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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敏

必须警惕“随大流”犯罪

江西省宁都县房地产管理

局原局长曾滨华算不上什么大

官 !他的案件却比较典型 !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 "

!"#$

年
$

月
##

日 !法院判决认定 !曾滨华受贿

##%&$

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没收财产
%'

万元"

#真想不到他也犯受贿罪$%

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想不

到&在案发之前!一些群众认为他

是#好干部%!因为他确实为当地

办了些得民心的事' 尤其是与他

打过交道的房地产商认为他是

#好朋友%! 觉得他比那些不收钱

也不办事甚至光收钱不办事的官

员要好得多' 那些共事过的机关

干部也认为他是#好领导%!因为

他谦虚(和气!也善于理解人!和

大家合得来&这样的#三好%干部

为什么会犯罪)按照曾滨华的话

说!自己是#随大流犯的罪%&

为跟上领导步伐随大流

翻开曾滨华案案卷!在被告

人供述和辩解笔录里!曾滨华说

了自己之所以犯罪的原因 *#在

乡镇呆了这么多年!坐上局长这

个位置很不容易! 为了保位置!

我要去给县领导送礼!为了跟上

领导的步伐 !我得随大流 !我是

被+同化,的&%

曾滨华刚上任宁都县房地

产管理局局长时 ! 工作比较踏

实 !不懂得送礼这一套 !更不敢

拿人家的钱&直到
!""(

年
)

月!

为了本局被确认为县参公管理

单位!需要找兼任编委会主任的

县长杨晓春协调!汇报多次都没

有结果 !他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

天他听同事说 ! 有人给县长送

钱 &他一下子豁然开朗 !懂得了

一个道理 ! 那就是要想县长帮

忙 !得靠送礼解决 &他便试着送

去
!

万元 !果然被笑纳 !问题也

很快得到解决&

就这样! 他一发不可收拾!

一而再 (再而三上门行贿 !先后

给予县长杨晓春
#)

万余元 !直

到杨晓春案发 &并且 !他心里同

时在想 !既然领导可以拿 !我为

什么不能拿 )我如果不拿 !拿什

么去孝敬领导 )于是 !他自己也

踏上了受贿犯罪的不归路&

为搞好社会关系随大流

时间一长 ! 曾滨华就麻木

了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 *很多人

给我送钱 !都是朋友关系 !他们

有的一放下钱就走 ! 拉都拉不

住!#我能同他翻脸吗)像这样的

事 !我实在推不掉 !我也要有社

会关系 !不能把关系搞僵 !实际

上朋友之间送礼!属于正常的礼

尚往来'单位下属到局领导家看

望 !这是规矩 !最多也只能算是

+非正常礼金,%&

案卷中还有一份证人证言

认为 !#曾滨华是个富有人情味

的好局长%& 这位证人是名工程

师!他谈了切身体会*#我为了承

接 +安惠园 ,项目的部分设计业

务 !送给了曾滨华
#

万元 !他知

道我爱人患上胃癌后!马上就把

#

万元退还给了我! 还从照顾的

角度另外给我承接的设计项目

每平米增加了
!

元钱&%

可见 !这位局长是很 #讲义

气%的&正因如此!他的朋友越来

越多 !且一一得到帮助 *承建宁

都县建筑商黄某!为廉租房
*#

(

*!

楼建筑工程! 分九次送给他

#)

万元'福建建筑商吴某!在承

建 #沐春苑 %保障性住房的过程

中 !分四次送给他
$

万元 !曾滨

华为他及时支付的工程款项'个

体户廖某分五次送给曾滨华
#%

万元! 便承接了房产局第二期廉

租房的避雷工程( 公房装修工程

及办公楼维修工程'个体户徐某!

为承接该县#沐春苑%项目第一二

三标段的机械孔桩工程! 给了他

#'

万元!曾滨华很讲#信用%!拿

了钱就认真帮忙-.这样几次下

来!受贿数额很快突破百万大关&

逢年过节收礼随大流

在法庭审理的最后陈述阶

段!曾滨华称自己受贿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 */我不知逢年过节收

礼是犯罪&%/过去总认为过年过

节朋友来往属于正常!没想到是

犯罪 !现在看来是错了 &我今年

才
(!

