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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官相护是买官卖官的必然恶果

习近平对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现象深恶痛绝"

!"#$

年
%

月
!&

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要严明组织人事

纪律" 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坚

决不放过"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的决不姑息" 发现一起" 查处一

起&'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

开展多轮巡视"巡视发现"有的地

方干部任用存在领导打招呼%拉

票贿选% 跑官要官% 弄虚作假之

风" 有的地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

买官卖官问题& 从刘志军系列案

件中"我们看到"买官卖官仍然是

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 一些腐败

分子在捞取政绩(造福一方'的同

时" 还实施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

动"出现一边捞取政绩搞腐败"一

边得到重用提拔的现象)(买官'

之风助长了(卖官'之风&这种歪

风邪气一旦形成"势必会出现(劣

官驱逐良官'的现象&所以"若买

官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惩处" 卖官

现象必然猖獗&

买官卖官导致劣官驱逐良官

!"'$

年
(

月"原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以受贿罪 % 滥用职权罪判处死

缓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 检察机关指

控"刘志军从
')&%

年至
!"''

年

利用职务便利" 收受
''

人
%*%+

万元"其中卖官受贿
''(&

万元&

证据显示" 他从
')&%

年就开始

犯罪到
!"''

年案发" 在长达
!,

年的时间内"不间断地连续犯罪

完成了从正处级%副局级%局级%

副部级及正部级的升迁"其明显

存在被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的现象&

有 (中国高铁第一人 '之称

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 % 副总

工程师张曙光 " 曾因滥用车辆

采购权 " 被下放沈阳铁路局任

局长助理" 刘志军在
!""$

年当

权后" 对张曙光带病突击提拔"

一年内三易其职 " 一路高升 &

南昌铁路局原局长邵某 " 在其

任武汉站长期间 " 为时任武汉

分局领导的刘志军作伪证 " 致

使刘志军收受铁道部武汉物资

处行贿的一套住房无法查处认

定 " 帮助刘志军暂时逃避了追

究 & 后来 " 邵某在刘志军的举

荐下成了武汉铁路分局局长&

刘志军主政铁道部后"武汉

局从郑州局独立出来并由邵某

担任局长&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

被判处死缓"该案的幕后推手就

是邵某 &与此案紧密联系 "原铁

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某"哈大客

专公司原董事长杜某%中铁集装

箱原董事长罗某%昆明局原局长

闻某%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原总经

理刘某等均受到法律惩处 &此

外 " 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

某%原副局长马某均因受贿罪被

判处死缓&

买官卖官易形成以权

谋利的恶性循环

前几年"一些地方和部门在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一些

问题 "突出表现在违反 *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

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

部"(跑官要官' 之风屡禁不止"

(买官卖官'案件和拉票%搞贿选

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不良风气

和腐败现象"严重干扰党的干部

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败坏

党的风气 "损害党的形象 "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

(跑官要官'与(买官卖官'不

同之处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跑官

要官'的手段主要是(跑'和(要'"

属于一般性的违纪违规" 应给予

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 -(买官卖

官'的手段主要是(买'和(卖'"买

官者行贿"卖官者受贿"属于严重

违纪违法行为" 除了一律免去职

务外"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

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一

个干部"如果是(跑'来的官"或是

(买'来的官"其任职后是很难做

好工作的" 很有可能的是变本加

厉" 利用职权谋取更大的不义之

财"形成恶性循环&而卖官行为把

国家选贤任能的公器变为私有之

物"恶意变卖"则是腐败之源&

刘志军把政治生活私人化"

他把铁路搞成了宗派山头的(圈

子'"带坏了铁路风气"给各种腐

败创造了各种条件"使一群投机

专营 %见风使舵 %谄媚逢迎之徒

充斥在铁路系统各个层面"通过

把持话语权%晋升权%运营权"把

部分铁路局及公司变成为他们

谋取个人利益的机构&以张曙光

等为首的几大 (金刚 '在他身边

建立起一道屏障"屏蔽掉一批正

直的人&他们随心所欲地瓜分利

益"破坏了铁路健康的干部成长

环境土壤"通过对一些(有病'的

干部 (带病提拔 '"实现他们 (买

官卖官'(官官相护'(权力共享'

(瓜分利益'的共同目的&

建立制度问责"带病提拔#

刘志军的行为给我们带来

很多思考&据传"刘志军为求(平

安 ' 在办公室里摆放了 (靠山

石'"那么他的靠山是谁.他每次

被 $带病提拔 '都是谁起了关键

作用 .对此 "我们还应从体制层

面寻找原因)包括刘志军在内的

大量官员落马"却很少有人承担

任用和监督不当的责任) 因此"

