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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檄拒礼
!

陈永江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改任直

隶巡抚! 大名县县官遵循旧习!

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

礼"于成龙严词拒收!还特地颁

布了#严禁馈赠檄$!通报了大名

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

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过节私

送者%决不宽恕&'

于成龙拒收%中秋礼 &不是

一时的矫情!而是他为人父母官

的责任感使然(于成龙有%此行

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

心&的抱负!官到两江总督!每顿

仍以糠粥主食!青菜为伴!因此

江南百姓昵称其为%于青菜&(尽

管他的官职不断得到提升!可是

%清廉自奉& 的道德操守却始终

没有降低( 在武昌知府任上!其

长子从山西老家千里迢迢来探

望! 他依旧是顿顿青菜豆腐!与

往日无异(迁两江总督!他不带

任何随从!仅%骡车一辆!与幼子

共乘之&(不住官府驿站!不受沿

途官员迎送款待(

如今!于成龙%立檄拒礼&的

廉洁思想!仍可为我们党员领导

干部学习的榜样(眼下!我国传

统的两大节日元旦和春节临近!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年*洁不

洁!看过节(+党员干部应该学习

于成龙!明确一个宗旨)多为老

百姓做事!而不是享受老百姓的

供奉*坚守一道底线)面对形形

色色的诱惑! 像于成龙那样!学

会拒绝!敢于说不(用自己的行

动守住做人的底线和为官的根

本!方能欢乐祥和过节日(

老 鼠
!

曹苏梅

一只老鼠掉进了半满的米缸!

它喜不自禁!觉得自己每天都能吃

到香甜可口的大米了( 刚开始!这

只老鼠每天还小心翼翼地爬到米

缸口观望!生怕被主人发现!渐渐

地它沉浸在一味地享受之中!忘乎

所以( 直到米缸里的米开始见底!

它仍不管不顾!沉醉在香甜的大米

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米缸已没

有一粒大米时!它才发觉自己已跳

不出这个米缸了(

中国谚语曰)%鱼为诱饵吞钩!

鸟为秕谷落网 (&%不贪财 ! 祸不

来(& 人如果太贪婪! 就会忘乎所

以!迷失其中!就会遭殃(陷入牢狱

中的贪官!就像那只掉进米缸里贪

吃的老鼠!从此再也无法跳出米缸

了(

克 己
!

刘新明

,礼记-曲礼$ 中有这样四句

话)%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

满!乐不可极(&意思为%骄傲不可

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满则不思

进取!乐极则生出悲哀(&这四句话

强调的就是%克己&(

作为党员干部要把这四句话

作为立德修身. 克己为民的箴言(

为官不可有傲气! 不可有贪欲!要

立志做大事!不要取得点成绩就沾

沾自喜!忘乎所以(在思想上要心

系百姓! 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

在工作上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地

干出一番事业! 不可居功自傲*在

生活上要廉洁自律. 看淡名利.克

己慎行.洁身自好*怀一身正气!扬

两袖清风!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和

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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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方能收获内心宁静与平和
!

杨学博

自由快乐 !人皆向往 (对于

党员干部而言!什么样的生活才

是自由的.快乐的/明太祖朱元

璋与大臣之对!或可提供一些启

示(史载!朱元璋某日问诸臣)天

下谁人最快活/有人说功高盖世

者!有人说位居显赫者!有人说

金榜题名者!还有人说富甲一方

者00朱元璋听后皆不满意(大

臣万钢答道) 畏法度者最快活(

此言一出!朱元璋大悦!称赞其

见解独到(

自由快乐之人!必是敬畏法

度之人*敬畏法度之人!多是严

以自律之人 ( 把握好 %畏 &与

%德&.%不自由& 与自由的辩证

法! 党员干部方能内心澄明.动

静有常(比如!不拿不该要的钱!

