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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原典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

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

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释义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

书中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论述了

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针对文学发展

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

刘勰认为文学会随着政治的兴衰而发生变

化。如唐尧时代，教化普及，所以百姓作《击

壤歌》，儿童们唱《康衢谣》。虞舜时代，政

治清明，百姓安闲，于是舜唱出了《南风歌》，

群臣也和他同唱《卿云歌》。成汤圣哲英明，



因而出现了《诗经·商颂·那》中的颂词。周

文王恩德隆盛，这时《周南》中的民歌，便反

映了人们勤劳而无怨言的精神。但周厉王、周

幽王时期政治黑暗，因而《诗经·大雅》里的

《板》《荡》等诗便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平王

东迁后，周室衰微，于是出现了亡国哀痛的《王

风·黍离》。可见，“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学作品的倾向，就是政治生态的形象反映。

解读

学界素有“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之说，

正说明文艺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貌。古今

中外，也只有那些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

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文艺作品，才能成为传

世之作。在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以《文

心雕龙》中的这句话，深刻地提出了文艺作品

如何反映人民心声、引领时代前进的问题。今

天的中国，正日臻于“伟大”，这既给了文艺

工作更多养分、更大舞台，也对文艺工作者提

出了更高要求，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

德、为时代聚精神。“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

柱、建精神家园”，成为时代精神的“先觉者、

先行者、先倡者”，这是文艺工作者理应承担



的责任和使命。如果不能创造出更多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怎么能无愧于我

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民族？（摘自《习

近平用典》）



★纪风动态★

河南铁投纪委召开 2021 年
上半年工作会议

8 月 26 日下午，河南铁投纪委召开 2021 年上半

年工作会议，听取二级单位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报告，

总结公司纪委上半年工作，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找准定位、明确目

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公司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刘永川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上半年，在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司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铁投公司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和省纪委十届

六次全会工作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围绕公司改革发展中心大局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在公司内部营

造了遵规守纪、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涵养了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会议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公司各级纪检干

部必须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以自我革命的



勇气、自我革新的政治自觉，找差距、剖原因、补短

板、强弱项，努力推动公司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下半年，铁投公司纪检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奋力推动公司党委重大决策部署有效落实，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充

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公司

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坚持强化政治监督，保障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二是坚持严的主基调，一体

推进“三不”；三是坚持作风建设不动摇，驰而不息

纠治“四风”；四是坚持监督第一职责，着力提升监

督实效；五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队伍。

会议要求公司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忠诚坚定的典

范、做担当尽责的典范、做遵纪守法的典范、做清正

廉洁的典范，以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铁

的担当，打造纪检监察铁军，在公司打造一流铁军中

奋勇争先。

会议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采取线上视频会议

的方式召开。公司纪委委员、纪检监察部全体人员、

二级单位纪委书记（纪检委员）和纪检工作人员参加

会议。



★以案为鉴★

他要买房，“兄弟”主动刷卡；他喜欢
车，“兄弟”送百万豪车…“江湖情义”

让他中毒太深

阿多，男，1962 年 1 月生，1982 年 5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4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得荣县委

副书记、县长，乡城县委书记，甘孜州副州长，川煤

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川煤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

总经理，川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2019 年 11 月，

被免去川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职务。

2019 年 9 月 28 日，经四川省委批准，四川省纪

委监委对阿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并于 10 月 8 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2020 年 4 月，经四川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

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阿多开除党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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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南

充市人民检察院以阿多涉嫌受贿罪向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阿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一百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留置期间，阿多经常回想起 2004 年他晋升甘孜州

副州长后回到家中的画面。

“2004 年的一天，我回到家中，老母亲一直在边

看新闻边等我，我刚坐下，她就对我说，你现在不是

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组织，属于这个家族，做任何

事情，都不要只考虑自己，不该吃的千万不要吃，不

该拿的千万不要拿。我当时也暗暗下决心，决不在经

济上犯错误。”