我们还应该从党管干部以及出

于对干部爱护的角度"对用人制

度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切实可

行的对策)

要建立用人不当追责制度)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在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部选拔

任用规定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笔

者认为"经过对多年的情况考察

表明"其执行和效果是不言而喻

的 )既然有规定 "就应该认真执

行好,落实好)

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要有

硬办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

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主

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一把手权

力过大的问题" 是长期以来困扰

干部人事工作的老问题) 一把手

决断一切"有时一手遮天"导致用

人上弊病丛生"已是司空见惯)所

以"既要削权还要追责)在约束一

把手权力的同时" 更应该建立一

种让一把手负责的机制)

!"'*

年
'

月
!,

日"中组部下发了*关于加强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

就一把手追责提出建立倒查机

制)不仅要建立倒查机制"还要实

行干部提拔责任追究终身制"通

过责任倒查强化责任追究" 将处

理结果在党内甚至向社会大众公

开"促进用人,管人制度的法治化"

减少人治因素的干扰与影响)

建立健全组织,纪检监察系

统举荐登记记录制度)根据$谁主

张谁负责'的原则"可以将$打招

呼'$说情'的人记录在案)这样既

能够防止$暗箱操作'"又能够为

将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提供材

料) 派驻纪检系统要切实担负起

监督责任" 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

不足"突出重点"主动启动调查程

序"通过追究用人失察的责任"从

而遏制 $带病提拔 '等情况的蔓

延)

“免费水”停赠，服务还应提升

根据铁路总公司通知"

(

月
!%

日起"全国高铁,动车停止赠送矿

泉水)记者从北京南站获悉"北京南站也开始执行铁路总公司的要

求"不再赠送矿泉水!据
(

月
!(

日"新京报#$)

发放免费水"虽然是一种营销手段"却也让人感受到铁路部门人

性化的一面"但免费水却存在诸多问题)让人疑惑的是"一次以亿瓶

订购的西藏
,'""

矿泉水"甚至比部分零售价还高)如
!"'$

年"中铁

快运$买水'就花了
$-!$

亿元)按每年
,

万吨,约合
#-,

亿瓶计算"采

购价约每瓶
!-#,

元)但目前在淘宝等电商网站"白瓶盖的$铁路专供

水'最低售价为
!

元一瓶"还不乏$买
!

箱送
#

箱'优惠)在舆论的质

疑声中"铁路部门并没有公布招标信息)现在停止赠送免费水"并没

有让公众忘记这一桩公案)大批量采购的免费水"却高于零售价格"

其中有着怎样的猫腻.

应该用负责任的态度挥别昨天"将背后免费水的$故事'给公众解

释清楚"如若有腐败等违规违法之处"也应追查到底"并问责相关责任

人)相关部门必须提升服务质量"实现采购公开透明"请公众监督"提

升软硬件设施的建设等等) 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政企分开后的铁路"能

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而让$铁老大'的霸道成为历史)

$文
&

戴先任%

禁“打干亲”别光靠承诺
!

何勇海

日前!四川省青神县
$++

余

名党员干部进行不 "打干亲#公

开宣誓!并签下不准"打干亲$承

诺书! 有
,+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

主动解除了%干亲$关系/据
(

月

!(

日*河北日报+0&

"打干亲$ 本是流行于民间

的"攀亲戚$方式!包括"认干爹

干妈$"认干兄弟 $"认干儿女 $

等!目的在于互敬互爱'互帮互

助&%打干亲#之后!就形成了比

较固定的亲戚关系! 情感交流'

礼尚往来会比较频繁&后来慢慢

地!这种原本温情而纯粹的%打

干亲#民俗延伸到了官场!被一

些党员干部拿来当作 %拉关系#

%结私党#%搞依附#的遮羞布&

当党员干部之间! 或党员

干部与各种社会关系之间 !互

认%干亲#'攀高结贵之后!关系

就会变得相当微妙而难以割

舍& 有些领导干部或在干部任

用'人事安排 '子女入学 '家属

就业等诸多方面 !给 %干亲 #大

开方便之门 (或以 "干亲 $关系

为掩护 !以亲情间 "礼尚往来 $

为借口!收送红包礼金))

上述诸多行为!都使得%打

干亲#这一民俗日渐庸俗化'利

益化!俨然成为腐败的温床&这

种腐败给党和人民利益带来的

破坏力! 比党员干部搞 %同学

会#%同乡会#%战友会#等更甚'

更隐蔽&因其更隐蔽!这种腐败

所形成的小团体'小帮派'小圈

子!也就更不容易被打破!甚至

还隐藏着长期不易觉察的权色

交易&

禁止党员干部 %打干亲#!

