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镜
鉴
世

秉
持
正
义

以
民
为
本

服
务
大
众

联
系
电
话
!

!
"
!
#
$
%
$
&
!
&
'
(

传
真
!

$
%
$
&
!
'
"
"

电
子
信
箱
!

)
*
+
,
-
.
/
+
0
.
1
2 周

刊

M
INGJINGZHOUKAN
M
INGJINGZHOUKAN

!

版第
!"#!

期

'!!"

年
#

月
!$

日

!

王 地

本刊策划 郑海啸

编 辑 马菲菲

校 对 台 霏

新拍案

领导爱扇下属耳光，什么逻辑？

一汽集团当家的徐建一也进去

了!这让人感到了两会后中纪委打虎

再提速!和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刷爆

朋友圈不同"徐建一的倒掉并没有引

起过多议论! 因为他本人排斥媒体"

亦少有采访见诸报端! 但唯独一点"

算是流传开了" 徐董事长爱掌掴下

属!有据可查的有两次"扇的都是下

属分公司的总经理!打人的理由恐怕

还得等到徐建一写忏悔录时见分晓"

但他作为副部级的国企董事长"肯定

应算作高级领导干部了" 嗜好打人"

这背后动因该咋解释呢#

我想起一个词"顿悟!在心理学

的定义里"顿悟是一种突然的理解$

认识或者问题解决" 它包括对一个

刺激或情境的心理表征中的元素的

重组"或是产生一种不显眼的解释!

说白了就是"突然的脑洞大开"想明

白了一些困扰已久的问题!

莫非徐建一是为了下属好#通过

扇巴掌从而让下属的拙笨脑壳瞬间

开窍#因为心理学上说"心情和顿悟

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也就是说在心情

不好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发生顿悟"想

必他的下属一定是顿悟后"想到向外

界举报和倾诉他的暴虐的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怕是

最顶尖的技术团队"也难免不会出现

一两个%水货&!一个人必然有缺点"

一个团队必然有拖后腿的"况且徐建

一所扇之人"未必是拖后腿的"或仅

仅是未达到领导的超高要求而撞上

领导的枪口而已! 那就更说明问题

了"领导干部何许人也#在我们国家"

领导干部他应该不但是群众的带头

人"还是群众的表率"更是群众的公

仆!领导干部带头扇人耳光"岂不很

荒唐吗#要知道"扇耳光是很损害别

人尊严的一件事"我觉得仅次于拿钱

往别人脸上扔和胯下之辱!

!"#$

年安吉丽娜'朱莉执导一

部美国二战片(坚不可摧)"故事的

主人公路易'赞贝里尼作为盟军一

员不幸被日军俘获" 在战俘营里被

不断虐待"直到战争结束!其中印象

最深的一个镜头就是日本战俘营守

卫渡边睦弘"一只精致的禽兽"命令

营里所有战俘挨个朝赞贝里尼脸上

抡巴掌"直到其吐血昏迷不醒!

没想到这种极度损人尊严的事

儿" 竟发生在这些大多经过了多年寒

窗苦读和层层选拔的领导干部身上!

稍用心点就会发现"领导干部打

人的对象"大多是下属"下属应属普

通百姓!普通百姓被领导打"道理似

乎很简单!如同家长打孩子"家长不

仅手中有%权&"家长也敢于打孩子!

而孩子在一个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只

有被动挨打的份!当然"家长和领导

干部的身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家长

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其%权力&属于所

谓自然形成! 领导的权力却不一样"

它是实实在在由普通百姓所赋予的!

即使国企领导也不例外! 从此而言"

咱们普通百姓都是领导干部的衣食

父母!因此"领导干部打普通百姓"也

就如不孝的孩子打自己的老父老母

了!父母打孩子固然不对"但孩子打

父母更是有违道德伦理!

官员打人以身试法" 为所欲为

彰显%土匪&气质"说到底还是因为

其内心的傲慢与偏见在作祟! 究其

根源" 还是部分领导干部官本位思

想的根深蒂固" 把手中的权力看得

太重"把肩上的责任看得太轻!把身

份排场$个人面子$个人私利凌驾于

法律之上" 享受着呼风唤雨的快感

和%神通广大&的%盛誉&!