然而，对于母亲的谆谆教诲，阿多没有做到，“现

在想起这个事情都感到汗颜、羞愧。”2019 年 10 月 8

日，阿多被留置，“从这天起，我就是个不忠不孝之

人，我立志追随党，却未能善终；刚好可以侍奉老母

亲时，又身陷囹圄。”判决书中，检察机关指控的阿

多十起受贿事实中，九起发生在 2004 年以后，占总受

贿款的 97.9%。

留置初期，侥幸、畏罪、悲观等情绪交织，阿多

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对抗审查调查。在专案组开展

的思想政治工作下，阿多逐渐悔悟，完全向组织敞开

了心扉。

“万错皆由自己而生，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

原因在自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阿多从 1984

年参加工作，到 2004 年当选甘孜州副州长，晋升副厅



级，再到 2019 年接受审查调查，教训十分惨痛。阿多

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对围猎，他的哪些性格

特点致其一步步陷入圈套？在围猎与反围猎的斗争

中，阿多最终败下阵来，根源何在？探究此案，诸多

教训值得警醒。

内心失衡，三种心理致其信念动摇、思想滑坡

1962 年，阿多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其父 25 岁

随军进藏，在民主改革、平叛斗争中曾多次立功，后

来主动回到家乡，为西藏和平解放、家乡建设作出了

贡献。从小，父母对阿多言传身教，教育他感恩党，

做人要干净、担当。

受父亲影响，阿多从小立志跟党走，学好本领建

设家乡。1980 年，阿多如愿考上大学，是当年全县唯

一一名本科生。一入校，阿多就写了入党志愿书，不

久加入了党组织。毕业之际，阿多专门写申请，要求

去西藏工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阿多被

分配到甘孜州经研所工作，从副科长、科长逐步成长

为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州长，从一名普通的

青年干部，一步一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然而，也正是这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让阿多的

内心逐渐发生变化，成为其信仰迷失、由正趋腐的思

想“拐点”。

看到妻儿生活俭朴，产生亏欠心理。1996 年，阿



多和妻子商议将一儿一女送到成都读书，接受更好的

教育。在成都买房后，夫妻已捉襟见肘，为了节约资

金，装修材料甚至一颗钉子阿多妻子都自己去买。为

了节省从住处到新房的路费，阿多妻子每天背着儿子

往返四趟步行 20 多公里。阿多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无

能，才让家人这样，对他们感到非常亏欠。

面对灰色收入，产生不平衡心理。2000 年 9 月至

次年 4 月，阿多赴省政府某部门挂职任副处长。春节

期间，阿多陆续收到一些红包，总计约有八千多块钱，

这个数字相当于在得荣等边远山区一年的工资收入。

“当时心里非常不平衡，工作一年，收入还比不上那

个处室过年收的红包。”

自觉仕途迷茫，产生退休前捞一把心理。自 2004

年晋升副厅级后，阿多没能更进一步。“在我是州级

领导的时候，我的一些部下还是县级，后来也晋升正

厅级。甘孜州九届政府班子除了我以外都是正厅级干

部，我心里很不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多逐渐

觉得仕途迷茫，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于

是想多捞点钱，在物质上超过别人，既让晚年生活更

加富足，也满足虚荣心。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

最危险的滑坡。随着职务的升迁、环境的影响、心态

的变化，阿多逐渐丢掉了革命理想，忘记了自己的党

员身份，忘记了干净、担当的教诲，“三观”发生扭



曲，思想开始滑坡、蜕变，心为物役，在权力和金钱

面前迷失了方向，至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讲江湖义气，沉浸于“兄弟”情义而不知危险环伺