不看着别人碗里的肉眼红!不搞

物质攀比!亦无人情羁绊!就会

得到物质的自由* 做好该做的

事!尽到应尽的责!不用%把领导

表情当自己心情!把领导嗜好当

自己爱好&! 就会收获干事的自

由*守好为人处世底线!不碰党

纪国法红线!有坦然之乐而无囹

圄之忧!精神的自由也就可期(

改进作风!不仅要靠党纪法

规的外在约束!也有赖于干部的

严格自律(具体言之!就是敬畏

誓言.敬畏法度.敬畏程序!珍惜

家庭.珍惜名节.珍惜眼前虽平

淡却长久的生活(还应明白手中

权力来自哪里.用权界限划在哪

里!明确哪些不可为 .哪些必须

为(始终保持%边界意识&!心有

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凡事

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各级干部

尤当懂得!干事用权不能太轻松

舒服了!秉持%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 的态度! 时刻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 做到慎独. 慎初 . 慎

微. 慎友! 方能收获内心的宁

静平和! 抵达 %从心所欲不逾

矩& 的境界(

自查自纠
!

鲁庸兴

巡视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平台!是上

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监督的

重要抓手!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

督结合的重要方式(时下!在正

风肃纪行动中! 各级明察暗访.

督导督查已形成网络! 成为常

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此举有

效地遏制了违规违纪问题的发

生! 许多矛盾解决在了萌芽状

态!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

人们常说! 外因是条件!内

因是根本(抓作风建设!固然需

要借助各种有力的外在形势!但

关键还在于激发内在动力!充分

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

必须以巡视工作为动力 ! 讲求

%真&!用真心.说真话.讲真理.

动真格!以敢于亮剑的勇气纠治

问题*体现%实&!思想求实.工作

务实.做人老实.抓好落实!以高

度自觉的态度刹住歪风* 抓牢

%行&!动起来.查起来.纠起来 .

改起来!以积极靠前的作为亮丑

治病!以%三严三实&严格要求自

己!争做%四有&好干部(只有这

样!问题才会无处藏身.无可遁

形! 作风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好

转!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才能进一

步深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

进一步迈上新台阶(

成由俭败由奢
!

罗红芬

%成由勤俭败由奢&(对于中

国人来说!勤俭一直是很多有识

之士人家的家风!一般做家长的

都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染上奢侈

的陋习(

唐代时期! 裴坦与宰相杨收

是好朋友! 两人都是贫苦人家的

孩子! 后来参加科举考试改变了

命运(因为相同的出身!两人保持

了较好的友谊! 还结为了儿女亲

家( 不过裴坦始终坚持节俭的作

风! 而杨收却讲究排场! 喜爱奢

华(杨收女儿嫁与裴坦长子为妻!

出嫁时!嫁妆多而华丽(裴坦见茶

台上所用小盘中雕有鱼和犀牛形

状的图案!大为恼火!立即推倒茶

台!甩着衣袖走了!一边走一边气

愤地说)%乱我家法' &小两口听得

老父亲如此生气! 赶紧把这些奢

侈的东西给撤走( 后来杨收因贪

污腐败被查处! 而裴坦却没有受

到任何牵连(

晚清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娶媳妇时!曾国藩亲自写信给儿

子说)%新妇始至吾家! 教以勤

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

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他

希望孩子们能够始终保持勤俭

的家风(

这些名人之所以害怕奢华

的嫁妆!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些身

外之物坏了家风! 乱了人的品

性( 记得司马光曾说)%侈则多

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

速祸* 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

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

盗(&于当官的人而言!为了满足

奢华的生活! 就可能贪污受贿!

走向犯罪的道路'

检 查

!

高国春

为了减轻负担!让基层集中精

力做好工作!同时也为了避免诱发

腐败! 如今各种检查少了很多(这

受到了基层的普遍欢迎和好评(然

而!现实工作中!我们有的同志认

为上级不检查了!平时工作就降低

了标准!敷衍塞责!得过且过!这是

要不得的(

要经得起%不检查&!就要有做

好工作的正确态度! 既经得起明

察!也要经得起暗访!更要经得起

平时%不检查&的考验(工作经得起

检查只是表面的!只有经得住%不

检查&! 才是工作高标准的一个标

志!更是工作高标准的一种思想境

界(而要如此!就要有对党和人民

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有踏踏实

实.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只有这

样!才能从容面对检查!更能经得

起%不检查&(

胡耀邦：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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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座谈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

称赞)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

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他公道

正派.廉洁自律!他夙夜在公.

