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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忠心为民敢担当
!

徐伯黎

比干!沫邑人!今河南省卫

辉市北"" 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

之子"比干一生忠君爱国!倡导

#民本清议!士志于道$%从政
!"

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

发展农牧业生产! 提倡冶炼铸

造!富国强兵"他不计功名利禄!

忠心爱国!以死谏诤!谱写了一

曲中华民族正气歌"比干也被誉

为&亘古第一忠臣$&中国谏臣第

一人$! 为历代圣贤和人民群众

所推崇%笔者认为!除了忠君爱

民外!敢于担当是比干精神的核

心与精髓%

据'论语(微子第十八)中记

载*#微子去之! 箕子为之奴!比

干谏而死+ 孔子曰* 殷有三仁

焉%$孔子说&殷有三仁焉$!就是

指的微子,箕子,比干+这段话意

思是! 商纣王到了晚年的时候!

残暴无道!误国害民!大臣们多

次劝谏!纣王都不理会+箕子是

商纣王的叔父!在朝中的官是太

师-比干!也是商纣王的叔父!在

朝中位高权重! 他是商朝的少

师!相当于国家的丞相-微子是

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 微子,

箕子, 比干他们三人一起合计*

微子认为国家成这个样子!已经

没有希望了!他决定离开都城朝

歌出走-箕子说!我们暂时是没

有办法来改变现状的!最好先保

护好自己! 于是他披头散发!假

装疯狂-比干&谏而死$+不难看

出!被孔子称为&三仁$者*微子

逃避现实-箕子明哲保身-只有

比干敢于担当
#

明知有生命危

险!却大义凛然+

比干敢于担当精神还体现

在毫不犹豫的献身勇气与决心+

'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中记

载* &王子比干者! 亦纣之亲

戚也 + 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 !

则曰 * .君有过而不以死争 !

则百姓何辜/0 乃直言谏纣% 纣

怒曰* .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

信有诸乎10 乃遂杀王子比干!

刳视其心%$ 而 '史记2殷本纪

第三) 写到* &西伯滋大! 纣

由是稍失权重 + 王子比干谏 !

弗听 + 商容贤者 ! 百姓爱之 !

纣废之34纣愈淫乱不止! 微

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

遂去+比干曰*5为人臣者!不得

不以死争+6乃强谏纣+纣怒曰*

5吾闻圣人心有七窍+6 剖比干!

观其心+$以上意思是!比干说*

&主上有过错!老百姓遭受磨难!

