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對薄熙來、
周永康、令計劃等貪腐
「大老虎」的調查，頻
現夫妻共貪污、子女同
受賄的「家族腐敗」特

徵。縱觀其貪腐軌跡，往往是從家教
不嚴、家風不嚴、後院起火這道防線
失守，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不歸路。
有媒體用「老子是兒子的通行證，兒
子是老子的墓誌銘」形容這種貪官家
庭從一榮俱榮到一損俱損的蛻變，倒
也相當貼切。

官員大搞家族腐敗，不僅個人及其配
偶子女受到法律嚴懲，影響執政黨領導
幹部群體形象和威信，更會嚴重地敗壞
黨風政風，乃至影響社會風氣，危害甚
大。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在
民眾看來，領導幹部個人與其家庭是一
個整體，家風的好壞反映領導幹部個人
作風的好壞，而其個人作風的好壞勢必

在他執政政風上有所體現。因而領導幹部的家風
並非一家之事，它是反映黨風和社會風氣的重要
窗口，也是執政黨黨建工作是否成功的試金石。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中國古代「妻賢
夫禍少」 的箴言，就是對治家不力易導致官員
敗家而發出的警告。古人尚且明白家風的重要
性，作為現代社會的官員，更應時刻注重家風
建設，堅持以身作則、自律自重，讓清廉之風
成為家風建設的重要內容，進而為在全社會營
造良好風氣作出貢獻。 ■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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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5月3
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今年1月12日《在第
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
會議上的講話》。《南方日報》昨日發
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的重要講
話，站在黨和國家全局的高度，深刻分
析了依然嚴峻複雜的反腐敗鬥爭形勢，
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目標
任務，既直面問題、切中時弊，又充滿
自信、催人奮進，為深入推進全面從嚴
治黨凝聚了共識、提供了遵循、指明了
方向。
文章分析指出，講話高度肯定了黨自
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取得的重大成效，同時毫不諱言地指出
了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如「黨中央反
覆強調領導幹部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
規矩，但有的置若罔聞，搞結黨營私、
拉幫結派、團團夥夥，一門心思鑽營權
力；有的明知在換屆中組織沒有安排
他，仍派親信到處游說拉票，搞非組織
活動；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揚言『活着
要進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寶山』；有的

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獨立王國』，搞小
山頭、拉小圈子，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
奉陰違，為實現個人政治野心而不擇手
段。」
文章談到，「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我

們黨的莊嚴承諾，全面從嚴治黨是向人
民立下的軍令狀。但是，「黨內有些同
志感到不適應，有的說要求太嚴，管得
太死，束縛了手腳；有的說黨員、幹部
也有七情六慾，管黨治黨應『人性
化』；有的說都去抓管黨治黨，經濟社
會發展沒精力抓了」。「有的黨組織和
領導幹部黨的觀念淡薄，把經濟建設和
黨的領導割裂開來，對管黨治黨心不在
焉」；「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
信，很會偽裝，喜歡表演作秀，表裡不
一、欺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台上
一套、台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
套，手腕高得很」……針對這些問題，
各級黨組織必須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主
體責任，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
置，增強領導幹部政治警覺性和政治鑒
別力，堅持高標準和守底線相結合，築
牢拒腐防變思想道德防線。

南方日報：
帶着問題意識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別以為幹部子弟誰都奈何不了」
習近平談反腐強調家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人民日報》日前全文刊發

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紀

委六次全會上的講話，這是1月12

日習近平發表該講話後，其萬字全

文首次披露。在講話中，習近平強

調了家風對官員的重要影響。他指

出，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

家風敗壞往往是領導幹部走向嚴重

違紀違法的重要原因，他並要求廣

大官員，須留留神，防微杜漸，不

要護犢子，「幹部子弟也要遵紀守

法，不要以為是幹部子弟就誰都奈

何不了了。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處

理，而且要從嚴處理，做給老百姓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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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海軍南海艦隊新型導彈驅逐艦合肥
艦、導彈護衛艦三亞艦、綜合補給艦洪湖艦，昨日駛
離三亞某軍港碼頭，隨後將在南海某海域與潛艇部隊
展開潛艦聯合突破「敵」封鎖區、偵察與反偵察演
練，拉開了海軍年度常態化戰備巡邏遠海實兵對抗訓
練的序幕。
據新華社報道，這次參加戰備巡邏遠海實兵對抗訓
練的艦艇均為海軍新型主戰艦艇，由南海艦隊導彈驅
逐艦合肥艦、蘭州艦、廣州艦，導彈護衛艦三亞艦、
玉林艦，綜合補給艦洪湖艦等6艘艦艇組成，隨艦搭
載各型直升機3架及數十名特戰隊員。其中，蘭州艦
將在結束東盟防長擴大會海上安全與反恐聯合演練後
加入遠海訓練編隊。編隊分三個兵力群，將赴南海、
東印度洋、西太平洋生疏海域，進行實戰條件下指揮
所、維權維穩、機動作戰、政治工作、綜合保障等課
目的訓練，並沿途帶動南海艦隊航空兵、西南沙守備
兵力和北海艦隊相關兵力參加演練。