“经常打麻将，性格粗犷，讲义气，喜欢豪车，

清高自负。”接受采访时，多名办案人员不约而同谈

到了阿多的性格。“牌品看人品。”一名办案人员介

绍，阿多的耿直性格，在麻将桌上体现得很明显。2005

年后，阿多迷上了打麻将，下班后每天都有牌局，周

末更是通宵达旦，与商人老板或下属打牌时，不准别

人让着他，愿赌服输，而且打牌非常随性，十打九输。

阿多讲江湖义气、耿直粗犷的性格，也给自己留

下了被围猎的缺口。据办案人员介绍，阿多的行贿对

象不算多，总共十名，而其收受的 1454 万余元贿赂中，

一半以上来自陈某根、陈某良和郑某国三人。阿多之

所以接受这三人并视为“兄弟”，是因为他们通过讲

故事走进了阿多内心。

为了接近阿多，陈某根想尽办法，通过阿多的一

个朋友为其引荐。一次聚会时，他讲了一个故事，阿

多记忆犹新。“上世纪 80 年代，他到西藏去创业，经

过青海唐古拉山到西藏的路上，由于严重的高反，加

上感冒，生命垂危。开车路过的一家人救了他，一路

对其精心呵护，到了拉萨下车时由于语言不通，只知

道是甘孜州人。现在事业略有成就，第一时间就想来



甘孜州找恩人报恩。”这个故事让阿多感动不已，他

认为陈某根是重情重义之人，而且长相比较憨厚，于

是对他非常看重，视为亲兄弟。

对于阿多，陈某根很上心。知道阿多喜欢打麻将，

他及时送来赌资；阿多在成都买房，他主动去刷卡；

阿多喜欢车，2007 年一次聚会时赞赏了陈某根的轿

车，陈某根随后便以 138 万余元的价格为其购买了一

辆越野车……“我有时候看到什么，就爱发表些议论，

他就记在心上，到后来我在他面前真不敢说话，怕他

又引起误会。”阿多回忆说，“对于我的任何需求，

他都是想方设法迎合。”其间，陈某根请托阿多为其

公司所属的九龙县长地儿金矿调整出自然保护区、白

玉县章都金矿进场探矿等方面提供帮助，阿多均利用

职权为其成功运作。直到接受留置，阿多都没有认识

到他们之间的行为是不正当经济往来。

留置期间，阿多逐渐醒悟，“我怀疑他故事的真

实性，有可能编造故事，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一旦

觉得这个人值得交，便会付出真心实意。为什么他送

那么多钱给我？难道真是因为我俩的感情吗？冷静一

想，答案是否定的，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围猎我。”此

时，阿多才意识到，长期的心理暗示，使自己中毒太

深，用兄弟情义蒙蔽心智，意识不到、更不愿承认已

经违纪违法。

2010 年，阿多结识陈某良，阿多在成都和西藏的



不少事，他都积极帮忙，由此被阿多当成兄弟。2013

年，阿多到了川煤集团分管物资采购工作，一次聚餐

时认识了郑某国及其叔叔，席间被其叔叔讲述的在深

山老林找矿的创业故事感动，此后便开始经常来往。

工作以来，阿多接触的商人不多，但被其认可为

兄弟朋友的，都发生了不正当经济往来，对此他还认

为是礼尚往来，没有问题。对事对物，阿多全靠自己

的主观判断，而从不对照党性宗旨、党纪国法思考，

“我认为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我认为错误的就是错误

的”。当猎手环伺，阿多还沉浸在看似兄弟的情义中，

将自己蒙在鼓里。“实际上，这些商人给我的每一分

钱都计算着回报，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来的，想

通过我手中的权力换取更大的利益。”阿多终于醒悟。

自欺欺人，以“合法”形式麻痹自己、掩饰贪欲

被留置前，阿多自认为做得很好，“违纪是有，

但根本没想到会违法犯罪”。在他看来，很多财物“包

装”一下就可以收，自己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我

确实非常虚伪，连自己都骗，以致中毒太深。”