当臣子的不去劝谏! 就是不忠-

怕死不说!就是不勇+为了国家

社稷就是丢掉生命! 也是值得

的!也算是大忠大勇/$于是他就

亲自去进谏商纣王!希望纣王能

洗心革面,重整朝纲+比干一连

三天强谏不走!以死抗争+商纣

王恼羞成怒*&我听说圣人的心

有七个孔窍!我倒要看看你的心

是什么样子/$ 命令卫士将比干

的肚子剖开!挖出心脏+以上两

篇经典中!作者生动描绘出比干

敢于担当的悲壮画面! 震撼人

心,发人深省+

如今!比干长眠于河南省卫

辉市!比干庙二门之上匾额大书

&谏臣极则$四字+庙堂内!周武

王为比干封墓!赐林姓-魏孝文

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

谥 &忠烈公$&太师$- 宋仁宗为

'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

立碑塑像, 清高宗祭文题诗,清

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而引

人注目的是!在比干庙大殿内比

干塑像西边有一大碑!即明朝萧

良有撰写的'重修殷太师比干庙

记)+ 有文史专家对该文进行深

入研究分析认为*比干成为仁人

志士! 固然不一定非要杀身成

仁,以殉生著!但比干却剖心而

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令人痛

惜+文中连用两个&可悲哉$!悲

叹之情溢于言表+而在国难当头

之际!&三仁$ 的行为各有其道

理!比干之所以那样做!一来是

出于职责的本能!二来也是他的

本意!就是寄希望于万一!即使

被戮也无怨无憾+最后!作者萧

良有强调比干之心的特异之处

不在于 &七窍$! 而在于不 &偷

生$,不&惜死$,不&为人臣而怀

二心$+作者用&嗟嗟$过渡!&为

子死孝!为臣死忠$!强调天地之

间忠孝乃运行之根本+对主题进

行了升华+作者又列举了一大批

&抗疏任事$,为国而死的仁人志

士!如屈原,伍子胥,岳飞,文天祥

等!歌颂他们&敝天壤!贯日星$+

在中国古代!忠君与爱国爱

民是一体的!尽忠尽孝就是社会

正义的体现+试想!比干是纣王

的亲叔叔!掌握权柄!如果也像商

纣一样沉迷享受!保全自己的财

富权位,功名利禄!断然不会激怒

纣王+但他选择了忠于国家!坚持

真理!以身殉国+比干的&爱国$情

怀和&不惜死$的担当精神!与当

代提倡的爱党,爱国,勤政为民,

敢于担当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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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为官不为不能开错药方