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 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

号的人生(

胡耀邦
"*

岁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 是苏区著名的

%红小鬼&(建国后!他先后担任

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 中组部

部长.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

总书记等要职! 对腐败行为深

恶痛绝(他曾严肃指出!要用最

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

韧性狠狠抓贪污腐败. 以权谋

私这件事(对自己和家人!胡耀

邦的要求格外严格! 他常说)

%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

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在胡耀邦故居陈列室 !有

一封胡耀邦
)+,)

年
))

月
)-

日亲笔写给家乡的信! 收信人

是胡耀邦家乡所在地湖南省浏

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党支

部书记龚光繁(当时!正值国家

三年困难时期( 大队建了一座

小型水库! 但在当地买不到发

电机!经大队党支部研究!请胡

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

简两人一同去北京! 向胡耀邦

求助(因为这是给公家办事!路

费可以报销(当时!胡耀邦的母

亲也在北京居住! 所以两人就

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

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

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胡耀

邦给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不

久前! 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

了一封信! 请求公社和你们一

定要坚决劝阻我哥哥. 姐姐和

一切亲属来我这里00送来的

冬笋和芋头! 这又是社员用劳

动生产出来的东西( 特别是现

在困难时期! 大家要拿来顶粮

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

是已经送来了! 退回去又不方

便( 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 !

退回
&*

元钱! 交耀简带回去!

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在这里 ! 我一万次地请求你

们! 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

来了00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

焘哥生活较为贫困! 我没有能

力过多地帮助他! 送给他两件

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

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至于其他亲属! 我实在无力接

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

你们劝阻! 再三地希望你们搞

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

年!胡耀邦到湖南省

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

委第一书记( 哥哥胡耀福闻讯

赶来!请他回家吃狗肉!这是胡

耀邦年轻时最喜欢吃的菜(可

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回去(胡

耀福向他诉说了家里的许多困

难! 他拿出
).

元钱给了哥哥)

%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

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

靠自己来解决(&就这样!他的

哥哥嫂子及两个侄子一直在老

家当农民(直到胡耀邦逝世!胡

耀福全家仍住在低矮破旧的房

子里!家中的摆设也非常简陋(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胡

耀邦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绝

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

)+/*

年! 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

母亲写信! 希望父母为妹妹上

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

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如果你

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

在下去! 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

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后!再

也没有提出过要求!直到
)+/,

年! 胡耀邦的小女儿才在所在

工厂的极力推荐下入了学 (

)+//

年!胡耀邦的小儿子大学

毕业了! 为了不给身为中央组

织部部长的父亲找麻烦! 他征

得父亲同意后! 决定到条件艰

苦的外地工作(许多老部下.亲

戚朋友们都想让胡耀邦将小儿

子调回北京工作! 可胡耀邦坚

决不同意! 直到
)+$,

年底!小

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

年!胡耀邦在担任总

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

郑重地对家人说) 谁要是利用

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

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

出面讲情的(

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

始! 胡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

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

舍(

)+$*

年! 为了警卫工作的

方便! 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

的一条胡同里( 胡耀邦在富强

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
&+

年!这套房子只在
)+/,

年修过

一次!大门的漆早已斑驳!也未

重新进行油漆( 胡耀邦卧室的

面积约
)(

平方米!临窗的写字

台上!放有
0

部电话机.一个普

通的铁制台历. 一副老花镜和

十几支铅笔! 他生前所用的茶

杯竟是一只旧的装咖啡用过的

玻璃瓶( 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

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

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

布(床上的褥子打了许多补丁!

枕头则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

织背心缝制的! 里面填装的是

一些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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