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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正本清源

★释 义★

正本：从根本上整顿；清源：从源头上清

理。比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

★出 处★

《晋书·武帝纪》：“思与天下式明王度，

正本清源，于置胤树嫡，非所先务。”

★故 事★

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文侯时期被

派任邺县（今河北临漳县）县令。到任后，西

门豹见邺县人烟稀少、满目荒凉，询问当地百

姓原因。一大爷抱怨道：“系漳河之神河伯娶

媳所致。”西门豹问：“新娘子何来？”大爷

说：“由巫婆挑选。有钱人家花钱可买通，穷

苦人家的闺女自认倒霉。娶媳当日，将新娘置

于苇席之上，推入漳河，漂浮片刻便沉入河底。



然即便如此，洪涝却不止。故有闺女人家多迁

走。”西门豹疑而不露，说：“下回我也到场

看看。”数日后，又逢河伯娶媳，河边站满人。

西门豹携卫士如期而至，巫婆及地方管事迎之。

巫婆领着十来个衣着妖艳的女徒弟。西门豹淡

淡说道：“将新娘领来，我看看是否俊俏。”

片刻，一满脸泪水的姑娘被领至西门豹面前。

西门豹对巫婆说：“不行，这姑娘不够俊，烦

巫婆去与河伯说一声，另择俊俏之人，过几日

便送去。”说完，叫卫士抬起巫婆投入漳河。

巫婆挣扎片刻便沉入河底，无人敢救。少许，

西门豹埋怨道：“巫婆怎不归，烦请管事再去

说说！”说罢，卫士将管事扔进漳河。巫婆的

女徒们及相关人等吓得面如土色，忙跪地求饶。

百姓恍然大悟，认识到巫婆与管事纯属害人骗

财的。从此，无人再提河伯娶媳之事。西门豹

则发动老百姓开凿了十二条大渠，把漳河水引

到田里，灌溉庄稼。漳河两岸年年丰收，人口

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评 析★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千古传颂，不仅仅在

于西门豹识破害人骗财的把戏，更重要的是他

除弊兴政，开凿大渠，切断了灾害的源头，对

漳河从根本上进行整顿，使邺县彻底摆脱洪涝

的困扰，达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当前，腐败

问题正如洪涝灾害般冲击着党员干部清正廉洁

的“大堤”，也腐蚀着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与公信力。“只打不防，越打越忙”，这是民间

流传的关于反腐败的一种朴素说法，也说明从

源头上防治腐败之重要。“良医治未病”，关键

在于及早发现病变的前兆，从而未雨绸缪、有

效防患于未然，防治腐败亦应如此。从源头防

治腐败，学习西门豹的正本清源，一个很重要

的举措，就是打造管住权力的笼子，关住权力

这只老虎，不让它胡作非为、肆意为虐。 这个

“笼子”就是不愿腐的教育机制：对直接面向群

众服务的干部、直接接触工程建设的干部、直

接分配财政资金的干部，廉洁教育要常抓不懈。

这个“笼子”也是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管是

“大老虎”、“小老虎”，露头就打，一打到底，



概莫能外。这个“笼子”还是不能腐的防范机

制：科学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权力，使权力无法

插手招投标、施工建设、资金拨付等各种经济

活动。这个“笼子”更是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使

监督检查更加科学、规范，精细、严密。



★以案说纪★

看似正常市场交易 实则隐形变异贪腐

揭开腐败隐秘外衣

3 万元的手镯 90 万元售出、5 千元的挂件

卖到了 42 万元、3 千元的手镯以 36 倍的价格交

易……日前，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冯国庆的受贿细节曝光，其被指控利用职务便

利，通过妻子开设的工艺品店，以远高于正常

价格向多名企业负责人出售翡翠首饰、挂件并

从中获利 180 余万元。

梳理发现，类似冯国庆这样披着正常市场

交易外衣，隐形变异搞贪腐的现象，在违纪违

法党员干部中屡见不鲜。例如中国书法家协会

原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赵长青，打着出售书

法作品、润笔费、稿费的幌子敛财；中国农业

银行陕西省分行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

行长程锦前以帮助协调信贷审批事项为条

件向客户低买高卖房产……



这些以正常交易为幌子，变相收受贿赂的

行为缘何发生？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应当如何

破解？

低价租来高价租出，一倒手净赚上百万元

2019 年 12 月 25 日，西安市政府原参事、

原市国土局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党生因犯

受贿等罪获刑 15 年。这名长期在国土领域任职

的党员领导干部，在 10 余年的时间里，多次从

有求于他的商人手中低价购房：以价值 170 万

元的购物卡抵做房款，买下总价 719 万元的 9

套商铺；以 334 万元买下总价 510 万元的房产 2

套；用红木家具折抵房款，低价购买房产 2

套……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易日益发达，

房产、汽车等高价值商品，成为个别党员干部

利用职权“低买”“高卖”变相受贿的工具。

与田党生一样，安徽省合肥市巢湖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原党工委书记、主任王爱华也是利