当前#一些公务人员不积极

履行职责#甚至消极怠工 #即为

官不为的现象突出$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应该对'为官不为(

感到羞耻# 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为官不为行为直接损害执政质

量# 危害人民利益# 影响事业发

展#破坏党和政府形象#危害极其

严重#必须根治$根治为官不为现

象# 需对产生的原因作出准确判

断#如果判断错误就会开错药方#

形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人根据当前强力反腐严

格整风# 形成了政治要求更高#

党纪政纪更严#官场潜规则受到

冲击#行使职权受到约束的政治

生态和工作环境#而严重为官不

为行为的出现在时间上与此有

交集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为官不

为的原因在于反腐整风造成了

公务人员人人自危#挫伤了积极

性$据此#开出药方是#削减反腐

整风力度#以保护公务人员的积

极性$ 此药方的大前提有误#结

论也随之而错#绝不可行 #否则

不但无效#还有大害$

就廉政勤政而言#在公务人

员队伍中主要可分为三种人#第

一种是廉洁勤勉者#第二种是腐

败者#第三种是为数最多的虽非

贪腐但习惯原有环境风气者$从

思维逻辑上说#廉洁勤勉者心底

坦荡#&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

门)#所以#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

在反腐整风中顾虑重重#心理上

化主动为被动#行动上变积极为

消极$ 腐败者害怕恶行暴露#平

时尚且总要想方设法隐藏真实

面目#在反腐整风过程中更知道

如果消极抵制反腐整风#即会招

人注意并可能由此惹火烧身$所

以其中除了少数忘乎所以者外#

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逻辑是意

图通过刻意表现#制造勤政廉政

形象#以实现自我保护$客观看#

没有证据能说明廉洁勤勉者因

为反腐整风而变得消极#选择不

作为#而腐败者在被查处前也少

有不作为问题明显的$ 相反#倒

是有大量腐败者落马前#出于实

现个人利益更大化的强烈动机#

希望给人积极肯干且政绩突出

的印象#而得到肯定获得职务晋

升# 因此不作为的表现并不明

显$

所以#为官不为行为的主要

实施者#其实是虽非贪腐但习惯

原有环境风气者$ 原因在于#这

部分人中很多缺乏追求履职高

境界抵制歪风邪气的精神动力#

也没有经受过严格规范行为的

磨练#在长期接受各种不良影响

后#形成了正确理念的认知能力

与正确履职的行为能力低下的

弱点$当强力反腐整风催生政治

生态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与

他们一向习惯和适应的情况有

了明显不同#不仅削减了之前既

得利益#增加了工作难度 #而且

强化了问责压力#他们心理也随

之变化#跟不上形势要求 #既不

理解#也不懂得如何在新情况下

正确作为 # 又唯恐出错受到追

究$于是#权衡个人利益的得失#

从趋利避害角度采取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的态度慢作为*懒作为

乃至不作为 # 就成为现实的选

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为官不

为现象的制度性 * 机制性 * 思

想性 * 作风性根源早就存在 #

并非开展强力反腐整风后才无

中生有 $ 问题此时暴露 # 是强

力反腐整风 &拔出萝卜带出

泥)# 即拔出腐败和歪风之 &萝

卜)# 带出认知和行为能力低下

之 &泥 ) 的效果 $ 反腐整风使

问题暴露非但不是负面性质 #

反而具有积极意义 # 对有针对

性地采取措施 # 提升全面从严

治党# 改善执政能力和善治水

平# 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因此#意图降低反腐整风力

度#以恢复一些人习惯和适应的

原有工作状态#来解决为官不为

问题#既不正当也不可能 $这是

对不良行为的姑息迁就#与执政

使命和人民利益格格不入#只会

起到颠覆反腐整风的既有成果#

助长腐败和歪风回潮#造成执政

能力和社会发展严重倒退的有

害作用$

根治为官不为行为的正当

原则 # 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 *

全面依法治国 * 全面从严治党

的要求#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

动摇 # 坚持反腐整风不放松 $

有效方法是必须严格依照相关

的国家法律和党纪政纪 # 健全

制度 # 强化监督 # 加强教育 #

完善科学长效的选人用人机制$

对碌碌无为 # 贻误工作 + 推诿

扯皮# 敷衍塞责 # 缺乏责任担

当+ 能力素质不适应要求者要

认真问责 # 不许为官 $ 同时 #

要保证心中装着人民 # 为了事

业敢担当 # 肯作为 # 能作为 #

有作为 # 受到人民拥护者 # 能

够得到重用发挥出才智 $ 这样

才能保证公务人员队伍建设健

康发展 # 促使公务人员在良好

的政治生态 * 工作环境和长期

实践中树立正确理念 # 提升政

治思想水平和职业道德境界 #

养成良好习惯 # 自觉克服为官

不为的思想和行为$

反腐小小说·征文

只是转转

!

朱瑾洁 !职员"

朱散今年
$"

周岁! 就是不

按往年科级干部
$"

岁离岗休息

的惯例! 到
%"

月底按三十年工

龄算!也能办退休手续了" 可办

理退休!对朱散不划算!退休金

是按比例的! 朱散想走离岗休

息!然而他是科员!不属领导范

畴" 现在眼看着就到年底了!朱

散还在等!因为!要退休的话!你

得本人自愿!离岗呢!就比较复

杂!最起码得局里同意"

所以!朱散就想去听听局长

的意见!可越到年底单位的工作

越忙!不是应付上级检查!就是

到下面考核评议! 一连十几天!

朱散到局长办公室转悠了好几

圈!就是不见局长的面" 时间过

得很快! 没多久就进了腊月!这

时朱散心里就盘算着!不能再等

了! 既然办公室里见不着人!何

不干脆去局长家转一转"

主意一定!朱散就立马付诸

行动" 这天他早早吃了晚饭!来

到大街上"朱散心里为着是买些

东西还是不买东西纠结起来!还

是买些吧! 进了腊月就是年!哪

有空手上人家的道理" 可转念

想!这又算啥啊# 打从工作到现

在平心而论!还真没因为自己的

事而上领导办公室去过!更别说

逢年过节提着东西去领导家了"

何况! 我这是眼瞅着退休了!还

提着东西上领导家! 哪跟哪啊"

朱散想着!他牙关紧咬!把脚一

跺!心一横!我啥也不拎$ 再说!

局长刚进单位时! 还跟我干呢%

朱散不买东西的意志更加坚定"

朱散来到局长家门口!刚想

敲一下门!突然从身后跑上一人!

气喘吁吁!像没看见朱散似的!门

一闪!他 溜钻了进去!话没说上

一句!放下东西就走!局长追到门

口!连喊几声!他人只顾噔噔噔下

了楼梯!也没应声"局长正在纳闷

着! 猛抬头却看见朱散站在楼道

里傻笑着"局长一惊!忙招呼朱散

说!朱科长啊!你咋来了!快屋里

坐"正在愣神的朱散见局长喊他!

他忙慌不择路地说!我没啥事!不

坐了"局长用十分委婉的语调说!

真没事# 我不信"

见局长态度诚恳!空着手的

朱散顿感不好意思起来!便晃悠

着双手连声说!局长!我真没有

事!你这么忙!我就不打扰了"局

长说!看你说的!现在下班时间!

搁家里能有啥忙头# 你一定有

事!既然不进家!那就在楼道里

说吧! 到底有啥需要我帮忙的

事# 说&

朱散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

的! 语气十分诚恳地说! 我真没

事!就是吃饱饭!出来转一转% 局

长说! 既然这样! 看来你真没有

事!不过!如果真有啥事的话!您

尽管吩咐% 朱散小鸡啄米似的连

连点头!一定!一定%没说完!就像

刚才那位送礼的那样! 招呼也没

打!一转身噔噔噔就下了楼梯%

过完春节!由单位出面到组

织人事部门申请!朱散被作为业

务骨干纳入系统后备干部库!三

个月后! 朱散被组织委以重任!

