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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才才无无德德
必必为为祸祸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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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贪腐众生相

封建社会中 ， 人治色彩较为浓
厚， 贤君良相统治时期， 会出现相对
较为清明的社会氛围； 暴君奸臣统治
时期， 则又呈现出腐化堕落的社会景
观。 从古代谣谚角度归纳一下腐败类
型， 描述一下腐败众生相， 显得尤为
必要。 首先来看权钱交易者。 政治秩
序越无序， 腐败滋生得越快。 金钱可
以换来权力， 权力可以换来金钱， 这
种权钱交易刻画出卖官者的狂妄和买
官者的疯癫。 东汉末年， 朝廷腐败的
特征就是权钱交易。 当时崔烈用五百
万跟汉灵帝买相当于宰相的职位， 权
钱交易实现后， 汉灵帝非常遗憾地说
自己手太软了， 没有卖千万的价钱。
这种权钱交易的行为扭曲了官员价值
观， 破坏了政治生态， 使得社会朝着
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 东汉末年就出
现了这样的谣谚 ， “举秀才 ， 不知
书； 察孝廉， 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
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就是权钱交
易后形成的不良政治格局。

其次来看利用权力追求奢靡。 贪
官敛财的目标是为了享受和挥霍。 明
代部分地方官将贪腐所得， 除存留一
部分孝敬上司外， 其余的都用来挥霍
享乐。 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谚：
“知县是扫帚， 太守是畚斗， 布政是
叉袋口， 都将去京里抖。” 另外， 权
权交易、 权色交易等腐败类型也层出
不穷， 谣谚中都有反映。 这些贪污敛
财的众生相不仅使得贪腐者丑态毕
露， 而且这种贪腐行为还对吏治、 社
会和国家危害极大。

揭示贪腐大危害

腐败是一颗毒瘤， 如果一个国家
长了这颗毒瘤， 不去及时根治， 就会
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个灾
难具体体现在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

领域。
从政治角度讲， 腐败会导致公共

权力滥用和腐化 。 北宋末年的大贪
官、 “六贼” 之一朱勔利用手中的权
力， 贪污受贿敛财， 为个人纵欲享乐
提供条件，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奴
许愿封官赐爵， 其中受金带者达数十
人。 民间谣谚说：“金腰带， 银腰带，
赵家世界， 朱家坏！” 朱勔的腐化堕
落侵蚀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 危害
了政权的巩固和维持， 是北宋走向灭
亡的重要原因。

从经济角度讲， 腐败会导致直接
的经济损失。 清代大贪官和珅， 是清
代以 “贪鄙成性” 而被诛杀的最高级
别官员。 嘉庆亲政之日大诛和珅， 得
到百姓的广泛民意支持。 当时百姓有
“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这样的谣谚
之说。 按照梁启超的估价， 和珅共贪
污敛财达八亿两白银， 相当于清政府
十多年财政收入总和。

从社会角度讲， 腐败会破坏社会
公平和公正。 北宋末年贪官王黼公开
出售他所掌握的官职。 老百姓为他的
卖官行径编了顺口溜： “三千索，直
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这种权钱交易
加重了冗官现象， 使得徽宗朝成为北
宋历史上官员数量最为冗滥的时期，
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与不公正， 使得
没有才学的人上位， 有才学的人没有
平台发挥作用。

传达反贪腐理念

百姓对贪腐的痛恨在民间达成共
识， 这种共识具有强大的传播力， 在
影响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员这支队伍
方面， 反贪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 封
建社会中， 郡县治， 天下安， 地方政
府官员执政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其执政
理念所影响。 如果一个地方官头脑中
持有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的
思想， 并利用手中的权力， 为一己私
利而实施腐败行为 ， 会加重百姓负
担、 引起社会情绪不满、 严重销蚀统

治基础。 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头脑中持
有反贪意识、 清官理念， 并且将权力
最大限度地用于给老百姓办实事上，
会赢得百姓称赞 、 减少社会不满情
绪、 巩固统治者权力基础。

百姓在谣谚中所表达的反贪意愿
渗透到官员队伍中， 对于官员提升反
贪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封建社会， 悬
于地方政府公堂之上的匾额， 如 “明
镜高悬” “公正廉明” 等就是群众盼
望 “清官” 的表达。 除了匾额之外，
还有古代县衙厅壁门楣， 许多官员自
己就表达了对腐败的痛恨及对清廉的
向往。 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在
官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 ： “任于朝
者， 以馈送及门者为耻； 任于外者，
以苟且入都者为羞。” 清代有一个地
方官叫陈景登， 在衙门门口贴出一副
对联 ： “头上有青天 ， 作事须循天
理； 眼前皆瘠地， 存心不刮地皮。”

当然 ， 如果言行一致 ， 知行合
一， 头脑中有反贪思想， 而且还将其
付诸实践， 这样就会减少、 消除贪腐
行为， 进而造福一方， 王恕、 陈景登
属于这一类。 如果言行不符， 头脑中
有反贪理念 ， 但实际上没有付诸实
践， 反而大肆收受贿赂， 则成为官场
“双面人”。