记得红军在建立初期" 就有着

一条不可动摇的军内民主原则*官

长不得打骂士兵+ 即使是从地方营

垒俘虏过来的士兵" 也要执行不打

不杀的政策! 这是指挥千军万马南

征北战却无往不胜的领袖毛主席立

下的规矩"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

是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 没有

人格的贵贱!

可是到了今天" 我们的领导干

部却忘得一干二净"直到落马!

耐得住烦
原以为是将烟酒赊给了镇上的干部!

没想到竟被骗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骗

子竟是这位干部的小舅子"近日!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储国庆有期徒刑四年零六

个月!并处罚金
!

万元"

储国庆是安徽省岳西县一位农民!前

两年与妻子离异后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经

常要靠借钱过日子"

!%&$

年春节过后!身

无分文的储国庆想到姐夫胡某是镇上干

部!平时在家门口很有威望!便打起了坏

主意"储国庆模仿胡某声音!打电话给本

村经营一家商店的储某! 自称是胡某!因

为在莲云开发区承包工程!工地上需要烟

酒!让小舅子储国庆去取!钱等工程完工

再结算"储某信以为真!便一口答应"储国

庆到储某处取走烟酒后迅速到镇上另一

家商店! 称其姐夫胡某让他过来卖些烟

酒"顺利拿到钱的储国庆觉得自己找到一

条生财之道!在半年多的时间内采用同样

的手段作案
$&

次!骗取#中华$#五星皖$

等香烟
&'%

余条!#种子$#古井$等系列白

酒
(%%

余瓶!价值共计
)*!

万余元%

后来一家商店的店主遇到胡某!向其

询问什么时候结账!胡某不知所以!店主

才知被骗!连忙报案"

摘自
!

月
"#

日"安徽商报#

骗子给抓了" 事情似乎已经了结!一

个很普通的案子"主人公也就是过去人们

所说的二流子而已!骗点烟酒卖掉"终究

也发不了什么大财!充其量"他的姐夫也

就是个镇干部!如果是个县市干部"恐怕

骗子能搞到的就不只是点烟酒了!让人感

兴趣的是"我们的干部在老百姓心里是什

么形象# 骗子的姐夫在家门口很有威望!

而这种威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作为干

部就会有权力"就会有路子!所以骗子说"

有工程在做"需要赊购点烟酒"没有人会

怀疑!因为真有这样的事"所以假的才会

大行其道!烟酒一转身就卖掉"也没人怀

疑"为什么#在老百姓心里"干部家里的烟

酒自己用不完"卖点换钱也正常!揭露出

一个现象并不难" 查处一个典型也不难"

难的是找出这些问题的根源! 约定俗成"

见怪不怪" 最后成了一种下意识和本能!

不这么做"不这么想"就成为一种不正常!

会被当作不食人间烟火"不上路"不懂事!

反过来说"一个骗子只要掌握了这样的逻

辑"这样去做了"不但不会有人去怀疑他"

反而以为是抓到了生意的机会!这实在是

一种悲哀!一种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

长的过程"想要改变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

完成的!需要一代人"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

力!不能惧怕困难"但首先要正视困难!信

心只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 不然就会变

成自欺欺人!对已经成为头脑里的东西"就

必须通过改变头脑去解决它! 想要群众改

变意识"干部要改变形象!靠的是什么#坚

持做下去!像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耐得住

烦!一时的冲动不会改变世界"连你自己也

改变不了!

$本期坐堂%张笑&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一名专家型的领导干部，担任的又是交通部门的敏感职务，廖小波财源滚滚———

他交代，受贿三千多万
!

本报记者 邓铁军

穷根究底
侦查员掘出贪腐证据

!%#!

年
+

月! 正是南国盛夏的

炎热酷暑最为炙人季节中的一天!

一条指令从北京专线发至广西&&&

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广西壮族自治

区检察院,以下简称自治区检察院-

依法查清自治区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廖小波涉嫌职务犯罪的问

题"随令附送的简短材料表明!最高

检在查办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

中! 发现了廖小波有收受他人贿赂

的违法嫌疑"

廖小波! 男!