意在净化党员干部的人际关

系!拔除腐败的另类保护伞!对

党员干部也是一种保护& 南京

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扬州任职期

间与多位女性 %打干亲 #!包括

某酒店客户经理祝某! 扬州市

发改委官员周某! 扬州市环保

局金某!均为其%干妹妹#!很快

都获得了提拔& 贵州省政协原

主席黄瑶有多位 %干女儿#!已

成当地公开的秘密& 假如这些

党员干部身边没有%干亲#的腐

蚀!或许不会倒得那么快&

当然!禁止党员干部%打干

亲#! 光签订承诺是靠不住的&

承诺容易践诺难& 青神县专门

出台了禁止党员干部%打干亲#

的 %六不准 #规定 !如何确保执

行到位才是关键& 纪检部门开

通来信 '来访 '电话 '网络等举

报平台! 让群众对发现的党员

干部 %打干亲 #现象予以举报 !

纪检部门及时调查处理! 或主

动走到群众中间调查党员干部

是否仍在 %打干亲 #!应是解决

问题的一个方向&

反腐提速增效：头天反腐翌日被查
!

陆志坚

河南省纪委
!!

日晚间发布消息!经河南省委批准!河南省三门

峡市市委书记杨树平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日的

官方三门峡日报头版!还刊载有杨树平头天参加%市委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会议#的报道!其在会上大谈为政之道和反腐!表示%必须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体制机制&#/据
(

月
!$

日新华网0

头天还在会议上振振有词的谈论反腐!第二天却被宣布查处!杨

树平冰火两重天的人生经历!既暴露出了贪腐官员的%两面性#!更彰

显了中纪委惩贪反腐%提速增效#的新常态&杨树平落马的头天仍在

台上讲反腐!说明其对省纪委的调查一无所知!这显见了纪委办案的

独立性'保密性和办案的神速&

去年来!中纪委针对反腐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调整了反腐路径!明

确指出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

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显

然!被迅速拿下的姚木根'万庆良'王敏'肖天'杨树平等都属于心存

侥幸的%不收敛'不收手#之人&只是!作茧自缚!昨日台上高谈阔论!

今日身陷囹圄!实令人讥讽&

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杨树平等贪官的迅急

落马!至少传递出了两重信息!让公众感受到了反腐的决心与信心&

其一!说明了惩治腐败%兵贵神速#%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已常态

化!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监

督机制已日趋完善和成熟!滥用权力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二!说明了反腐的%火眼金睛#逐步锻造&无论贪腐官员怎样自

我%包装#和标榜!昨日%清官#'今日贪官!惩贪肃纪的强劲反腐风暴

必会打出那些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老虎#%苍蝇#原形&

配套措施
比宣誓更重要

!

郭文婧

(

月
!#

日 % 新当选的湖北

省郧西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涛 %

左手抚摸宪法 % 面向国徽宣誓

就职& 据悉% 张涛是今年
(

月
#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

定 ( 后 % 全国首位在就职时向

宪法宣誓的县长 /据
(

月
!!

日

中国新闻网0&

说很重要 %做更重要 &宣誓

代表着一种契约%违约就应该承

担责任 &现代法治社会 %往往以

成文法或者判例为依据%尽管没

有类似 )背誓 *的罪行 %但 )君子

一言 +驷马难追 *的精神却是有

体现的&比如%

!+#!

年%时任美国

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

维奇就是因为违反了就职时的

誓言 %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先被

弹劾 %后才被治罪的 &又如在欧

美法院%附有誓言的证人证词的

证据力就强一些&

宣誓决不应该是为了形式%

不仅公众应该加大监督力量%公

职人员在述职的时候也应该自

觉检讨誓言的践行情况%纪检部

门+人大更应该不时就誓言进行

质询%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弹劾

程序&对那些违背誓言的公职人

员 % 法庭审判时也应该充分考

量%)受最严厉之处罚 * 必须理

所当然 &实行宪法宣誓制度 %相

关配套措施应该以成文或不成

文的形式慢慢形成惯例和传统%

最终形成我们每个人对宣誓的

敬畏 % 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进

步&

心态失衡“百病”生
!