干上了分管业务的副局长%

清除蛀虫 拒绝腐败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推荐

图为河南省卫辉市比干庙二门之上悬挂的&谏臣极则)匾额

广州博隆数据资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原告范存全与被告你方等借款, 保证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举证,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7节假日顺延8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缺席
裁判+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成恩!本院受理杨桂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7

*"%$

8 锦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敦寨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 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

重庆林森建筑工程公司"廖春华"廖才敏!本院受理
张绍斌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7

*"%$

8桐法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

,重庆
林森建筑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尚欠原告的运
费人民币

&(""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从
*"%'

年
%"

月
*!

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

元!减半收取
*$

元!由重庆林森建筑工程公司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
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范柳春"福建省建瓯市事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瓯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
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黄宝英"张有旺"梁平"吴丰明"徐勇!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曾冬晖,吴明丽,

郑,邓祺辉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7

*"%$,

瓯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
院+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张柳金"曾建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7

*"%$,

瓯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吴丰明"张必玉"梁平"黄宝英"徐勇!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曾冬晖,吴明丽,郑,

邓祺辉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7

*"%$,

瓯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从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梁平"王宜瑞"吴丰明"黄宝英"徐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曾冬晖,吴明丽,郑,邓祺
辉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瓯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刘金发!本院受理汪振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8会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刘勇!颜伟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7

*"%$

8娄星民一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余江河!本院受理农行丰都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7

*"%$

8 丰法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你向原告偿还借款
*$""""

元及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王安武! 本院受理赵敏诉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7节假日顺延8在本院样子
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梁光银!本院受理唐蓉诉你离婚一案
#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7节假日顺延8在本院观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唐映梅"王金芳!本院受理瓮安县诚信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7

*"%$

8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到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黔南州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杨梦"罗云丽!本院受理王超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7

*"%$

8祁民一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刘经珉!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章贡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8

章民四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江苏明辉化纤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西省铜鼓县二

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7

*"%$

8铜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李兴明!本院受理邓学荣诉你方民间借贷一案!依法向你

方送达7

*"%$

8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到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州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程孝刚!本院受理杨林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判决*

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

元并按年
利率

&.

支付逾期利息7逾期利息从
*"%$

年
&

月
%

日起计算8+

案件受理费
$(""

元!公告费
&+"

元!共计
&!+"

元!由被告承
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7

*"%$

8余法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在本院第二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 你们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康庆禄!本院受理许均华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8章民四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潘振华"赣州山连山生态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叶强"

赖秀平"张志辉!本院受理赣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7节假日顺延8在本院乡镇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封克明申请宣告卯敏失踪一案! 经查卯敏! 女!

%+-'

年
(

月
*!

日出生!汉族!农民!原籍贵州贵阳毕节市人!现
住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水 东 镇 七 里 庙 前

&

号 ! 身 份 证 号
$**!*%%+-'"(*!'&*'

+于
*""'

年
'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卯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年
%*

月
%

日本院作出的
/*"%$,

章民特字第
!

号判决+公告期间为自公告之日起
'

个月+期
间届满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孙远伦!本院受理杨仁芬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0

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理化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易明英!本院受理李贞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0

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理化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田祥"易仕旬!本院受理代心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7节
假日顺延8在本院名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李雪华!本院在执行李长全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7

*"%&

8黔
*-**

执
%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一, 向申请执行
人李长全支付欠款

$$""

元+二,向本院交纳执行费
$"

元+自
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 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
李雪华! 本院在执行杨波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7

*"%&

8黔
*-**

执
%%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
你自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一,向申请
执行人杨波支付货款

%%*$"

元+二,向本院交纳执行费
(&

元+

自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 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
刘银德! 本院受理陆美玲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8潭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刘银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陆
美玲借款本金

!&""

元+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吴德龙"陈文兰"建阳建文房地产开发公司"黄承芬"王

伶丽"张凤!本院受理南平市建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7

*"%&

8闽
"-"'

民初
%'&

号+诉
请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

元+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举证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逾期依法审理和
判决+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贺仕珍!本院受理徐仕海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7节假日顺延8

()!"