#),+

年
##

月出生

于广西全州! 汉族! 研究生文化!

#)'-

年
#!

月参加工作!曾在国家交

通部工作!后调广西!曾任自治区交

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

年厅

长病休期间!曾代行主持全厅工作(

!%%+

年后! 调任自治区铁路建设办

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

年以后

又调任自治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此外!他还同时担任西南交通

大学客座教授! 并身兼国家发改委

综合运输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之职%

廖小波的简历显示! 他在广西工作

!%

余年间!凭借自己的执着与努力!

成为全区乃至全国交通基础建设系

统学优才赡'成绩突出的佼佼者%

一份堪称出类拔萃的人生纪

录! 浓缩的是一个位高权重的领导

干部丰富非凡的人生积淀! 也喻示

了一场即将在检察官与贪腐者之间

正邪较量的尖锐和艰巨% 自治区检

察院反贪干警立即展开初查工作%

无需细述反贪干警东奔西跑 !

收集证据的艰辛! 也不用表述他们

怎样殚精竭虑' 条分缕析梳理材料

所投入的细密心机! 廖小波涉嫌收

受
,%

万元人民币'持有远超其家庭

合法收入的
!#%%

余万元可疑存款'

同时还拥有
+

套房产等基本事实!

被反贪干警逐一调查清楚! 并固定

下了相关证据%

!%#-

年
(

月
'

日! 自治区检察

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廖小波立案

侦查%立案当日!自治区检察院反贪

干警依法搜查廖小波的住宅! 当场

起获
+%%

余万元的现金和信用卡 %

!%#-

年
)

月
!'

日!廖小波被依法逮

捕并送往看守所羁押%

知机识变

嫌疑人选择弃暗投明

突然来到的一切! 令廖小波做

梦也没料到!他甚至连)山雨欲来风

满楼$的征兆也没感知到一丝半点%

头一天还在发改委的办公室里工

作!次日就被带走了%

廖小波
#)'-

年下乡插队!回城

之后先后在全州县纸板厂' 全州县

汽车修配厂当工人!这期间!他的勤

劳和聪明使得他很快从一帮工友中

脱颖而出! 并当上了工厂的团支部

副书记%当年!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

不久! 许多有志青年均纷纷捡起丢

了几年的学校课本!刻苦学习!争取

考上大学!廖小波加入了这个行列!

并在
#)+!

年
)

月考入重庆交通学

院的管理工程系交通运输管理工程

专业!四年的本科学习后!他被分配

到国家交通部政策研究室! 成为工

程管理司的一名国家干部%

一个桂北山区小县城的工人能

来到无数人向往的北京并进入国家

机关工作! 廖小波知道这意味着什

么!也因此!他十分珍惜命运对自己

的眷顾! 继续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刻

苦努力! 工作能力与敬业精神很快

得到领导与同事的认可%

#))#

年! 思乡心切的廖小波主

动要求回到家乡广西工作! 随即!他

从北京调回南宁!在自治区交通厅规

划计划处工作%此后的
#'

年时间里!

廖小波先后任过交通厅规划计划处

副处长! 交通厅外资办公室主任!交

通厅外资处处长
.

最后官至交通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分管的工作几乎

涵盖了交通厅的全部业务%他的交通

理论书本知识以及在工作实践中积

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令廖小波在厅里

的高层干部中获得了 )专业知识扎

实!处理问题干练$的口碑%

一名专家型的领导干部! 担任

的又是资金富集的交通建设部门的

敏感职务!不消说!廖小波手中的权

力变得一天天的炙手可热起来!围

绕在他身边光怪陆离的诱惑也一点

点多了% 终于在
!%%(

年秋季的一

天! 伸手收受了广西
/0

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的第一笔贿款! 自此一发

不可收拾!至案发前!他已经敛积起

了超过
-%%%

万元的黑色财富%

廖小波当然知道这笔钱在法律

上的分量&&&受贿赃款的多少将是

量刑考虑的重要因素% 他在后来的

)思想认识$ 中写到*)由于自己非常

害怕!担心说多了!处理太重!所以吞

吞吐吐地说了,受贿-

-%%

万元至
,%%

万元左右!隐瞒的成分较大!后来经

过办案同志的批评教育!帮助我端正

态度!我终于痛快地交代了自己的全

部犯罪事实+,$

廖 小 波 交 代 的 受 贿 数 额 为

-!))*)

万元!这个数字与办案人员后

来获得的相关证据完全吻合% 同时!

