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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原典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

子小人而已。……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

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

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北宋】欧阳修《朋党论》

释义

宋仁宗时，欧阳修和范仲淹等因反对宰相

吕夷简废郭皇后之议，被吕诬为朋党而遭贬谪。

庆历三年（1043 年），宋仁宗重用范仲淹等人

进行改革，政敌再次以“朋党”的罪名进行攻

击，于是欧阳修作《朋党论》一文呈献仁宗皇

帝。文章层层对比论证，以理服人。

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提出：小人并无



朋党，只有君子才有。因为小人贪爱利禄财货，

当他们利益相同时，就暂时勾结为朋党，这种

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利尽交疏时，就会反

过来互相戕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在所不惜。

君子则不然，他们坚守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

信，珍惜的是名节。以此来修养品德，就会志

趣相投而相互补益；以此来为国家做事，就能

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

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

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解读

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习近平同

志引用了欧阳修《朋党论》中这句话，阐明了

中国国际交往的原则和立场：倡导做基于道义、

同舟共济的“君子之朋”，友谊才能天长地久、

代代相传。国之交如是，人之交亦如是。仅仅

是因为追逐利益而走到一起，难免利多而相争、

利尽而相离。那些搞小圈子、团团伙伙的，往

往是以不当利益相勾连，看似很亲密，实则各

怀异心、钩心斗角。这就是先贤所指斥的“小

人之朋”。君子之交在同心同德，只有以共同

的理想追求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了伟大的事业



而奋斗，才能和衷共济、众志成城，锻造牢不

可破的坚强团队。这是伟大的友谊，也是真正

的交情。对共产党人来说，信仰就是我们共同

的语言，就是让人始终如一、矢志不渝的最深

沉的力量。（摘自《习近平用典》）



★以案为鉴★

他一次性收受 100 万元后便一发
不可收拾，彻底沦为金钱的俘虏

丁仁仁，男，1963 年 1 月出生，1981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4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省公安厅总队

副总队长、总队长，省公安厅总队政委（2013

年 10 月确定为副厅级，2019 年 6 月起为警务技

术二级总监）。

2020 年 7 月，浙江省纪委监委对丁仁仁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

置措施。9 月，丁仁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同年 11 月，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丽

水市人民检察院以丁仁仁涉嫌受贿犯罪，向丽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1 年 7 月 8 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丁仁仁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对丁仁仁违法所得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他，曾是浙江省公安厅最年轻的科级领导



干部，本应忠诚履职却逐渐与自己的初心背道

而驰；他，曾真枪实弹地参与过大规模围捕武

装暴徒行动，却在商人老板“糖衣炮弹”的攻

击下“缴械投降”；他，曾经主抓全省“110”

报警平台建设，却从未为自己鸣响悬崖勒马的

警报。

“我从一个满怀青春梦想的有志青年沦落

为贪官污吏，无比痛心。从公安学校毕业到省

公安厅工作，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组织上每时

每刻都在关心我、培养我，让我一步步走上了

厅级领导岗位，我不但没有珍惜机会，还把组

织赋予我的职责和地位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源，

岗位转到哪里，违纪违法干到哪里，成了一名

以权谋私的贪腐人，玷污了这身警服和人民警

察的形象，我深感愧疚。”7 月 8 日，随着法槌

落下，站在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

上的丁仁仁悔恨不已。

贪慕虚荣，春风得意马蹄失

1978 年，浙江省公安学校在恢复高考后首

次面向社会招考。听到这一消息，从小怀揣警

察梦想的丁仁仁激动不已。经过认真备考，他

收到了省公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愿望得以实



现，他欣喜若狂，暗暗在心底发誓，一定要倍

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从警机会，当一名品格优秀

的人民警察。

毕业后，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丁仁仁

很快得到了组织和同事的认可，21 岁便被任命

为副科级侦查员，28 岁提任正科长，30 岁挂职

地方公安局副局长，彼时的他可谓意气风发、

踌躇满志。

2000 年，丁仁仁任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副总队长，开始分管户籍、流动人口管理等工

作。2002 年，工作出色的他被提拔为居民身份

证制作中心主任，兼任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那

一年，我刚刚 39 岁，仕途前景一片大好。”他

在反思材料中写道，“我本应好好珍惜组织给

的机会，发奋工作，报答组织，但我却随着职

务的晋升，权力的增长，不自觉飘飘然起来，

自我感觉很是良好，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也逐

渐放松了。”

