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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地

本刊策划 郑海啸

见习编辑 操余芳

校 对 孙 瑶

新拍案

他曾深入群众，化解拆迁矛盾；他曾使儋州市名声大振，盘活当地经济。他有3个农场，占地1979亩；5年间
用尽各种“高妙”手段，受贿贪污1577万元———

办事是好手，收钱不外行
!

江舟 洪记 向明

在海南省儋州市委原秘书长权

晓辉看来!权能通神"因为有了权!

也就有了钱"权晓辉
!""#

年
$

月就

任三亚市委常委!副厅级"兼三亚市

河西区工委书记!是年
$!

月!组织

上调权晓辉任儋州市委常委# 市委

秘书长!副厅级""此间!他凭借职权

受贿#贪污几近疯狂"

但因群众举报! 他进入检方视

野"

!%&'

年
(

月
$!

日! 权晓辉因涉

嫌受贿罪被海南省检察院第二分院

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查明!权晓辉在三亚#

儋州任职期间!涉嫌受贿#贪污数额

共计
$)**

余万元 " 案件侦结后 !

!"&'

年
&&

月
&!

日权晓辉被提起公

诉"

!"&+

年
'

月
!,

日! 法院以被告

人权晓辉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没收个

人财产
!"

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

权晓辉上诉至海南省高级法院 !

!"&+

年
&&

月
&!

日! 该院裁定驳回

其上诉!维持原判"

!"&)

年
!

月
&!

日!权晓辉被押

往海口监狱职务犯罪监区服刑改造"

'

月中旬!笔者前往海南省检察院第

二分院!听办案检察官讲述了查办权

晓辉受贿#贪污案的来龙去脉"

二十五岁闯海南

&(#+

年
(

月! 权晓辉在河南司

法学校读书! 后进入河南省高级法

院工作!

&((&

年被提升为副科级书

记员!时年
!+

岁"第二年!他来到海

南省华合实业发展公司当了一名职

员! 后被调到海南省委台湾工作办

公室任秘书"

一日!他独自走了出去!看到了

闪烁的霓虹灯! 置身于夜食城熙攘

的人群中! 此时! 他觉得自己太寒

酸!为自己没钱而叹息"正当他闷闷

不乐时! 梦寐以求的升官发财之机

终于来了"

&(((

年
(

月! 他被提升到三亚

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 "

!""&

年
&&

月! 又被提升为三亚市河西区工委

书记!正处级"#那几年!权晓辉平步

青云!

!""*

年
&

月!权晓辉又被提拔

为三亚市委常委! 河西区工委书记

!副厅级""

权晓辉上任后! 他并没有辜负

组织的期望!在任三亚市委常委#河

西区工委书记时! 曾妥善处理了最

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城市改造拆迁

问题"当时!三亚市西岛#凤凰岛#时

代海岸和阳光海岸这%两岛两岸&的

开发建设曾是三亚市的重点发展项

目!都位于河西区"他通过多方面的

细致工作!%下访& 面对群众解决问

题!创造了自
!""'

年以来没有一起

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纪录"

!"",

年
,

月! 阳光海岸项目对

原规划进行了修改! 改造涉及
,"""

多名群众的利益" 由于不同意新规

划!居民们进行了抗议"权晓辉闻讯

后! 立刻与河西区干部召开了党员

和居民代表会议!对有异议的群众!

权晓辉更是登门解决问题"

权晓辉在三亚任职期间做了不

少实事! 他很快得到上级部门的肯

定!这为他在
!""*

年
&

月提升为三

亚市委常委奠定了基础"

以弟之名避风险

他本可在海南这块热土上建功

立业!可惜他大肆受贿!堕落成囚"

!""#

年
&

月! 权晓辉找来弟弟

权保民!准备将他负责的三亚%天阔

广场& 拆迁项目交给权保民和三亚

英之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李梁纬来做!权晓辉一再强调!要先

注册成立一个公司! 以公司名义去

做"

后来! 权保民与李梁纬面谈此

事! 注册成立了海南泛亚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利润五五分成"接着在权

晓辉的协调下! 新注册成立的公司

与三亚天阔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拆

迁合同" 后来! 李梁纬向权晓辉提

出!拆迁服务费太低!难以分出一半

利润给权保民" 权晓辉让李梁纬直

接找三亚天阔置业有限公司商谈"

后双方又签订一份拆迁补充合同!

将拆迁服务费提为
(#"

万元"

由于该项目拆迁阻力过大 !李

梁纬主动提出退出这个拆迁项目"

退出后! 李梁纬收到了三亚天阔公

司转来的拆迁服务费
+)"

万元 "但

他并没有将这笔款项的
)"-

转给权

保民! 权晓辉便催促其弟以借款之

名拿走了
!+'

万元"

借助办节狂敛财

!%%#

年
$!

