干部中存

在的不良风气!警示干部以此为鉴,

另一方面道出了群众想要表达的话

语!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

最终形成了既照)妖魔*又表)群心*

的)双面镜*!与观众产生共鸣%

记者通过网络视频点播留言发

现!&一叠白纸'从观众的反响来看!

切实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

果%网友)杭锦旗搞笑视频*评论道-

)很熟悉的场景啊!领导们反省一下

吧*,网友)老鼠
$!*(+"&)

*感叹-)编

剧编的不错!但现实中审批更麻烦!

把资料办全了就够跑几趟的! 一会

儿说少这个!一会儿说缺那个!

,

个

部门满世界地跑!才能换来一句-资

料全了%*

反腐无禁区"影视创作不

应有盲区

)微电影是现代人乐于接受的

艺术形式!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

我们希望打造新型传播形式! 赋予

预防文化更长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宋寒松说! 微电影通过小故事讲述

大道理!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喜

爱! 拍摄预防职务犯罪微电影将有

助于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推进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向纵深化发展%

)针砭时弊是艺术创作的一个

功能!这类作品反映了百姓心声!我

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全国政协

委员'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表

示!时下!涉及反腐题材的文艺作品

大量涌现!他非常支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各地

检察机关都在尝试通过拍摄廉政短

片( 廉政微电影来推动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开展% 很多检察院本着微成

本(精制作的原则!全员积极参与!

从撰稿(摄制(参演到后期剪辑等各

环节多由自行完成! 这种 )群众参

与*的方式!既丰富了大家的工作生

活!又节约了摄制成本%

)那年春天我看见父亲伟岸的

背影, 那年夏天又是父亲忙碌的背

影, 那年秋天父亲的背影变得很神

秘, 那年冬天我永远不能忘记父亲

慌张的背影,又是一年的春天!我看

到的是父亲悔恨的背影%*山东省济

南市检察院创作的廉政短片 &背

影'! 用短短
$

分
$!

秒和配有女儿

眼中父亲背影的五句旁白! 呈现给

观众的画面却是父亲从一名勤政为

民的官员! 变为在家中收受请托人

钱财的贪官! 再到反贪办案人员到

家中逮捕父亲! 最后女儿到监狱探

望父亲看到他留下的悔恨之泪%短

片最后打出了十一个字的旁白-)别

给孩子留下这样的背影%*

长期撰写公安题材的作家 (吉

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马青山评

价说!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是广大党

员干部的一门终生必修课! 希望能

通过影片这种寓教于乐的法治教育

方式! 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和法

治文化的弘扬! 为大家敲响反腐警

钟(拉起腐败防线!始终保持清正廉

洁的思想意识! 努力践行为民务实

清廉的踏实作风%

)反腐没有禁区!影视创作更不

应该存有盲区! 我们应该大力提倡

反腐败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全国

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王兴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进

行反腐影视剧的创作! 就是要用文

艺舆论来围剿腐败分子! 让人民大

众看到文艺可以惩恶扬善! 鞭挞丑

恶!弘扬正义!这也是反腐题材影视

作品的意义%

王兴东认为! 反腐影片有三个

作用!对腐败分子是敲响丧钟!对正

在腐败的人是敲响警钟! 对群众是

敲响风清气正的暮鼓晨钟%

破解)为官不为* 期待改革发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

!为官不为"# 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强

烈关注和热议$!不吃不喝了# 但事

也不办了$" 全国人大代表杨杰说#

一些地方干部认为少做事#少冒险$

!一项审批时限
&"

天#拖到第
$*

天

才通知%%%缺某某材料办不了&"全

国人大代表陈义龙所在企业的一些

新技术产品# 在申办手续中因一些

部门不敢尝试'生怕担责#抱着!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遇阻!据

'

月
)

日新华社电"#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集体"炮

轰一些地方干部!为官不为"#折射

一些政府机关对公务员 !包括事业

单位公职人员"岗位分工不合理'职

责不清'责任不明'监管不力'约束

不到位' 问责不痛不痒没有震慑力

等问题#同时#也凸显公务员对办事

群众缺乏敬畏之心# 把手里的丁点

儿权力都要发挥到极致的衙门作风

和弄权心态$当然#也意味着有的公

务员留恋过去的官场风气# 对反腐

败!新常态"有抵触情绪#在!合法"