精神上一旦松懈，思想上就会杂草丛生。

“我从小到大就爱慕虚荣要面子，还买过一块

假名牌手表，以假乱真，炫耀自己，这样的性

格也导致我更容易失守。”丁仁仁自我剖析道。

与理想信念渐行渐远后，潜伏于丁仁仁思想深



处的危险因子，很快在他的心中滋长。特别是

在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

影响侵蚀下，丁仁仁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欲望愈

发强烈，内心严重失衡，开始盲目攀比。

“其实自己本来的住房条件已经不错了，

但就是想着怎么住得比别人好、有气派、上档

次。”丁仁仁告诉办案人员，正是在这段时间，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一些高档房产，对杭州某楼

盘的一套住房“一见倾心”。

地段好、景观美、面积大、户型正，丁仁

仁在心里细细罗列着这套房子的优点，越想越

心动，但盘算盘算腰包，自己的经济实力尚不

允许，眼看满心的期待就要落空，丁仁仁着急

又无奈。

此时，正值温州某新技术公司老板刘某前

来商谈暂住人口管理系统和新版暂住证的推广

应用问题，这个项目覆盖全省，体量大、收益

高，看着眼前有求于自己的刘某，丁仁仁想要

置办房产的心又死灰复燃。借着商谈业务的机

会，丁仁仁试探性地向刘某开了口，希望他能

帮忙解决一下自己的购房首付款。

不想，刘某不仅把这个要求应了下来，还

在丁仁仁感觉按揭贷款有压力时，主动提出要



帮忙付清全部购房款 100 万元。

2001 年的 100 万元对于当时年收入还不到

10 万元的丁仁仁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顷刻间，便炸毁了他本就不坚固的廉洁防线。

据丁仁仁回忆，“买这套房子的前夕，父母似

乎察觉到我有收人钱财的想法，专程赶到杭州，

苦口婆心地给我讲了一个晚上的道理，要我脑

子清醒，不要做傻事。但当时的我哪里听得进

去 ， 嘴 巴 上 说 着 好 好 ， 心 里 却 像 中 了 邪 似

的……”

有了一次性收受 100 万元的开端，丁仁仁

便一发不可收拾，彻底沦为金钱的“俘虏”。

2014 年至 2015 年，在帮助某互动控股有限公司

违法经营行为获得从轻处理后，丁仁仁收受了

该公司老板傅某为其支付的富春山居排屋装修

费 185.1 万元。

2017 年 1 月，他又收受了傅某为其支付的

购房款 154 万余元，购买了位于海南的一处房

产。这套房产的不远处，是一望无垠的碧海蓝

天，还有茂密的椰林和银白的海滩。讽刺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住，就东窗事发了。

直到进了牢房，丁仁仁才终于明白，自己

一步步处心积虑实现的“住房梦想”不过是南



柯一梦，让自己付出了失去自由的惨痛代价。

亦官亦商，贪念似野草疯长

“贪婪心让我的‘胃口’越来越大。”在

忏悔书中，丁仁仁这样剖析自己。

生活中，他追求着极致的高标准，却又不

想自己花钱，总希望什么都能有人买单，有人

送上。

在吃喝上，应丁仁仁要求，某印业公司老

板陈某多次为其支付费用，共计 9 万余元；在

穿着上，他偏爱名牌手表，收下两块名表；在

出行上，他低价从陈某处购买了高档轿车，对

于其他管理服务对象送来的加油卡、车辆保养

维修费，也是来者不拒……

吃、穿、住、行，样样向商人看齐，样样

由商人买单，不知不觉间，丁仁仁成为了一些

不法商人的重点“围猎”对象。

而这些日常开支对于越来越贪婪的丁仁仁

来说，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借着各种名

头，他收下了一些不法商人送上的一笔笔“重

金”。

2001 年至 2006 年，在帮助刘某的公司承接

下暂住证印制、暂住人口管理系统建设等业务



后，丁仁仁先后 8 次收受刘某所送的巨额好处

费，尤其是 2004 年收受的两笔好处费，每笔高

达 50 万元。

2005 年至 2014 年，丁仁仁为陈某企业承接

户口簿外壳印制业务、审批网吧信息网络安全

许可证等相关事项提供帮助，陈某不仅一次性

送给他 40 万元，后又假借网吧分红等名义给他

送了 95 万元。

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相互勾结，随着时

间的推移，丁仁仁亦官亦商。凭借“近水楼台

先得月”的便利，他多次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真真切切当起了“官场上的生意人”。

在大连某房地产项目投资 100 万元，投资

入股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元，投资

入股陈某的印业公司 140 万元……明里当官，

暗里当老板，据统计，丁仁仁从这些“副业”