岁!以后的路很长!希望能

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后再

为社会作些贡献&%

认为过节收礼不算受贿的

大有人在&如
!''$

年
#'

月四川

省南充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

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开

庭!法庭上李斌也辩称所收现金

基本上都是在重大节假日!尤其

是在春节前!按节前拜年的社会

习俗收受的! 认为不是受贿&南

京大学预防职务犯罪研究所对

服刑人员问卷调查!七成职务犯

罪人员也不认为逢年过节收礼

是犯罪!看来这问题确实具有普

遍性&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为

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本质特

征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权钱交

易& 正常节日中的礼尚往来!与

受贿犯罪有本质区别!关键点在

于 *第一 !前者是对等的人情往

来!而后者借机受贿是单向的利

益输送 '第二 !前者交往的基础

是亲情友谊!后者互动的基础是

职权影响 '第三 !前者的动机是

人际关怀 !与职务无关 !后者指

向的目标是/办事%!即利用职务

之便谋取利益&他人给予曾滨华

的礼金!其中多有明确的工作帮

助意向 !有的为得到提拔 !有的

为承揽工程 ! 虽然数额有多有

少!本质上均属于贿赂&

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提出

过犯罪学习理论!认为有些犯罪

是向他人学习形成行为惯性的

结果&法国环境犯罪学派代表人

物杜尔凯在 0模仿规律 1一书中

断言 */社会生活中所有重要行

为的实施都受模仿规律的支

配&%职务犯罪的随大流现象!也

许正是这种理论的实际呈现&

在我国!当前随大流犯罪的

现象尤其需要警惕!一些人把个

别的(偶然的(暂时的逍遥法外(

法不责众现象看成普遍的规律!

认为别人犯罪安然无恙!自己便

可效仿 &殊不知 !刑罚是犯罪的

必然报应!腐败犯罪始终是高风

险的 /作业 %!不要以身试法 !不

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业务专家"博士后
&

谁该为“中原之门”成烂尾担责

!

印荣生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

区中州大道与农业路交叉口的

!中原之门" 大楼成为烂尾#据

悉$ 该项目于
!''+

年
##

月开

建$是河南省重点建设工程$主

体建筑造型采用!中原之门"的

设计理念$ 建筑用地
('

亩$建

筑面积
!,$

万平方米$ 投资规

模
-&.

亿元#据附近居民介绍$

该建筑已停工近
%

年时间$院

内杂草丛生$ 部分钢结构已生

锈2据新华社
$

月
#

日电3#

笔者通过查阅河南省旅游

局网站发现$这个!河南省重点建

设工程"$是一个省级旅游服务中

心$河南省旅游局向河南省发改

委提交初步设计请示的时间是

!'#'

年
(

月
!%

日# 这比报道所

称该项目开建于
!''+

年
##

月

晚了半年#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这

个所谓的省重点建设工程$是一

个典型的未批先建工程#

现在$ 大楼成了烂尾$

#,.

亿元的投资也可能打了水漂#

百姓心疼$ 官员未必心疼#因

为$针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基本

上形成一个!惯例"%大楼烂尾

了$权当又交了一次学费$再多

的钱打了水漂$ 自己也不用掏

分文& 假如这
#,.

亿元是企业

所投$那政府更可以!没花一分

钱"而为自己开脱#

这大概是中国烂尾工程

!高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

肯定$ 只要重大决策终身责任

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不落

实$决策者怎么失误$都是!零

风险"的$形形色色的烂尾楼$

就还会从各地任性地冒出来#

毋庸讳言$ 目前我国对于

重大决策事项失误责任追究制

度$并未实现全国统一$更多的

是地方性法规$立法规格较低$

而由于是本级法规$ 对决策者

特别是!一把手"的制约力仍显

薄弱& 同一问题处理在全国范

围$也未能实现同!罪"同罚#这

一现状亟待改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

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去年

有媒体报道称$国务院已经组织

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规$

以避免一些地方政府将重大决

策当作一般的决策来处理#希望

这个法规尽早出台$以规范政府

重大决策的程序和实体$避免更

多类似!中原之门"的烂尾楼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损

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苍蝇式思维”必须铲除
!

金海燕

曾任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交通局副局长的徐亚俊$玩网络游戏

差钱时$工程老板赞助了他
$

万多元&他带妻子在海南购物钱不够$

工程老板又转了
!