“老实讲，我是在被留置后才认识到自己如此贪

婪的，而且既想规避处罚，又想收钱，做了很多掩耳

盗铃的事，想起来真是可笑。”阿多长期用“借款”

或“兄弟感情”为借口收受好处、麻痹自己，掩饰的

正是内心的贪欲。



官商“跨界”，亦官亦商捞财。2005 年，阿多和

某商人朋友在康定合开了一家歌厅。当时，身为甘孜

州副州长的阿多经常不顾身份，当起歌厅的“推销员”，

自己分管的部门他均打好招呼，别人邀请他去歌厅，

不到这家他就拒绝。此外，阿多还向他人放贷收息、

以他人名义向公司投资入股等方式获取好处。接受审

查调查期间，阿多主动上交违规收受的财物和放贷收

益共计 1260 万元。

以借为名，披上“合法”外衣收钱。商人蒋某民

在甘孜州经营矿产，遇到难题就找阿多帮忙，阿多将

其视为朋友也常施以援手。2010 年的一天，为感谢阿

多关照，蒋某民提出“借钱”80 万元给阿多炒股。阿

多明白，“其实是送给我的，我贪心作祟根本无法拒

绝，就收下了”。2014 年某日，郑某国带着两盒茶叶

来到阿多办公室，聊了几句后，郑某国将茶叶放在沙

发上离开，并特意说把茶叶收好。阿多觉得蹊跷，立

马将茶叶盒打开，发现里面全是钱。这样赤裸裸送钱，

阿多难以接受，于是将郑某国喊回把钱带走。拆茶拒

贿背后，是阿多不贪财吗？不！此后不久，二人再次

聚会，郑某国得知阿多欲购买某理财产品，为在销售

设备方面得到阿多帮助，表示愿意借给阿多 200 万元。

“我懂他的意思，他就是给我两百万，我也确实想收。”

为此，阿多还特意让郑某国把钱打给其朋友田某，“反

正是通过田某，即使以后有什么事，也是田某借的钱。”



为了掩饰贪欲，阿多需要的是一些自认为聪明的理由、

掩耳盗铃的形式、看似“合法”的外衣。

称兄道弟，受贿化作“礼尚往来”。阿多视陈某

根亲如兄弟，2012 年，陈某根在得荣县和他人发生矛

盾，被打得生命垂危，阿多自费把他接到成都，请专

家为其动手术，把他抢救过来。“他的命都是我救的，

我们之间难道不是相互赠与吗？”可实际上，阿多心

中除了这本感情账，还有一本金钱账。阿多为陈某根

在金矿调整和金矿进场探矿等方面提供帮助，其间先

后 10 次收受陈某根 300 余万元好处，“我当时想，如

果没有我的帮助，他进不了场，而且都是上亿地在赚，

我就收那么一点点，理所应当。”

2018 年，阿多收受蒋某民 80 万元一事被组织发

现，他没有选择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反而与蒋某民、

陈某根一起商量说辞、应付组织。2019 年 8 月，陈某

根被留置后，阿多越发坐不住了，但他仍然心存侥幸。

“他那里不会有问题，我俩亲如兄弟，他的命都是我

救的，我对他有信心。”2019 年 10 月 8 日，被留置

当天，阿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后悔，“悔自己做了错

事，悔没有及时醒悟，悔没有及时回到组织怀抱，悔

没去看老母亲给她一个交代，总之想什么悔什么，心

如刀绞。”

痛定思痛。从一名有志青年到副厅级领导干部，

随着时间推移、职位升迁，阿多逐渐产生的亏欠家人、



收入不平衡、退休前捞一把的三种心理，导致了其思

想上的滑坡，进而产生最严重的“病变”。动摇了信

念、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面对围猎，便难以辨

别，最终被人捕获。此案也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本

立而道生”，“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

力量无穷，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

近身附体，在胜利顺境时不骄傲急躁，在困难逆境时

不消沉动摇，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