晚清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把慈
禧御赐的 “清正廉洁” 金匾送回家乡
挂于李氏祠堂 ， 作为光宗耀祖的宣
传。 没想到几天后， 百姓在李氏祠堂
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 “市屋千幢皆
姓李，良田万顷属中堂。 ”这是民间对
李鸿章“双面人”的揭露。十月革命后，
在清理冬宫档案时， 发现了档案库秘
存的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背后收受
道胜银行三百万卢布贿赂。 在李鸿章
办洋务 、 为官过程中 ， 收受巨额贿
赂。 据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私产四
千万两以遗子孙”， 从一个侧面可见
他的贪腐。 所以， 一句 “宰相合肥天
下瘦” 广为人知。

摘自 《学习时报》

“三家分晋 ” 之前 ， 晋国的智 、
韩 、 赵 、 魏四大世族 ， 智氏的势力最
大。 执掌晋国大权的正卿智瑶， 野心勃
勃， 欲吞并韩、 赵、 魏三氏一家独大。
可到后来， 反被韩、 赵、 魏联手所灭，
其教训一直为后人引为鉴戒。

智瑶虽然不是长子， 但长相帅气，
武艺高强， 技能超群， 且能文善辩， 果
敢刚毅， 深得其父智宣子喜爱， 于是便
在家族会 上 拟 议 为 接 班 人 。 不 料 却
遭 到 了 族 人 智 果的坚决反对 。 智果
说 ， 智瑶很不厚道 ， 要是立他为继承
人， 智氏宗族必亡！ 智宣子不听劝告，
仍坚持立智瑶为嗣卿。 无奈， 智果只好
另立门户为辅氏， 以求保全。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不出智果所
料， 智瑶兵败被杀， 智氏全族灭门， 唯
辅果得以幸免 。 司马光从中得出教训
说， 智瑶的灭亡， 在于才胜于德。 并指
出， 才与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而世俗
之人分不清， 统称为贤， 于是就看错了
人。 耳聪目明、 坚强刚毅称为才； 品行
正直、公道平和叫作德。 才是德之资；德
为才之帅。 接下来， 他又将人才分为四
类 ： 德才兼备曰圣人 ， 无德无才曰愚
人，德胜于才曰君子，才胜于德曰小人。

说到挑选人才的方法 ， 司马光认
为， 如果找不到圣人、 君子而任用， 与
其得到小人， 不如得到愚人。 这世上，
圣人难求， 君子难得， 在只有愚人和小
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宁用愚人而不用
小人， 即使不能成大事， 也不至于坏大
事。 自古以来的乱国之臣、 败家之子，
才有余而德不足 ， 以致家破国亡的多
了， 岂独智瑶呢！ 即便在当今， 因道德
底线崩溃而作奸犯科者并不鲜见。 来自
权威媒体的调查分析表明 ， 在服刑
的犯人和落马的贪官中， 高智商者比
例突出。 他们中， 有不少都是极具天赋
的能人。

司马光的德才观， 有他的道理， 但
非亘古不变的铁律， 亦非普世共守的法
则。 在封建制度下， 由历史潮流的大势
所趋使然， 得天下的开国之君， 不乏才
胜于德的枭雄； 失天下的末代皇帝， 也
不乏德胜于才的明君。 青史留名的将相
中 ， 也不乏才胜于德的能臣良将 。 管
仲 、 李斯 、 苏秦 、 张仪等都是成大事
者， 但他们的品行却不敢恭维。 战国时
的吴起， 为了求官拜将， 曾杀死过三十
多个嘲笑他的乡邻， 母亲病逝也不回家
奔丧， 为取得鲁国国君的信任， 竟杀死
身为齐人的妻子。 这样的德行不是一般
的差， 可他的历史功绩却极为卓越。

这也说明， 用人的标准也是因时势
而异的。 乱世与太平， 开创与守成， 对
人才结构的需求并不相同。 在争霸天下
的杀伐中， 德行尽管也很重要， 但与才
干相比退居次位。 任用无德之人， 至多
会招致非议， 而任用无才之人， 说不定
连老本都会输光。 有鉴于此， 现今有人
总结说， 有德有才， 破格重用； 有才无
德， 限制使用； 有德无才， 择岗录用；
无德无才， 坚决不用。

摘自 《光明日报》

古古代代民民间间谣谣谚谚
勾勾勒勒出出贪贪腐腐丑丑态态

解解
密密

民间谣谚
作为百姓对生
活的洞悉与总
结， 以极具特
色的鲜明的民
间语言， 反映
了百姓的真实
心声、 概括了
鲜明的时代特
色、 传递出对
善的追求与对
恶的贬斥。 其
中， 以对贪腐
的嘲讽和表达
反贪诉求的谣
谚最具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