万元!临时救急"&他给别人安排个工作$对方过

节来送礼$羊肉袋子里!藏"了
#

万元现金'(日前$徐亚俊因被指

控受贿
.!

万多元$在南京六合法院受审2据
$

月
#

日0现代快报13#

一个区交通局副局长受贿
.!

万多元$恐怕只能算是一个!小苍

蝇"# 值得注意的是$ 徐亚俊在庭审中多次表示$!社会风气就是这

样"$他的受贿!也是被动的"之类$虽然都是不值一驳的狡辩$却是

一种典型的!苍蝇式思维"#这种!苍蝇式思维"正是滋生!苍蝇"的温

床$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这种!苍蝇式思维"成了!社会共识"$就会制造出!塌方式"!一

陀一陀"的腐败$成为毒害社会风气的最大祸害#前一阵在一些地方

出现的严重腐败案件$就是这种!苍蝇式思维"被官场和社会接受和

容忍的结果#在那些地方$想升官就得行贿$买官卖官已经成了官场

的潜规则$ 一个县里竟然有
.'/

的科局级干部都向县委书记行贿买

官&下级机关向上级单位送节礼$竟然成了成文或不成文的惯例&有

位厅级干部因为从来不收下级单位的礼品$他下基层调研$竟然没有

人愿意同行$因为!跟着他下基层只能白跑一趟"#诸如此类的事实证

明$!苍蝇式思维"在这些地方$已经成了官场的!共识"#至于普通百

姓$也有不少人信奉!不找人办事无门"!不送礼办事无成"#

!苍蝇式思维"一旦被广泛接受$必将成为滋生!苍蝇"的温床#

因此$我们必须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排除!苍蝇式思维"对反腐败工

作的干扰$从制度和思想上清除滋生!苍蝇"的环境和条件#

办公桌放零食被通报，不冤
!

陈科峰

春节前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纪委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对镇

街)区级部门和基层站所)服务窗口共计
-$(

个单位的廉洁过节)纪

律作风)公车封存等情况进行了三轮检查$并对督察情况进行实名

通报*

!

名干部上班期间玩手机+

-

名干部办公桌上摆放零食等问

题$都在通报之列2据
$

月
!

日0华商报13,

从对被通报的单位和个人的违纪情节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各种

!小事情"-..有迟到+脱岗的$有工作期间上淘宝+听音乐+玩游戏

的$值班电话无人接听的$甚至还有人就因在办公桌上摆放了零食

而遭通报的,话说到这里$有人提意见了$凡事过犹不及$这都是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嘛$你看人家不就是桌上放了点零食$又没吃$何至

于这么上纲上线$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果真如此吗/在笔者看来$这样!严苛"的做法其实并无不妥,公

职人员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其一言一行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

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句话讲$叫作!民生无小

事",迟到早退串岗等等$看上去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却在不知

不觉中向人民群众展现出一种自由散漫的糟糕形象,具体到!办公

桌放零食被通报"这事$办公桌上放零食$无论吃与没吃$都向前来

办事的人传递了一种暗示...!这位干部可能在办公场所吃东西"$

而即使这只是误解$其产生的影响依然是不好的+负面的,

小处可以见大$积少而能成多,日常工作中!不拘小节"看似无伤

大雅$而无数个!小节"汇聚在一起$就事关党性+宗旨$事关人民群众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依赖,公职人员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有义

务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模范遵守工作纪律$时刻学会谨言慎行,

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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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四风”顽疾反弹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月
%

日发表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四

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目前顶风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必须坚

决防止反弹&公款吃喝不降反升!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把禁令

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将/四风%称为/顽疾%!确实是有道理的&多少年来!上面为反

/四风%不知曾下过多少道禁令!发过多少整肃文件!开过多少诊治

药方!但/四风%始终没能根治&顽疾再顽!也自有猛药治之&坚定地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地实施和执行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和

禁令!就是整治/四风顽疾%最有力(也是最有效的一剂良方&

#吴之如文
'

图$

作风建设

就要小题大做
!