中获利 180 余万元。

为了规避被组织发现的风险，这些股份，

都在丁仁仁的精心安排下，或由公司法定代表

人代持，或由其岳母代持，自己则在幕后暗中

操纵、坐享渔翁之利。

俗语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鱼和

熊掌不能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为官心中要



有戒。逾越了纪法红线的丁仁仁得陇望蜀、亦

官亦商，与组织耍起小聪明，最终等待他的，

只会是纪法的严惩。

痛定思痛，自画三幅画像

“看看自己，哪里还有一个党员干部和人

民警察该有的样子！”留置期间，丁仁仁痛心

疾首，深刻反思，用“糊涂人”、“江湖人”、

“两面人”为自己精准画像。

忽视纪法学习，甘做“糊涂人”。丁仁仁

从公安学校毕业，又从事过刑侦、治安等公安

核心业务，本应执法懂法，但随着职务职级的

提升，丁仁仁对纪法知识的学习却越来越少，

执法考试马马虎虎应付，省管干部培训学习找

人代替，对党规党纪的学习流于形式。用丁仁

仁的话说则是，“明明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

还自以为是，盲目自信。”直到东窗事发、锒

铛入狱，他才知自己早已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

滑得太远。

“留置期间，我重新阅读了党章和党纪处

分条例，感受完全不一样。六项纪律规定得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当初我不认真学，现在来

对照，六项违反五项，真是无地自容。”到了



现在，这位“糊涂人”才想到要多学习党章和

纪法知识，却已追悔莫及。

消解原则正义，宁做“江湖人”。多年来，

丁仁仁心甘情愿被一些不法商人“围猎”，整

日与他们称兄道弟，每每还以“江湖大哥”自

居。

2013 年 6 月，老板刘某的表弟因涉嫌开设

赌场罪被温州市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小兄

弟”有难，“大哥”怎能不“两肋插刀”。受

刘某请托，丁仁仁为其疏通关系，想方设法帮

助刘某表弟办理取保候审。

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丁仁

仁却毫无敬畏之心。不久后，他二度违规干预

和插手司法活动，将公平正义的“天平”向“身

边人”倾斜，挑战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2019 年 9 月，丁仁仁原驾驶员俞某的堂哥

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杭州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刑

事拘留，受俞某的请托，丁仁仁再度干预基层

执法办案。

不讲党性讲交情、不讲大局讲私利、不讲

正气讲“义气”，丁仁仁身上的“江湖气”，

是其宗旨意识淡化、党性观念缺失、理想信念

蜕变的表现。



表面上，丁仁仁积极扮演着总队长或政委

的政治角色，台上作报告，讲党课，义正词严

要求别人做到廉洁自律。但台下，对手中的权

力照样任性，钱财照样收取，是个名副其实的

“两面人”。每年的民主生活会和主题教育活

动，他都抱着敷衍的态度，不涉及实质问题，

只是走个过场。

2019 年 4 月 4 日，省纪委监委对丁仁仁进

行函询。表面上镇定自若的他，很快出具了一

份虚假说明。此时的他犹如一只惊弓之鸟，预

感着形势不妙，便开始着手逐一订立攻守同盟。

“万一哪天问起来，你就说这套家具是借

给我试用的……”2019 年 5 月的一天，在富春

山居家中，丁仁仁退还了老板徐某 4 年前相赠

的一套价值 8.3 万元的红木桌椅，对徐某叮嘱

道。

在被组织函询后长达 11 个月的时间里，丁

仁仁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先后与多人多次统

一口径，将受贿款说成借款、投资分红款等，

将收受的红木家具及部分钱款予以退还并串

供、伪造房屋装修尾款欠条，转移违规收受的

烟酒、字画等物品，意图掩盖自己的违纪违法

事实。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

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不管是义结金

兰，还是歃血为盟，一旦利益不存，一切攻守

同盟都将冰消瓦解，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

丁仁仁终于低下了头。

在审查调查期间，丁仁仁多次回忆起他刚

被提拔为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时，家人千里

迢迢从老家赶来看望的场景，“我请他们在一

个比较高档的饭店吃饭，饭后见我掏出银行卡

结账，父母马上问了一句，是否用公款报销？

直到我说不是才放下心来。”

然而，丁仁仁忘记了父母的良苦用心、谆

谆教诲，忘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从警时的

铿锵承诺，从一名有志青年沦为腐败典型，一

步错、步步错，最终踏上了人生歧途。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