张桂辉

大凡常人! 都有七情六欲&

心态不平衡的人 ! 大多因为某

种欲望不能实现 ! 或者期望太

丰满 !现实太骨感所致 &比如 !

当一个人总认为自己能力强 '

水平高 ! 职位应该达到更高的

层次 ! 报酬应该提到更高的标

准 !然而却事与愿违时 !便会感

到不满或委屈 ! 从而产生心态

上的失衡 & 狄安臣就是最新个

例&

狄安臣出生在贵州省紫云

县麻山腹地一个贫苦农家!小时

候当过放牛娃 & 走上工作岗位

后!兢兢业业!仕途顺风顺水&随

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私欲也

在慢慢膨胀& 心态的不平衡!使

他渐渐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在

担任镇宁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

务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

**+

万元&去年
!

月!法院以狄安

臣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

五年))/据
(

月
!%

日*中国纪

检监察报+0

狄安臣从一个领导干部沦

为阶下之囚 !%病根 # 在于心态

不平衡 & 导致人们心理失衡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 &主要反映在 !

拥有财富未达到期望值 ' 物质

享受未达到期望值两个方面

上&

在财富拥有方面 ! 有的人

习惯于与某些自己所熟悉且年

龄 '学历 '资历大体相仿的高收

入者比较 ! 觉得自己的能力比

他们强 '付出比他们多 !而财富

却比他们少 ! 由此产生心理落

差 ! 便不惜采用贪污受贿等犯

罪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期望值 &

而在物质享受方面 ! 有的人喜

欢横向比较 &如 !在岗位 '经历 '

能力相同的前提下 ! 希望别人

有的 !自己也要有 !甚至应当享

受得比别人多 '过得比别人好 &

否则 ! 就会产生失落感 ' 委屈

感 !从而心态失去平衡 &久而久

之 !容易诱发犯罪心理 !进而产

生犯罪动机&

心理平衡至关重要&现实生

活中!不同程度心态失衡者绝非

个别&因此!我们应当引起警觉!

见微知著 '采取措施 !及早 %消

灭#这种%病菌#***牢固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

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养

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做到不

比占有金钱的多寡!要比作出贡

献的大小( 不比享受了多少!要

比创造了什么 &这样 !才能知足

常乐!心态平衡'防止%病变#&

让缠访者留“恶名”：谁给的权力？
!

胡子民

位于陕西东南部的旬阳县!

(

月
!,

日因一项 %缠访者进入县志

留+恶名,$举措备受关注&记者获悉!作为%扭转社会风气$的新机制!

这项举措最早于该县的县委全体会议上提出&

!,

日晚! 旬阳县委宣

传部相关科室负责人向南都记者独家回应称!所谓%记入县志$本意

不是为了阻止民众正常信访!而是专门针对那些专业的闹事者/据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0&

缠访者的成因很复杂!固然有%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以及

借访而滋事的人!也不乏问题久拖不决!矛盾得不到处理和解决!合

理诉求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等情况而不得不反复上访之人& 一概地

把这些人列入%恶人$显然过于武断!且存在以权压人'以权压法的现

象&尤其是将这些人载入县志!这就更显得极不严肃!极其不负责任&

旬阳县没有权力把%缠访$者列入%恶人$并写进县志&谁可以认定

%恶人$-唯有法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才是法治社会的象征!无论对

任何人'任何事!都得让法律说话&违法信访行为依法处置的机制不够

健全不是不要法和独断专横的理由!也不是为所欲为!以权代法的依

据&唯有信访立法才能为破解信访难题提供路径指引和制度支撑&

$'

十月下旬!

.

厂临时撤离

的人员陆续回到厂区& 在罗布

泊参试的人员也回来了! 又是

开欢迎会又是庆功! 还选出代

表去北京参加庆功大会& 如此

热闹气氛之下! 我和沈延娜的

婚事也给这欢庆大潮添了一朵

小小的浪花&

延娜的父亲因为公务繁忙!