月!权晓辉调任海南

省儋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一职"

对他来说!这次调动还是很满意的!

虽是平调却也含有升迁之意" 在儋

州市! 他负责协调安排全市重大活

动!分管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策研究

室 #市直机关工委 #保密 #机要 #史

志#接待#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工

作"

!%%(

年
'

月!权晓辉又兼任市直

属单位工作委员会书记"

!%$%

年
#

月! 权晓辉力挺举办

儋州市首届%东坡节&活动!担任执

行主任! 操控这一活动的具体事务

性工作"

权晓辉指示儋州市文体局与海

南省歌舞团签订合作协议!由歌舞团

承办首届%东坡节&开幕式大型文艺

演出!文体局出演出费
$%%%

万元"

据案卷资料证实' 权晓辉要求

歌舞团编导# 艺术总监彭某将
$%%%

万元演出费用中的
)%%

万元作为回

扣给赞助商! 凡涉及的税款由歌舞

团从多余的款项中代扣"%不是文体

局出钱的吗( 哪来的赞助商呢(&正

当彭某疑惑时!权保民出现了"他找

到彭某直言不讳地说'%权秘书长让

我与你联系如何取回扣款之事"&

当海南省歌舞团收到演出费

$%%%

万元后!彭某经反复思忖后!先

与广州市白云区同和新天地艺术工

作室签订了一份
$%%

万元的舞美设

计及舞美制作合同! 其中实际发生

的费用为
)%

万元! 另外
)%

万元作

为回扣款通过新天地艺术工作室转

账给权保民"就这样!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省歌舞团直接

转款和通过深圳市炫彩视听设备有

限公司等
*

家公司以虚构# 虚增交

易项目的方式转款到权保民指定的

账户共计
++!.%#

万元"

儋州市因%东坡节&的举办而名

气大振! 促进了当地的招商引资"随

后!儋州市先后又举办了%海南岛欢

乐节&等活动"权晓辉当然是这些活

动的负责人!他让海南海上传奇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和海口苏伦高娃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杰承办了

赛事项目"李文杰为表示感谢!多次

通过权保民向权晓辉行贿
!,%

万元"

兴办农场洗黑钱

据办案人员介绍! 权晓辉非常

狡猾! 犯罪行为往往借助他人之手

完成! 他还通过兴办家庭农场的方

式来%洗钱&"

权晓辉利用亲属名义于
!%%%

年

在三亚承包了土地!兴办了第一个农

场$

!%%!

年办起了柚木基地$

!%$!

年

又承包了一个基地" 农场基地共计

$(*(

亩! 承包期都在
'%

年以上!每

亩土地租金最低为
')

元" 其中在三

亚市红沙镇承包的
!'%

亩土地!

!%%#

年被征用获得了
+,%

万元征地补偿"

案发后!权晓辉供述'三个农场

是自己经营的!由权保民负责管理!

自己收受的钱财主要流向了这三个

农场" 他在敛财时更是直接将农场

资金周转作为堂而皇之的借口"

!%$$

年
,

月! 儋州蓬莱实业有

限公司投资了一个儋州蓝洋凤凰谷

康帝度假酒店项目! 权晓辉负责该

项目的进展"

*

月底!权晓辉对蓬莱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王明科说'%找你

是想借
!%%

万元! 为我三弟的农场

短期周转一下"&当王明科说要向领

导请示时! 权晓辉说'%这么大的工

程!你们何止赚
!%%

万元(这点小事

还要请示))&随后便愤然离去"

当日! 王明科向董事长作了汇

报! 二人知道借给权晓辉
!%%

万元!

肯定是有去无回"不借!就会得罪他!

工程推进将难上加难"几天后!公司

将
!%%

万元转入权晓辉指定账户"

自从权晓辉当上了儋州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后!无论是百万元还

是十几万元他都笑纳怀中"

!%$%

年
,

月! 权晓辉将他负责

的儋州排浦%入海口河堤整治&项目

推荐给在儋州施工的重庆祥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几天后!唐万洪在

儋州新天地酒店停车场将装有
$%

万

元现金的袋子! 放到权保民的车中"

!%$$

年上半年! 唐万洪为了加快项

目的进度!在三亚图书馆停车场将装

有
'%

万元现金的袋子给了权保民"

就这样!权晓辉借%秘书长&%市

委班子成员&的身份到处借钱!大部

分款项到案发时也没偿还"

虚开发票
!"#

张

权晓辉不仅热衷于经营农场 !

他还以权保民#谢兴合#谢军阁的名

义开立了
,

个股票账户! 账户及密

码全由权晓辉掌握!除此之外!他还

指使司机开具虚假住宿#餐饮#礼品

等发票报账!贪占公款"

检 察 机 关 查 明 !