的!审批时限"里折腾办事的企业#

显摆其!官威"$

不论公务员还有多少花样刁难

折腾办事的百姓和企业#原因不外乎

当下的办事权力有空子可钻$一是服

务事项审批时间本身太长#给办事的

公务员拖延的机会(二是办事流程不

公开# 有的公务员把政策揣在口袋

里(三是服务细节不完善#没有限定

办事公务员在什么时候一次性告知

办事群众和企业缺啥材料(四是没有

严厉的问责制度#对群众反映问题奉

行!家丑不外扬"#不及时处理#甚至

有护犊子情节#!一致对外"# 往往媒

体不曝光不问责#即使问责#也是硬

着头皮#!罚酒三杯"$由于公务员!为

官不为"基本上没有违纪成本#所以

刁难办事群众和企业就成了常态$

当下公务员!为官不为"问题是

深层次的# 既包括机关制度本身不

给力#对公务员约束力很小#一些公

务员没有畏惧之心'敬畏之意#也包

括机关单位没有真心约束和监管#

对有的公务员!为官不为"睁只眼闭

只眼(既包括!圈子文化"作怪#对待

!圈子内"和!圈子外"不一样#纵容

了!圈子内"的公务员#致使有的人

有恃无恐#也包括潜规则起作用#有

的人讨好有来头'有后台'有背景的

少数公务员# 造成体制内的纪律和

制度约束不公平# 导致公务员心态

不健康'气不顺#挫伤部分公务员的

积极性#助长了不正之风$

要解决深层次的!为官不为"问

题#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既包括

审批事项改革# 又包括权力约束改

革(既包括考评考核制度的改革#又

包括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改革( 既包

括问责机制的改革# 又包括畅通群

众监督诉求渠道的改革等等$ 只有

全方位改革# 打破政府机关的一些

旧坛坛罐罐#破除一些!圈子"和!利

益群体"#使每个公务员随时感到来

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才会在其位

谋其政#才会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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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推进反

腐败国家立法
'

月
-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

谈到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时!张德江表示!全国

人大常委会今年将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点评(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一系列

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浮出水面$ 推进反腐败

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事关反腐

倡廉工作全局$

!

月
#

日

"

习近平强调着力净化政治生态
'

月
)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代表团

参加审议时指出!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

廉洁从政良好环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

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

点评(净化政治生态#必须清除各类!污

染源"$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减少

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才能保持政治生态

山清水秀'风清气正$

"

王儒林称山西的腐败问题 %是

一坨一坨的&

'

月
)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

西代表团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 山西省委书

记王儒林直言!)山西严重腐败不是个别的(

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王儒林认为!山西

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

党不管党! 没有从严治党, 二是没有从严治

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

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虎为患%他举例说!

山西省曾连续
$%

年没有查出市委书记的腐

败案件!)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

点评(四点原因#归结为一点#其实就是+

党委没有负起主体责任' 纪委没有负起监督

责任$山西的惨痛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

月
$

日

"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权力寻租&

'

月
(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谈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李克强指出!腐败现象

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要以权力瘦

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

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

点评(这是!权力寻租"首次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总结出权力寻租是腐败现象的共同

特征 #并从权力瘦身'扎紧制度围栏两方面

开出打掉寻租空间 ' 铲除腐败土壤的 !药

方"# 凸显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的理念$

"

十八大以来
%&

名中管干部因

腐败问题被查处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纪委副书记赵

洪祝
(

日在参加福建省代表团全团会议时透

露!十八大以来!中管干部已经有
*'

人因腐

败问题被立案查处%今年!对于不抓不管导致

顶风违纪或者出现区域性( 系统性腐败的部

门和单位! 要对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追

责%

点评(不抓不管#养痈成患$对不想抓'不

会抓' 不敢抓党风廉政建设导致严重后果的

!一把手"严肃追责#必须的$

文稿统筹(高斌 点评(李国民

一周记录 )

&

月
&

日
'!

月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