在本院煎茶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田胜军"刘时超!本院受理项吉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7节假日顺延8

()!"

在本院煎
茶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韩志刚"郝宇侠"耿磊"程威"程涛"程守清!本院受理喀
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喀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杜发梅!本院受理黎玉贤诉你离婚一案
#

依法公告向你送
达起诉书副本7原告诉求*判决离婚-婚生子黎再园归杜发梅
抚养8,答辩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黄进"廖登霞!本院受理李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7节假日顺延8

+

时在本院高
清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黄进" 廖登霞! 本院受理冯兴华诉你及陈青民间借贷一
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7节假日顺延8

%"

时在本院
高清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曹月飞!本院受理丰西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0*"%$,

莒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长岭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

余继贤!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委托本院执行的朱仁加
与你买卖合同,民间借贷纠纷二案!本院依法委托对你的房
产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

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
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对本报告有异
议!可在公告期满后

%"

内向本院递交书面异议!逾期该评估
报告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

唐玲!本会受理你们与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行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于

*"%$

年
%*

月
*

日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7

*"%$

8渝仲字第
%$%*

号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重庆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榆树市殡仪馆诉你

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
0

答辩8期满后第
'

日7节假日顺

延8

+

时在本院第
%%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县胡家镇石龙村

'

组
()

号曾礼奎! 本院受
理熊伟诉你离婚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7节假日顺延8

+

时在本院
胡家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尤广辉!本院受理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漳州
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0*"%$,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跃良"林秀铭!本院受理罗俊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芗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超顺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十庭公开审理7

*"%$

8深龙法民
二初字第

(+-

号一案+原告深圳瀚星翔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
深圳市超顺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补充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

$粤
+()(

催字第
,

号
申请人孙伟光因遗失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于
*""$

年
%*

月
'"

日签发的股权证书一份 7股东编号为
2*"&$*#

!股份为
(%-%

股8!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
上述股权证书失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权证书的行为
无效+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朱文%王新华"李刚"深圳市纵 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定
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十庭公开审理7

*"%$

8深龙
法民二初字第

%""&

号一案+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龙岗区
支行诉被告朱文,王新华,李刚,深圳市纵 华科技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民事裁定
书7财产保全8,查封清单7详见案卷8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及
'"

日内!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如不服前述
财产保全裁定! 可自收到该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叶芬"詹日福"深圳市萌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十庭公开审理7

*"%$

8深龙法民二初
字第

%""$

号一案+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龙岗区支行诉被
告叶芬,詹日福,深圳市萌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民事裁定书7财产
保全8,查封清单7详见案卷8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及
'"

日
内!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如不服前述财产保全裁
定!可自收到该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维远泰克科技有限公司"赵建军"杨素玲!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十庭公开审理7

*"%$

8深龙法民
二初字第

%*$$

号一案+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龙岗支行诉被告深圳市维远泰克科技有限公司,赵建军,杨素
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

日+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鸿兴业纸品包装厂"卢子和"林小珊!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原告东莞市伟泰纸
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7

*"%$

8深龙法民二初
字第

%**'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请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谢敬!原告深圳卡尔冈炭素
有限公司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经本院合法传唤!你们不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裁
判+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7

*"%$

8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附*裁定内
容*被告深圳市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谢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卡尔冈炭素有限公司加工费

%***"!"

元
及利息7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

*"%$

年
(

月
'

日
起计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8+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

元!由两被告负担+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更正! 本报于

*"%$

年
%*

月
*&

日刊登在第
!

版原告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公告中!案号应为&7

*"%$

8深罗法民
二初字第

-"'+3-"!'

,

-"!$3-"!(

,

-"$"3-"$!

,

-"$&3-"&"

号$+ 特此
更正+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检察日报 !","年 , 月 ,#日&总第--() 期$

明代派驻监察机构初探
!