!%%(

年 至

!%$'

年权晓辉利用担任中共儋州市

委常委# 秘书长职务上的便利! 通

过司机陈某! 从高尔夫俱乐部# 酒

店# 公司# 商行等
)(

家单位获取

虚开发票
'!#

张! 骗取公用经费共

计
$*(.#!

万元 $ 对在酒店 # 专卖

店 # 商场等
$#

家单位进行非公务

消费的发票
)%

张以公务报销 ! 骗

取公款
$$.!$

万元"

权晓辉任秘书长期间! 市政府

的财务监管制度形同虚设" 一位儋

州市政府的知情人说 ! 接待工作

%定点接待! 统一结算! 事前审批&

%禁止领导干部职工和上级到下属

单位报销个人支出& 等规定! 只要

有一项执行到位! 权晓辉就不会虚

开发票贪占公款! 接待费就不会随

意支出"

此案虽已宣判$ 权晓辉也因受

贿罪被判处重刑$ 但此案反映出的

问题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从时间上看$ 权晓辉受贿从

!%%#

年
$

月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

!%$'

年
(

月$持续了近
)

年时间$这

充分说明其受贿犯罪贪念之深&持

续时间之长#' 这样的受贿数额之

巨$ 受贿时间之长的案子在海南省

并不多见#

权晓辉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本

应充分发挥他的能力$ 为海南经济

建设贡献力量$ 但他辜负了党和人

民的殷切希望$ 蜕变堕落成一名人

人唾弃的腐败分子# 他的教训确实

发人深省$具有教育意义#

是什么使原本知识型& 精英型

的领导干部权晓辉蜕变成了一名腐

败分子(客观分析全案$可以看出权

晓辉堕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

本原因是他放弃了党性修养$ 放弃

了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的改造$

放弃了政治学习&法律学习#权晓辉

在悔过书中

也对自己的

犯罪原因进

行了反思 )

%在当上领

导后 $ 我就

不怎么学习

了 $ 开始觉

得拿些用些

没什么 $逐

渐丧失了应

有的警惕和

防范# 贪财念头的产生和私欲的膨

胀$导致自己犯下罪过$铸成大错$

最终成为金钱的俘虏#'广大党员干

部$ 特别是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

部$ 一定要坚持党性修养和政治法

律学习$时刻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

渐# 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上筑起抵

御腐蚀的坚固堤坝$ 不致重蹈权晓

辉的覆辙#

"海南省检察院第二分院助检

员 胡振中#

案后说法

速度与激情，该怎么演

*速度与激情
*

+正在各大院线

热映$当大家还在为男主角保罗,沃

克
!%$'