郑端端

在
$

月
-

日召开的江西省

防汛工作电视电话会上!省长鹿

心社对某厅局负责同志迟到一

事 !当场提出批评 "开这么重要

的会 !为何迟到 #倘若是在抢险

救灾! 这迟到
-(

分钟要耽误多

少事啊$2据
$

月
%

日新华网3

省长批评开会迟到现象!并

非小题大做 %可以说 !细微之处

见精神 !细微之处见风气 %会风

体现作风!作风反映一个干部对

待工作的态度%&不矜细行
0

必累

大德%'一个人的作风怎么样!往

往体现在生活小节 ( 工作细节

上 %忽视小事小节 !就有可能败

坏大事%作风上的&小问题'有时

也会引发 &大祸端'! 作风上的

&小转变'则能迎来&大发展'%

笔者认为 ! 作风建设就要

&小题大做'%小事小节是一面镜

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

事小节中有党性! 有原则
1

有人

格%守住小节是对为官者修养的

一个基本要求!人民群众评价为

官者的品行!常常就是从看得见

摸得着的小事来判断的%群众最

认可&小节'!他们往往不理会干

部嘴上是怎么说的!墙上是怎么

贴的 !而在乎干部的 &小节 '!以

&小节'判断是非 !衡量优劣 !作

为拥护或者反对的理由% 可见!

&小节'千万马虎不得%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大事!必作于细%'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党员干部的言行不仅是

个人行为 !更代表着党委 (政府

的形象! 直接关乎发展的大局%

因此!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强化

作风建设无小事的观念!从我做

起( 从小事做起!&严' 字当头(

&细'处较真(&实'处用功 !严谨

细致 !一丝不苟 !将作风建设进

行到底%

!不放过"小错 扎紧反腐篱笆

!

陈永江

商务部日前发布消息称%商

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企业安排

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

纪,驻商务部纪检组决定对其立

案调查2据
$

月
!

日0新京报13,

违规打一次高尔夫球也被

立案调查$也坚决!不放过"$值

得点赞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

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

强调指出%!执行党的纪律不能

有任何含糊$不能让党纪党规成

为1纸老虎21稻草人2$造成1破

窗效应2* 凡是违反党章和党的

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 组织纪

律+财经纪律的行为$都不能放

过$更不能放纵* "

!不放过" 彰显反腐真谛 *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破法"

者$无不从!破纪"始* 收一个红

包+去一次会所+赴一回吃请+打

一次高尔夫球((这些看似不

起眼的!一次"$都可能埋下腐化

堕落的种子*

!不放过"表明反腐决心*我

们的反腐败斗争正向纵深推进*

在!三不放过"2即对退休之/下

山虎 %不放过 '刚提拔是 /上山

虎 %不放过 '专职纪检的 /纪检

虎%不放过3的基础上$如今又坚

持对打一次高尔夫球也被立案

调查$也不放过---如此 !苍蝇

老虎一起打"+违纪小错不放过$

凸显了!有腐必反"工作的力度

和!违法必究"的严肃性*

!不放过"扎牢反腐篱笆*如

果对每个党员干部都坚持发现

违纪违法线索不放过+问题不查

清不放过+违纪问题不处理不放

过+ 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警

钟长鸣$对干部加强日常监督管

理$就会有更多人!不敢腐"$并

逐步实现!不能腐"*

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的/中原之门%大楼烂尾!已停工近
%

年!

院内杂草丛生!部分钢结构已生锈&

突如其来的质问让长着一

张娃娃脸的年轻医生愣住了 $

待回过神后就恼怒地说% !你

胡说什么/ 莫名其妙$ 我和你

们双方的学生家长都不认识*"