巩宸宇

日前!经党中央同意 !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落

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

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的

通知+ 中央决定!中央纪委共设

置
!-

家派驻机构!其中!综合派

驻
*-

家 ,单独派驻
*"

家 !实现

对
%'+

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

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

'方案) 最大的亮点莫过于

对
%'+

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

关实现派驻全覆盖!但其实在我

国明朝古代就已经实现了对中

央机构的派驻监察!这其中不得

不说的便是有着 &史上最严吏

治$之称的明朝+

明洪武六年7

%'-'

年8!为了

强化皇权对朝廷六部的监察!朱

元璋在吏,户,礼,兵,刑,工等六

部设立了&六科$!作为独立的监

察机关!并于各科中设给事中具

体负责监察活动+ 要说现在!这

给事中至少也得是个&部党组成

员,纪检组组长$级别的高官!可

在明朝!他们只是一个&科$&处$

级的小官* 掌印长官为正七品!

其下还有若干从七品 , 八品官

员+明英宗正统十四年7

%!!+

年8

爆发了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朝

堂斗殴!时任司礼太监王振的同

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在这场斗殴

中被打死!而最先&动手$打死这

位&厅级干部$的是当时户部给

事中王!一个&八品$的科级官

员!从此王名震天下+

一个 &八品 $ 官员何以位

列高级官员之中参与朝政 1 他

又为何嫉恶如仇 ! 对乱党奸臣

深恶痛绝 1 给事中是典型的

&位低权重$! 是明朝时的言谏

监察官员 ! 其作用是监督官员

的执法 , 司法行为 + 在明代 !

六科可直接觐见 ! 并可辅助皇

帝批阅公文 , 处理政务 ! 但其

最核心的权力是稽查六部百司,

弹劾朝臣 !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

位! 使他们成为了明代朝堂上

的 &无冕之王$+

但是 ! 给事中也同样受到

严格的约束 + 根据明朝制度 !

全体在京官员每隔
&

年就要接

受一次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组

织的 &京察$! 即对 &贪 , 酷 ,

浮躁, 不及 , 老 , 病 , 罢 , 不

谨$ 等八类官员进行淘汰 ! 给

事中同样也要接受严格的审查+

与此同时 ! 明朝的另一监察机

构都察院! 设置监察都御史主

管全国监察事务 ! 并在地方设

十三道巡按御史对 &两京十三

省$ 的官员进行监察 ! 以此对

给事中的权力进行制约+

回到我们今日的监察制度!

其在根本上与明代的监察制度

有着很大的不同 + 明代的监察

特别是对中央一级机关的派驻

监察! 本质上是为了防止官员

纵权! 减少位高权重的官员对

封建皇权造成危害 ! 而今日的

派驻机构全覆盖是为了进一步

强化党的自我监督 ! 是党对自

身系统内部的防微杜渐 ! 甚至

刮骨疗伤 + 其次 ! 明代的给事

中虽然官位较低且同样需要接

受严格的监督 ! 但由于他们是

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 ! 在缺乏

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

权力膨胀和自身腐败的发生 !

在诸多由给事中参与办理的案

件中! 即使出现了瑕疵 ! 大理

寺等司法官员们也不敢对此加

以干涉 + 但是 ! 今天的监察机

构虽然已形成自身独特的监察

体系! 但其依然无法脱离开党

的各级组织 ! 并且时刻需要接

受来自司法机关 , 人民群众的

监督! 在其自身内部也有着较

为完善的自我监督体系 ! 所以

加强党对监察机构的领导和监

督是防止监察机构自我膨胀的

根本保障+

自古以来 ! 历代政权都十

分重视加强对为官为政者的监

督! 既是为了通过加强监督和

约束以维护自身皇权统治 ! 也

是通过对为官者的监督考察保

证政令实施的顺畅 + 新中国成

立后! 建立并完善监察制度的

探索和改革从未停止 + 党的十

八届三种全会 '决定 ) 要求向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

检机构 ! 实行统一名称 , 统一

管理+ 这充分体现出了党对纪

检监察工作的统一领导 ! 是党

在加强组织领导 ! 完善监督体

系建设方面的重大举措+

和明朝的给事中相比 ! 今

日的纪检监察干部无论在政治

保障上还是在选拔培养上都已

经有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

在今天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

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法律法规也

日趋完善 ! 相比
&""

多年前的

'大明律) '律令直解) 等明代

立法! 虽然今天的纪检监察立

法在权力来源 , 职权划分 , 组

织体系等方面都较为详尽 ! 但

是笔者仍然认为应当出台一部

专门的纪检监察法律法规 ! 全

面而系统地对今后的纪检监察

工作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