年底因车祸身亡而缅怀不

已时$ 北京鸟巢附近隧道已经上演

起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一辆兰

博基尼与一辆法拉利在飙车过程中

发生事故$ 这两辆加起来超过八百

万的豪车$一辆基本报废$另一辆严

重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却占

据了各大媒体头条#细观这条新闻$

具备炫富&飙车&美女&京城等多个

娱乐新闻的头条要素$ 本是一条交

通事故消息$ 结果闹得全国人民围

观$对这条新闻的追逐$本身说明现

代社会人的一种%一切向钱看'的价

值取向$和%愿见有钱人出事'的冷

漠看客心态#

读罢这条新闻$ 我脑袋里蹦出

两句话$一句是%庸俗的消费主义'$

另一句是 %约束是最好的爱护'#提

及庸俗$并不是显出我有多高尚$我

并不反对赛车$但你要在赛道上$那

无可厚非$得了冠军$大家还得佩服

你# 放眼那些国际知名的
/$

赛车

手$车技过人$人品更是爆棚$少有

在繁华都市的车道上来进行拿别人

生命开玩笑的游戏$ 人家懂得规则

和自由的理性转换-相反$越是暴发

户$越是显得年轻浅薄$越轻易受赛

车游戏和影视影响$这些富家子们$

更容易受到速度与激情的蛊惑$进

而表现出%心为物役'的行为$而这

也是当代人消费观念整体异化的一

种集中体现#

对于个人而言$ 如何消费是一

种自主选择$ 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

义成为生活方式& 群体选择甚至社

会风尚$那就值得警惕#说白了$庸

俗的消费主义$ 实质上是一种拜物

主义#皮包并非用来装东西$而是用

来装腔调- 豪车也不仅用来改善交

通工具的驾乘感$ 更是用来飙出身

份和财富# 当社会被庸俗的消费主

义所席卷$人人追求%消费优先'%物

质至上'$理想&信仰&道德就难免步

步紧退#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

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乐于网上

炫干爹&拼豪车$以尊严为青春下赌

注- 还有人拿跑车& 洋房当一掷千

金&娱乐至死的工具#用物质填满心

灵$那就必然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

路'$甚至是一条不归路#从去年%

*%

码' 事件主角胡斌出狱之后再度翻

车$到不久前爆出某%大老虎'儿子

因飙车身亡$都彰显了这一特点#

回望这些年$%飙车党' 这个词

逐渐从地下走向地上$ 甚至有泛滥

成灾之势头$这些人为了自己的%速

度与激情'$从未真正将公共安全放

在眼里$他们罔顾我国刑法中的%危

险驾驶罪'条文$在肆意超速&任意

变道&追逐竞驶&轰鸣咆哮中满足了

自己的刺激感&兴奋感$却给其他正

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

患#此番出事的大屯路隧道$据说是

飙车党经常选择的 %凌晨赛点'$附

近居民曾多次投诉扰民# 对于飙车

现象$警方曾进行过多次查处$但是

%这些飙车人就是和交警躲猫猫$警

察来了$他们就跑$警察一走$他们

又回来'# 飙车党敢和交警躲猫猫$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还是惩处的力度

不够$没戳到飙车党的真正痛处#无

论%处拘役'的天数$还是%处罚金'

的数额$ 相比起这些飙车党积累起

的财富量来说$ 还是太过 %九牛一

毛'#所以$只有更严的约束$才是对

这帮年轻人最好的爱护#

北京这起飙车新闻里$ 还释放

这样的信号)据报道$肇事车主在事

后接受抽血等相关检测时与同伴有

说有笑#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

%汽车社会'$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

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

变成了孤岛#当车流滚滚的马路$已

经变成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

会$我们再不拾起道德法律约束$再

不倡导规则意识$ 那麻木和冷漠将

充斥我们周围#

因此$ 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

车外$ 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

化$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

月
$+

日一早! 一封辞职信引发热

评! 辞职的理由仅有
$%

个字' 世界那么

大!我想去看看"有人评这是%史上最具情

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经采访得知!作

者为
!%%+

年
*

月入职河南省实验中学的

一名女心理教师" 如此任性的辞职信!领

导最后真批准了"记者随后又联系了一名

河南省实验中学的毕业生!他说初中高中

时还上过这个老师的心理课"她教课说话

跟常人语气不同!浅显易懂!比较有深意"

这封辞职信目前已被学习粉丝团#*南方

日报+#*扬子晚报+纷纷转发"

摘自
$

月
%&

日$大河报%

不想去评论这位老师辞职的勇气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离开需要勇气$

忍耐也需要勇气$ 尽管后者没有那么洒

脱#要敬佩的$是只有
$%

个字的辞职信#

冗长枯燥的语言$ 往往掩盖的是空洞虚

弱的内心#偏激一点说$是在那样的语言

背后根本就没有心# 只有真实面对自己

内心的人$才能用简单的话表达自己#就

如同我们看到美的东西$ 脱口而出的就

是两个字...真美#

记得明朝的张岱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秦淮名妓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

霜$不喜与俗男子交接-或时时对面一起

坐起$好像对面有人却看不见一样#有公

子包养她$ 同她一起吃饭睡觉达半月之

久$不得她出一言#一天$王月生口中吞吞

吐吐$其他客人都觉得惊喜$急忙走报公

子说)%月生要开口了/' 大家哄然以为祥

瑞$急忙都去看她#王月生面生红晕$许久

又止$公子再三请她说话$王月生才羞涩

吐出二字说)%家去#' 后来张岱还专门写

过一首诗*曲中妓王月生+$被录入*张子

诗 +卷三$其中有句云$%及余一晤王月

生$恍见此茶能语矣#'看来张岱将王月生

比之于茶了#真实的语言$如此简单$也如

此穿透我们的内心$即便过了数百年#

真实地面对自己$ 才能真实地面对

这个世界$ 古今一理# 不然说了再多的

话$又有何益(学说话$是我们从小就做

的事情-学做人$是我们一生都在做的事

情#说真话$做真人$也是每个人的愿望#

可不知道从何时起$ 我们在滔滔不绝的

同时$却迷失了自己#不能再以简单的语

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能再以简单的方

式处理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语言只有附着于行动$我们才能真

正感受到它的力量#如果空谈终日$还不

如像王月生终日不发一言#言及于此$想

到了微信#大家发来发去的$总还是发点

自己的话吧#别只顾了转发$别只顾了点

赞$看看自己$看看眼前的这个世界#世

界这么大$我们都很想去看看#但其实世

界又很小$ 时刻都没离开我们的身边 #

&本期坐堂'张笑#

凤凰岛!左"与时代海岸!右"曾为三亚市重点发展项目$与碧水蓝天相得益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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