!那刚才护士对你说了什

么/" 严来财冲到医生面前$ 不

依不饶地叫道*

!说什么/ 我有必要告诉你

么/" 医生反问道*

或许正是医生那不屑的表

情把严来财彻底激怒了*

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

严来财还是向香溪公安分局报

了警$ 并且$ 那位曾经与护士

耳语的医生成了他第一个控告

者* 这样的控告自然没有任何

结果$ 香溪公安分局法医给了

严耀祖一份法医鉴定$ 结果为

轻微伤*

严来财拿到这份让他并不

满意的法医鉴定当天$ 就开始

了他的上访生涯* 严来财不能

不心疼 $ 他发现儿子近视了 $

戴上了近视眼镜$ 他认为这一

定与儿子同学张志远那一拳有

直接的关系* 他当然不能让宝

贝儿子无端吃这个亏$ 他严来

财更不能吃这个亏$ 他得替儿

子更为自己讨回公道* 整整四

年$ 严来财将香溪公安分局的

法医视为最大的仇敌$ 他的上

访信件和语言里$ 一致认为香

溪公安分局法医和香溪区医院

医生都得到了对方的好处$ 因

为他打听到了$ 这个张志远的

父亲是颇有家资的老板$ 在章

城市小有势力* 严来财是很现

实的$ 也有天生的农民式狡猾$

审时度势$ 他觉得没有实力与

对方硬碰硬$ 就只能采取迂回

战术$ 一定要让法医改变儿子

的伤情$ 才能出这口恶气* 是

啊$ 严来财心中总是有这样那

样的恶气无法发泄* 而在举国

欢庆奥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这

史无前例的盛事时$ 严来财最

高兴的是他四年的上访终于有

了结果$ 章城市公安局根据严

耀祖自述的视力更改了原来香

溪公安分局法医的鉴定结果 $

从轻微伤改为轻伤*

拿到这个结果的当天 $ 已

经
(+

岁的严来财老泪纵横$ 让

老婆炒了两个小菜$ 在家里喝

了几杯小酒$ 好是慰劳了一下

自己的坚持* 他对已读高二的

儿子不无自豪地拍胸脯说 %

!儿子$ 你看看$ 我说能做得到

就是做得到$ 我让他们改鉴定

他们不就给改了* 坚持((要

坚持((哼$ 等着吧(("

儿子对父亲的喜悦很不以

为然$ 他不知道父亲要 !等什

么"* 他现在和张志远一起在章

城一中读书$ 虽然分在不同的

班级$ 但偶然碰到一起时$ 他

从对方冰冷的眼神里明白事情

因为父亲的坚持而没有结束 *

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面对从小

对自己宠爱却严厉强权的父亲$

严耀祖什么话也不敢说* 其实$

在父亲四年的奔波之中$ 本就

沉默的严耀祖更沉默了$ 他不

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

因此$ 在父亲酒意浓浓地哼唱

完全走调的闽南歌 3爱拼才会

赢4 时$ 他没有说话回屋做作

业去了*

严来财胜利的喜悦并没有

持续多久$ 奥运会结束后一次

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四年前打

人的学生张志远只有
-$

岁多*

也就是说$ 现在章城公安局法

医更改的轻伤结果$ 同样不能

构成故意伤害罪$ 这也就意味

着他 !等着的" 那个结果不会

出现* 这个发现让严来财如梦

初醒$ 觉得整个事情从头到尾

被公安耍了* 从这天起$ 他又

开始了已延续四年的上访$ 逢

市长接待日及公检法领导接待

日$ 严来财的身影就会出现在

这些部门*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就是更改对儿子的法医鉴定结

果$ 将轻伤改为重伤*

终于$ 为了平息这起多年

的上访案件$ 章城市委有关领

导指示章城市检察院出具审查

意见*

事实上 $ 确切的时间是

!2'.

年
+

月
3

日$ 严来财出现

在章城市检察院技术处法医刘

光第面前时$ 已是张志远与严

耀祖这起校园学生伤害案发生

四年之后了*

这天早上上班$ 在办公室

里刘光第第一次见到当事人时$

心中多少有些好奇* 此时$ 他

根本没想到这个性格偏执倔强$

个头不高$ 身材敦实$ 一张大

脸庞上长满了络腮胡子$ 操着

一口浓重闽南乡下口音的
(+

岁

老人$ 会如一块牛皮糖一般缠

他整整
$

年0 让他这个已在章

城小有名气的法医当了
$

年的

被上访者*

其实$ 接到检察长转过来

的市委领导批示当天$ 刘光第

就调阅了有关这起校园伤害案

的所有卷宗$ 包括香溪公安分

局和章城市公安局两位法医出

具的两份鉴定报告* 同时 $ 为

了慎重起见$ 刘光第还先后找

到了香溪区医院当年给严耀祖

初次治疗的医生及两位法医*

())$

年
*

县医院一位普通医生进入章城市检察院%

这位青涩的年轻法医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模范检察官
*

检

察院成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 '劳模工作室(% 他

为章城市检察院赢来了荣誉% 同时也给检察院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 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荣誉% 如何顶住多

方面的质疑% 这位年轻的法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追寻

蛛丝马迹% 再从蛛丝马迹中探寻真相% 做一名真相转

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