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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为官避事平生耻

原典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

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

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

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

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

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

羞，以避事为耻。

——【清】曾国藩《治心经·诚心篇》

释义

“为官避事平生耻”，是从曾国藩《治心经·诚

心篇》中“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化用而来的。

曾国藩认为，为官从政者应在其位谋其政，“避事”

而不积极干事，任其职不尽其责，当是最大耻辱。

曾国藩的《治心经》，讲心、身并治，口、体兼

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又说：“治心

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



基于此，他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方法。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结合亲身经历谈了忠诚的力

量。天下大乱之时，人们大多畏难避害，想尽办法谋

求自身的安全，不肯出点滴之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

只有忠义之士，视死如归，奋起匡正时乱。于是，人

们都以他们为榜样，以苟且偷生为羞，以避事避害为

耻，终于“戡定大乱”。曾国藩认为，君子之道重在

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匡扶正义，敢于承担责任。

解读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担当”二字重千钧。2010 年任

中央党校校长时，他就强调“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

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2013 年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了敢于担当这一条，

指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

本素质”，并把这作为好干部标准的重要一条。习近

平同志引用这个典故，正是勉励领导干部要勤勉任事、

敢于担当，不要逃避责任、无所作为。老百姓中流传

着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虽是戏谑之词，但也表达出群众对干部的期盼，第一

条就是敢于任事、勇于担当。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

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



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

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

做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

民的事业，干部就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

的劲草、真金。（摘自《习近平用典》）



★纪风动态★

2 人接受审查调查，1人被“双开”，6 起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

2021 年 7 月 15 日，截至 21 时，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2人接受审查调查，1 人被“双开”，6

起损害营商环境问题，4起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

审查调查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常委、副局长任晓冬接

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四川省纪委监委消息：四川省煤田地质局党委

常委、副局长任晓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原一级巡视员刘斌接

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原一

级巡视员刘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

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党纪政务处分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

察长步延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黑龙江省委

批准，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对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原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步延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步延胜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谋求

个人职务晋升搞政治攀附，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串

供并伪造、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和消费卡；

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

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钱款；违反廉洁纪律，搞权色、钱

色交易；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和市场

经济活动，违规设立并使用“小金库”款项；违反生

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在职务调整、案件办理、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涉嫌

受贿犯罪。

步延胜身为政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完全

丧失理想信念，彻底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

老实；工作上滥权擅权，执法犯法，以权谋私，以案

谋私，甘于被“围猎”，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活动，与



诉讼掮客和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生活

上腐化堕落，道德败坏，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社会

公平正义和政法机关干部形象。其行为已严重违纪违

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党的十九

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

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步延胜开除党籍处分；由

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

财物一并移送。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通报 6 起损害营商环境问题

1.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白

盾越权审批探矿权、收受他人财物问题。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白盾利用担任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组书

记、厅长的职务便利，不正确履职，越权审批探矿权，

在矿产资源项目投资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索取巨额财物，破坏了自治区矿产资源探采及经

营领域的正常秩序。2021 年 6 月，白盾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调整（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



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王

来明违规干预土地权益变更、谋取非法利益问题。

2007 年至 2019 年期间，王来明利用担任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

员、副书记、副厅长的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力，要求

某地国土资源局违规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以他

人名义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民间借贷活动

获取高额利息；违规干预执法活动收受他人财物，其

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土地变更手续秩序和公安机关

的执法公信力。2021 年 6 月，王来明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原副旗长卢国

良侵害企业合法利益、扰乱市场秩序问题。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卢国良利用担任政府副旗长的职务便

利，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并为其亲属的经营活动谋

取利益；违规收受请托企业财物，帮助其在工程项目

承揽等方面实施不正当竞争，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

市场经营和竞争秩序。此外，卢国良还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2021 年 2 月，卢国良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通辽市开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