廖小波还积极主动检举揭发交通建

筑系统其他)潜规则$情况!这些举动

最后被司法机关确认为立功性质%

案情大白

潜规则演绎权钱互换

南宁市检察院于
!%#$

年
##

月

#-

日对廖小波受贿案提起公诉!起

诉书指控廖小波的犯罪事实共
#,

项%这里!记者只将其中几项最典型

的权钱交易事实予以罗列*

!%%(

年至
!%#-

年! 廖小波借参

加自治区交通厅与马来西亚
123

公

司就)阳鹿$,阳朔至鹿寨-高速公路项

目谈判' 相关手续审批等机会!为

123

公司谋取利益!多次收受
123

公司负责人兼广西
/0

公司副董事长

杨某给予的人民币
$+-

万元' 港币

!"*,,

万元'美元
-&

万元%

!""+

年至
!"&-

年!廖小波接受

外省某公路勘察设计院广州分院负

责人黄某的请托! 帮黄某取得 )阳

鹿$)桂三$,桂林至三江-)岑筋$,岑

溪至筋竹- 三条高速公路部分标段

设计及公路交通机电设施配套的工

程! 多次收受黄某给予的现金共计

人民币
,-"

万元%

!""'

年至
!"&&

年!廖小波在代

表自治区交通厅与中国交建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项目谈判过程中! 接受

谈判对手的请托! 帮助对方顺利获

得)隆百$,隆林至百色-高速公路部

分路段的承建权!事后!廖小波多次

收受中国交建股份有限公司给予的

感谢费
$&"

万元人民币%

!""(

年至
!"&"

年!廖小波借代

表自治区交通厅与广东省
02

集团公

司进行高速公路项目谈判的机会!帮

助
02

集团公司顺利拿到)桂三$高速

部分路段承建权!并在解决桂黔两省

交界的三江接口问题'项目上报手续

审核等事项上! 多次收受
02

集团公

司的贿赂共计人民币
!-'

万元'港币

!"

万元和
&

万美元%

!"&"

年至
!"&-

年! 廖小波接

受广西
0/

投资有限公司的请托 !

利用职务影响为
0/

投资有限公司

在南宁某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土地

审批手续以及申报自治区重大项目

等事项上提供协调与帮助 ! 收受

0/

投资有限公司的
&""

万元公司

干股%

,,

廖小波的上述受贿每单均在

&""

万元以上!如果把其
&""

万元以

下的犯罪也加进来! 再与他任职的

情况一并综合考虑! 便不难发现两

个特征* 一是行贿行为随廖小波的

职务升迁而数额次数不断增加!二

是贿赂额度多寡由廖小波为请托方

提供帮助的大小决定%概言之!权钱

互换的特征极为明显%

噩梦醒来

高墙内痛悔人生沉沦

)昧先几者非明哲!识时务者是

俊杰$% 这是诸葛亮留给后人的名

言! 前一句指不能事前洞悉事物后

果者算不得明智! 后一句意为认清

形势作出正确选择者方为好汉% 其

实!这两句话对廖小波都适用%

置身在高墙电网之内!曾经忙碌

的廖小波有时间好好回忆自己的仕途

人生了*)

&))&

年初到广西工作的第

一个春节!有人来拜年给了个
-"""

块

钱的红包放在办公桌上! 我一个礼拜

都不敢去碰% 后来我为家乡周边一些

县份从交通部争取回一些 ,改善交通

设施-资金!县里又拿出
-

万元至
,

万

元给我!我诚惶诚恐!不敢要!对方说

是招商引资的应得奖励! 我才羞答答

接受了,,

!""-

年我当上副厅长后!

妻子在日本工作! 母亲来帮带孩子!