用职权“低买”牟利的典型。其不仅利用职权

为自己和亲属超低价购买住房，还以明显低于

进货价的价格从受其“关照”过的公司购买 3



辆汽车，并由该公司支付 14 万余元的购车税费

及保险费用。

“除了‘低买’外，‘高卖’交易也并不鲜

见。”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原党委书记、

局长赵慧明的违纪违法行为就包括“高卖型”

交易。

任职期间，赵慧明欲将其名下的住宅出售。

某企业负责人在明知该房屋报价明显高于市场

价格的情况下，仍以 230 万元的价格买入，并

在事后又以补偿装修电器款为由送予赵慧明现

金人民币 10 万元。而对于这一切，赵慧明“理

所应当”地收下。后经评估，该住宅当时的价

格为 179 万元，赵慧明从中获利 51 万元。

不止如此，尝到“高卖”房产的甜头后，

赵慧明做起了“低买高卖”的生意。2012 年 3

月，赵慧明利用职务影响，以市场价七折从王

某手中承租商铺，王某为感谢赵慧明的帮助，

又为其代办了商铺转租事宜。调查显示，在 2012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赵慧明在将商铺高价

转租的过程中，实际收取租金共计 387 万元，



而向服装城支付的租金共计 267 万元，整个转

租过程变相收受他人财物 119 万元。

“购买者舍优取劣、不计成本的方式，与

市场经济的原则和逻辑不相符，特别是当售卖

双方存在一定管理关系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

深究。”有专家认为，除了“低买高卖”外，

现实中存在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即以低价

值物品置换对方高价值物品，也容易成为党员

领导干部变相受贿的手段。

看似正常交易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变异腐败

“我给赵慧明这么大的优惠，一是对他以

前的关照表示感谢，二是为了能跟他继续保持

良好的关系，毕竟他那时是建设局局长，我们

从事地产行业，跟他保持良好关系很必要。”

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先后两次以低于市场价卖

房给赵慧明，变相送给其 34 万余元。

对于企业老板的“优惠”，赵慧明也“投

桃报李”，为该房地产公司日常经营、安全保

护等方面提供方便，同时，还在其承接经济适

用房项目上帮忙打招呼说情，帮助该公司获得

了参与经济适用房工程项目资格。



从表象上看，“低买”“高卖”“以物易

物”等交易，有金钱和物品的对价支付手段，

属于市场正常交易的情形。但实际上这种交易

与党员领导干部掌握的职权或职务影响密切相

关，背后往往隐藏着权钱交易。

不同于赵慧明等人的直接上手进行交易，

冯国庆在玉石翡翠上的“高卖”交易相对隐蔽，

多次买卖均通过其妻这个特定关系人进行，金

额达 184.4 万元。

所谓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

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

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后，出于逃避审查调查的目的，授意

请托人将财物以一定的方式给予特定关系人，

企图通过多转几次手掩盖权钱交易。

与冯国庆一样，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原副

书记、政法委原书记刀勇也是在背后站台打招

呼，让亲属在前台出面做生意，以茶谋私牟取

利益。

谈起这么做的原因时，刀勇透露了自己的

“小算盘”，“如果自己直接参与肯定是要受

到处分的，那就躲在后面，教他们怎么做生意，



然后把老板介绍给他们，他们赚了钱以后，我

如果有需要了，他们也会把赚到的钱给我一部

分”。

事实上，无论是直接上手还是通过特定关

系人，无论是利用职权的“低买”还是“高卖”，

都是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党纪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正

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任何

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纵容、默许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

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

影响谋取私利，将受到严肃惩处。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明确规定，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以明显低于、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

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或以其他交易形式非

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打破隐形变异腐败，关键在于强化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2019 年 11 月，在“低买型”“高卖型”交

易中获利丰厚的赵慧明，因受贿罪、滥用职权

罪获刑 7 年 3 个月。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参与

查处赵慧明案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无论这种

交易表面上如何完美，只要抓住公职人员与请

托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交易价格明显与市

场行情不符等情况，就可以将其认定为受贿。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原本显性的腐败行为

改头换面、由明转暗，贪腐手段日趋隐蔽，与

日常工作生活等糅合在一起，危害更大、更难

治理。隐形变异的腐败行为影响党的形象和威

信，危害党的执政基础，在更深层次上侵蚀着

公共利益，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危

害，破坏党内政治生态。

“腐败是公权的滥用，对公权实施制约和

监督是防治腐败的必然要求。”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陈晓辉认为。打破各种包括交易型受贿

在内的隐形变异腐败，关键还是要着眼于强化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只要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机会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无论是“低买”“高卖”还是“以

物易物”的交易都很难发生。

专家建议，必须完善严禁党员领导干部经

商、办企业，特定关系人在其分管范围从事经

营活动的相关规定，强化制度约束和监督执纪，

对于违反规定谋取私利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同时，要着力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强化思想政

治教育，形成有腐必反、伸手必捉的稳定预期，

营造“不敢腐”的氛围；扎牢扎密制度的笼子，

让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监督，健全“不能腐”

的制度机制；要提升反腐败水平和能力，提高

党员干部的修养和觉悟，达到“不想腐”的境

界。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