局长姜晓伟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2020



年 5 月，姜晓伟利用担任开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

食品工作副局长的职务影响力，接受某广告公司请托，

为其在承揽全县商超、餐饮、小作坊和生产企业更换

公示栏项目中说情、打招呼，并违规收受请托人好处

费 2 万元（已全额退还），对当地文印广告行业正常

业务招揽、公平竞争秩序造成干扰和不良影响。2021

年 5 月，姜晓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原安监站站长、经

委主任、环保助理于永臣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乱摊

派、失职渎职、借女儿婚庆之机敛财等问题。2013 年

至 2020 年期间，于永臣作为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人民

政府安监站站长兼经委主任、环保助理，先后收受 15

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 8.08 万元、购物卡 16 张（价值

1.6 万元）；违规向三家企业乱摊派费用各 1 万元；

对辖区内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的某企业，长

期存在违法生产经营问题情况，知而不报；2020 年，

为其女儿操办婚庆事宜时，先后 7 次举办宴请，累计

收受 79 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 9.83 万元，影响极

其恶劣，其行为不仅侵害了企业的利益，而且损害了

当地的营商环境。此外，于永臣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2021 年 5 月，于永臣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并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其涉嫌犯罪问题

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阿拉善盟阿左旗社保局工作人员汪勇利用工

作影响侵害企业利益问题。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

汪勇作为阿左旗社保局工伤、生育办公室工作人员，

利用工作职权影响力，以本人购房购车为由，先后向

两家管理服务企业负责人借款合计 30 万元（被审查时

尚有 12 万元未还）；接受某酒品个体经销商请托，将

货价 10 万元的红酒推销给与其存有管理服务关系的

某煤炭公司，事后接受请托人价值 0.72 万元的红酒，

其行为不仅侵害了企业利益，而且对当地营商环境造

成了不良影响。2021 年 2 月，汪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撤职处分，由四级主任科员降为一级科员。

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

·四川通报 4 起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

1.松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勇，进

安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赵军等人在换

届选举工作中履职不力问题。2021 年 1 月，松潘县进

安镇南街社区居委会进行换届选举，南街社区换届选

举委员会在未进行民主推荐、未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

情况下，直接将社区居委会原班子成员作为换届初步

候选人层层上报；未及时向县、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

小组反映群众意见；选举现场组织工作不到位、秩序

差，导致正式选举中个别非正式候选人当选，对全县



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王勇作为

南街社区联乡包村领导、赵军作为南街社区包村领导

和社区换届选举工作组组长对换届选举工作认识不

足、工作不细、指导不力，负有领导责任，南街社区

支部书记、主任、时任换届选举委员会主任杨琼友负

有直接责任。2021 年 3 月，王勇、赵军、杨琼友分别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自贡市贡井区成佳镇凤鸣村党支部原纪检委

员杨春梅干扰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正常程序问题。2020

年 12 月，贡井区成佳镇凤鸣村党支部推荐党支部委员

候选人初步人选，王某、杨春梅、蔡某被推选为支部

委员候选人，杨春梅对蔡某被推选为凤鸣村党支部委

员人选有意见，擅自修改 6 份《党员群众推荐表》，

并以此为据向镇党委反映“凤鸣村党支部委员候选人

初步人选党员推荐结果有问题”，要求重新推荐，干

扰凤鸣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正常程序，造成不良影响。

2021 年 3 月，杨春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眉山市东坡区复兴镇红五星村党员代俊华等

人拉票贿选破坏村级换届选举问题。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东坡区复兴镇红五星村党员代俊华在未

被组织推荐为村委换届选举候选人的情况下，通过该

村专干杨文君，以宴请等方式联络村党小组组长吴连

香等人为其拉票助选，期间代俊华还以赠送红包礼金



的方式让吴连香为其拉票助选。2021 年 1 月，代俊华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杨文君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吴连香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其余人员根据情节轻

重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处分和书面诫勉。

4.广元市利州区上西街道吴家濠村党员卢慧干扰

破坏村委换届选举工作问题。2021 年 2 月，吴家濠村

举行村委换届选举，卢慧作为村委委员候选人，在领

取三张（卢慧及其父母）合法选民选票后，联合其父

亲卢某某采取欺骗手段再次领取三张选票。选举中，

卢慧及其父亲领取的六张选票均投票赞成卢慧为村委

委员。经统计，卢慧未当选村委委员，其以欺骗手段

获取选票的行为，干扰破坏村委委员选举的公平公正，

对换届选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2021 年 2 月，卢慧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