據了解，這次戰備巡邏遠海實兵對抗訓練緊貼艦隊
使命任務，強化戰鬥精神和戰備觀念培樹，強化主戰
兵力遠海作戰運用，強化艦機協同反潛、合同攻擊、
防空反導、特種作戰等重難點問題專攻精煉，扎實提
高部隊遠海實戰能力。

全程突出實戰對抗
「參訓兵力多、帶動兵力廣，全程突出實戰條件下
的對抗是這次遠海訓練的突出特點。」編隊指揮員、
南海艦隊副司令員周煦明告訴記者，這次遠海訓練主
要檢驗新型主戰艦艇、潛艇和航空兵的作戰運用，積
極探索常態化遠海訓練方法路子，增強部隊海上編隊
指揮信息系統組網運用，偵察預警、信息傳遞、分析
判斷和指揮決策等要素集成訓練，強化海軍力量的常
態化運用。
這次戰備巡邏遠海實兵對抗訓練，屬海軍年度例行

性軍事訓練。擔負編隊指揮艦的合肥艦是中國目前最

新型、武器系統較為先進的導彈驅逐艦；洪湖艦也是
剛入列不久的海軍新一代綜合補給艦，具有現代化程
度高、綜合補給能力強、任務拓展空間大等特點。蘭
州艦、廣州艦、三亞艦、玉林艦均執行過亞丁灣護
航、中外聯演等重大任務，具有較強的防空、反導和
反潛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洪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
奉勸日本不要再在南海問題上刷「存在
感」。希望日方為本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
設性作用。
有記者問，據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外相岸田文雄近日在訪問歐洲和東南亞時，
對中國在南海「軍事化」表示關切。中方對
此有何回應？
洪磊表示，在南海問題上，日本是域外國

家，但近期日本在南海問題上近乎偏執地刷
「存在感」。不過，這又刷出了什麼呢？無非
是刷出了日本在二戰期間非法侵佔中國南海島
礁的不良記錄，刷出了日方當前在南海問題上
的不良居心。奉勸日方不要再刷下去。
另有記者問，5月3日是日本「憲法紀念

日」。當天，東京大批民眾舉行集會反對安
倍政府企圖修憲之舉。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說，希望日方切實吸取歷史教訓，順
應時代潮流，傾聽愛好和平的民意呼聲，堅
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為本地區的和平穩定發
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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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六軍艦赴南海軍演

正如習近平所言，近年來對薄熙來、周永
康、蘇榮、令計劃等「大老虎」的調

查，都揭示出家庭式貪腐的特徵，他們不僅自
己在前台大搞權錢交易，還利用從政多年積累
的「人脈」和「面子」縱容家屬在幕後收錢斂
財，民眾反應極壞。

假父之名 非法斂財
如薄熙來，在其判決書中，其妻薄谷開來及其
子薄瓜瓜的名字出現數百次。法庭認定，薄熙來
明知並認可薄谷開來收受商人徐明財物折合人民
幣1,933萬餘元，並利用職務便利為徐明在引進
項目、土地租賃等方面，違法開綠燈。作為回
報，徐明還主動為薄谷開來的法國別墅支付全部
房款，多次資助薄瓜瓜留學、出遊等。
而新中國建國以來由中紀委查辦的最高級別

官員周永康，其「落馬」前，兒子周濱、兒媳
黃婉已被帶走調查。多方報道顯示，周濱以父
之名，利用周永康前部下等關係構築了一個龐
大的政商網絡，生意囊括了石油、土地、礦業
等多個行業。周案判決書還顯示，周永康濫用
職權，要求蔣潔敏、李春城為周濱、周鋒等人
開展經營活動提供幫助，使上述人員非法獲利
21.36億餘元人民幣，造成經濟損失14.86億餘
元人民幣。

妻倚夫位 中飽私囊
至於令計劃，多家媒體報道，令妻谷麗萍依

託日常工作網絡——中國青少年宮協會系統，

參股或經營了多家中青系公司，頻頻投資互聯
網、教育、文化、廣告領域，並成為這些公司
順利拿下項目獨家代理權及銷售推廣渠道的關
鍵人物。而這些中青系公司，均成立於2002、
2003年間，從2007年起開始陸續註銷，這5
年，恰與令計劃由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升任
主任的仕途軌跡相映照。
此外，十八大後「落馬」的兩隻「軍老

虎」——徐才厚、郭伯雄，其貪腐案中均有家
人涉案。官方對兩人的通報中，均有「直接和
通過家人收受賄賂，數額特別巨大」的表述。
特別是在郭伯雄「落馬」之前，其子郭正鋼已
經涉案被查。

習近平闡述家風建設
2015年春節團拜會：

「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
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風。」

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

「領導幹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而
是領導幹部作風的重要表現。」

2015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

「對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嚴格教育、嚴格
管理、嚴格監督，發現問題及時提醒、堅決糾
正。」

2016年1月12日—14日第十八屆中紀委六次全會：

「有的將自己從政多年積累的『人脈』和『面
子』，用在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
古人說：『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
『莫用三爺，廢職亡家。』『心術不可得罪於天
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資料來源：人民網

■■中國最新型導彈驅逐艦合肥艦中國最新型導彈驅逐艦合肥艦。。 中新社中新社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1
月月1212日第十八屆中紀委六日第十八屆中紀委六
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家風對官員的重要影強調家風對官員的重要影
響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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