我没有后顾之忧后努力工作!成绩非

常明显! 多次得到自治区领导表扬!

就在我工作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却

突然被调离交通厅! 我觉得仕途受

阻!心理不平!后来!我帮某公司办了

资质升级的事情!他们给我
,"

万元!

我就心安理得收下了%

!"&-

年
&

月至

,

月! 自己就接收过
&(&

人给的
&$!

万元礼金,,$

担负本案起诉审查的南宁市检

察院主诉检察官刘军辉对记者说*

)他从第一次收受
-"""

元礼金的忐

忑! 变成后来百万贿款入袋的坦然!

廖小波在犯罪泥坑中越陷越深!已经

把办事收钱看作是一件天经地义的

事情!以致对那些他帮助过的'对方

没有及时酬谢或是酬谢分量不对等

的!他都会旁敲侧击提示提醒% 我们

在起诉书中认定廖小波收受三个工

程承包商三笔共
$"

万元贿款为其主

动开口索要%如此不加抑制的贪欲早

就决定了廖小波的人生必定以悲剧

落幕,,$

廖小波不抽烟!不贪杯%他敛下

的受贿巨款!除买下了八套住宅外!

有的存进了银行! 有的则堆放在家

中%搜查他家时!从杂物室以及墙角

柜等处轻易翻出用纸盒信封袋装着

的一扎扎总计数百万元的现金'数

百万元的各种购物卡! 办案人员惊

呼不可思议%

!"&$

年
&!

月
-"

日! 由南宁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自治区发改委原

副主任' 交通厅原副厅长廖小波巨

额受贿案在南宁市中级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 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指控

廖小波从
!""(

年到
!"&-

年间 !利

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

受贿赂人民币
-!!&*,

万元 ' 港币

$"*,,

万元'美元
-$

万元% 两个小时

的庭审过程中!廖小波当庭认罪!站

在被告人席上的他满面羞赧! 多次

忏悔%

,文中行贿单位均用字母代替-

因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

罪被判刑的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兼副

厅长的褚之田案件才淡出人们的视

线不久" 如今廖小波又中箭落马!

%工程上马" 干部下马& 成了交通

建设工程领域常见腐败现象!

交通建设领域投资大 $ 环节

多$ 周期长$ 范围广" 从项目的立

项审批$ 规划管理$ 土地出让$ 招

标投标到建设施工$ 质量管理$ 物

资采购$ 资金使用$ 竣工验收" 每

一个环节都可能发生违法违纪案

件" 且涉案金额非常巨大! 导致这

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体制性障碍! 现行的交通

行政管理体制中" 项目各环节都由

交通系统内部自己封闭运作" 一个

项目的全部程序批复往往经年累

月 ! 比如 " 廖小波原在交通部工

作" 北京有不少熟人" 他通过关系

帮助他人办理项目审批" 缩短了时

间" 提高了效率" 工程承包商自然

愿意拿钱来感谢他+

二是制度性缺损! 虽然目前各

项有关交通建设工程的法规制度体

系已基本建立" 但执行的情况并不

乐观" 重制度

形式" 轻落实

效果" 重口头

宣传" 轻检查

监督的现象普

遍存在" 更谈

不上接受来自

社会各方的监

督+

三是交通

建设部门面对

诱惑的机会多 " 不少单位对主管

业务领导干部的评价主要是看客

观上的交通建设业绩 " 而忽略了

人的主观世界与价值追求状况的

考评 ! 当密集的糖衣炮弹一波波

落在脚下 " 其中意志不坚定者往

往底线失守 " 成为权钱交易的

%潜规则& 俘虏!

廖小波作为一个创下广西厅级

官员个人收受贿赂数额最高的腐败

者" 他的教训" 已被广西交通建设

系统作为机关廉政建设教育的教

材" 警示着每一个后来者!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反贪

局副局长 梁毅&

案后说法

廖小波不抽烟( 不贪杯) 他敛下

的受贿巨款( 除买下了八套住宅外(

有的存进了银行 ( 有的则堆放在家

中) 搜查他家时( 一扎扎现金* 数百

万元的各种购物卡( 办案人员惊呼不

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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