来不了! 母亲来了& 她能来是

因为有足够资格! 她是一九三

七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 一机

部某局的副局长! 据说是聂荣

臻元帅发话同意她过来的& 我

的父母未能前来& 当然! 我也

是连想都没想过他们能来! 这

是啥地方啊& 没能在结婚前让

父母见上延娜一面! 就这样把

婚事办了! 这让我心里挺过意

不去的& 只能是去信给父母解

释一番! 希望他们能理解&

延娜的母亲姓陶名芸 ! 人

很和善! 文质彬彬! 说话轻声

细语的! 根本看不出是位领导

干部! 倒像是位教授& 实际上

她也是出自书香门第! 燕京大

学毕业! %一二.九$ 运动中受

抗日爱国的激情驱使! 背着家

人跑去延安投身革命! 就是在

那里遇到了曾长期在东北军当

中做地下工作' 不久前刚撤回

延安的延娜父亲! 成就一段革

命姻缘! 并很快就有了 %革命

成果$&

也是知女莫如母 ! 老太太

对女儿从北京跑到天南地北的

不知什么地方去! 并且自作主

张地择婿而嫁! 并不意外& 她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 %吴瀚

同志! 谢谢你对我女儿的关心

和帮助0 以后! 你还要多多帮

助她呀&#

这让我有些感动 ! 也有点

惭愧& 因为我先前竟以为高干

们肯定会居高临下! 对人颐指

气使呢&

%陶阿姨! 您可别这么说!#

我赶紧解释! %延娜是个好姑

娘! 这么多年! 她对我帮助也

很大呢 ! 我从她身上学到不

少&#

后来她问了一些我的家庭

情况! 成长经历! 还说起一旦

结了婚! 生儿育女是迟早的事!

问我家里面是否能帮得上忙 &

这大概也是她当年不得已而把

延娜寄养在山东老乡家中的经

历! 让她心理上有些阴影吧&

%不过呢! 这些倒也不是最

重要&# 见我有些无措! 她便把

话题岔开了& %最重要的! 一'

你们两个要相亲相爱( 二' 要

有共同的革命理想! 而这两点

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共同的

理想可以成为让情感更坚固的

纽带! 坚贞的情感也会成为理

想的支撑啊&#

陶阿姨说这话也是有感而

发的& 她对我讲起当年在延安

时的一些事情***延安整风期

间有所谓的 %抢救运动#! 延娜

的父亲因为曾在白区工作和在

国外留学的经历! 被列为审查

对象! 后来竟又定为 %敌我矛

盾#! 被关押了两个多月& 她也

因此被划入另类! 不得再接触

机要工作! 找她谈话的人给出

的条件是! 如果她能划清界限

并主动揭发丈夫的问题! 还可

以考虑让她做些别的工作! 不

然的话 ! 就也要 %掉进泥坑 #

了! %后果不堪设想#&

陶阿姨说! 当时她并没有

盲目听信所谓代表组织的人说

的这些话! 因为她对自己的丈

夫太了解了! 绝不相信他会是

坏人' 敌人& 后来延娜父亲被

证明是清白的! 重新得到组织

上的信任! 而他们夫妻间的感

情! 也因这段特殊经历而愈加

深厚&

当时我只是把这些话当成

老人家爱女心切' 对未来女婿

必须谆谆告诫一番来理解了 !

并没有想太多! 更没想过这类

荒唐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在我和

延娜身上& 以我们的年龄 ! 经

历! 对政治的理解实在只限于

皮毛! 太不懂得个中的复杂了&

我对老人说/%阿姨!您放心

吧& 我和延娜就是既相亲相爱!

又有共同理想!才终于走到一起

的!而且永远都会这样& #

婚礼办得简单而热闹 & 厂

方因为赵书记亲自参加! 好几

个处长和室主任也来了! 资料

室的延娜的同事全体到场( 我

这面除了一起实习的几位战友!

还有
/

部队干部处李处长***

从北京接我们来部队时的李副

处长! 现在已是处长了! 他受

部队首长的委托专程赶过来 !

给新人以祝福! 并代表
/

部队

向厂方为我们培训实习人员表

示感谢& 同时他也是来通知厂

方/ 我们几个人的实习任务先

告一段落! 该回部队了& 兰谷

那面的核武器阵地已经建好 !

只等着技术人员回去做规划 '

建章程! 为下一步维护 %产品#

做准备了&

%不过! 吴瀚你可以例外&#

李处长特意说道! %毕竟刚当

上新郎官儿嘛& 首长说了! 特

批你半个月假! 愿意在这里陪

新娘子也行! 或是你们一起回

内地度假探亲也可以! 到时候

直接回部队就行了&#

连载$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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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应对帝

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国开始研发自己的核武器'与此同

时& 担负核武器维护管理的
(

部队也在西部高原秘密

组建'在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过程中&艰苦寂寞的日子

常人无法想象&潜在的危险如影相随&甚至有人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尽管如此&很多年轻人依然踏着父辈的足

迹义无反顾地走上高原()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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