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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国内知名廉政研究专家海宁论坛发言集锦

核心提示：为了提高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近年来，我市持续引入高端研究力量，连续成功举
办三届海宁论坛，为廉洁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选登三位国内知名廉政研究专家在
海宁论坛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环 球 博览
从“廉洁岛”
到“廉洁城市”

海宁论坛的研究具有广泛性
李成言（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这个论坛的成果非常的重要，论坛的水
平非常的到位，论坛涉及的规模，研究问题
的广泛性都很有代表，很有它的特色：一是
论坛活动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具有很强的
广泛性和兼容性；二是研究的问题和对策、
涉及到的一些内容非常深刻，既提出了问

题，又解决了问题；三是廉洁文化研究具体
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度，让我深受启发；四是
廉洁文化的研究触及到一些最新的、乃至一
些敏感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五是在海
宁的廉洁文化建设、研究当中，从宏观到微
观层面都提出了很好的规划和建议。

公众参与是破解反腐败困境的首选之策
毛昭晖（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大背景下，光靠
体制内的监督已经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或者
说这些年来，我们所构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本身存在着一个短板，这个短板就是公
众参与，就是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从这一
点来说，再过五年、十年，我们回过头来看，
可能它对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意义更
为重大。
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分三个阶段：一
是自发性的公众参与阶段，主要是民众监

督，如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等，社会大众还没
有参与到监督中来；二是政府主导性的公众
参与阶段，主要是社会监督，如嘉兴由党委
政府主导构建五大参与平台，就处于这一阶
段；三是社会民主监督阶段，
“ 社会”指的是
利他集团的培育，社会监督的组织化。
“民
主”指的是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一
种成熟的民主监督阶段。因此，在探索公众
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发挥廉洁文化教育的独特作用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廉洁教育。制
度预防腐败的框架模式认为，腐败的动机加
上腐败的机会导致腐败的行为。教育影响
并改变人的认知，从而看清腐败的实质。影
响人态度和价值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
对腐败、廉洁这些现象的认知和理解，认知

史 海 钩沉

影响你的态度、影响你的行为选择。与打击
和预防比起来，廉洁文化教育有着独特的作
用。廉洁文化、廉洁教育理想的目标应该是
广覆盖，可持续，有效果。要充分发挥教育
的优势，从校园抓起，这是反腐倡廉教育的
本质要求。

较高的廉洁程度是建设现代化国际
化先进城市的一项重要标志。建设受人
尊敬、令人向往的“廉洁城市”，检验标准
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建设廉洁城市，
是市民、政府共同的意愿和追求。
“廉洁岛”，是透明国际组织 1993 年
首先提出来的，其主要意思是：即使难从
总体上摆脱腐败困扰，但完全可以在局
部，甚至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率先实现
廉洁目标，然后生成示范效应，扩大辐射
面，发挥影响力和借鉴作用，并逐渐推而
广之，通过一个又一个“小气候”的改变，
改善“大气候”，优化政治生态环境。香
港是“廉洁岛”理论成功实践的典范。
20 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发展增速，社
会服务需求增多，香港的政府部门、公共
部门腐败猖獗，民怨沸腾。为了彻底打
击各类消极腐败现象，建设廉洁政府，香
港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反腐机构廉政
公署（以下简称“廉署”
）。廉署下设 3 个
部门，即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
处。社区关系处的任务是向市民进行肃
贪倡廉的宣传教育，利用短片、新闻稿、海
报以及反贪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提高市民
对贪污的警觉性。防止贪污处工作是为
改善有可能导致贪污的工作方法及程
序，并为公营、私营机构等提供良好的防
贪顾问服务，其具体工作是就各政府部
门及公共机构的制度及工作程序进行顾
问、审查、研究。执行处是廉署的调查部
门，负责接受、审阅和调查贪污指控。执
行处与香港各纪律部队有着相当紧密的
联络与合作，分别与之组成了“行动联络
小组”商讨调查程序、贪污趋势、联合调
查行动和共同关注的事项、信息共享，此
外还参与警队培训课程等。
成立后的廉署，首先拿腐败最严重的
香港警署下手，
实行
“零容忍”
政策，
彻底清
除了各种腐败现象，成功创建首个“廉洁
岛”
。然后借鉴这个成功经验，
在其他部门
或行业进行
“廉洁岛”
建设。这种从局部着
手的工作方法，
标本兼治，
使香港在廉政建
设上成绩斐然。昔日曾被视为贪污腐败天
堂的香港，现在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亚洲乃
至世界少有的廉洁城市之一。

沈鸿甘住“局长楼”
■王国坚
人物名片：沈鸿（1906-1998），海宁人，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第一台 12000 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主
持制造了用于冶金工业的 30000 吨模锻水压机，80～300 毫米钢管轧机和特薄板轧机等“九大设备”。组织编写了中国第
一部《机械工程手册》、
《电机工程手册》大型工具书。

志不在“官”

沈鸿从 1956 年 7 月出任国家电机制造工
业部副部长起，至 1988 年离休，长达 33 年之
久，却毫无一点官气，自称是
“总工程师”
。
1956 年 5 月 13 日，沈鸿被任命出任电机
制造工业部副部长一职。这对沈鸿来说，像
是遇到了一道“坎”，使他深感“为难”。沈鸿
志不在此，他一心向往的是做一名工程师。
为了谢绝国务院对他的委任，他回来同
爱人吴平商量，吴平非常理解和尊重丈夫的
志向。两人商定，由吴平出面，给邓颖超同
志 写 信 ，反 映 沈 鸿 的 要 求 。 信 中 说 ：
“沈鸿
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拙于行政领导能力，副
部长一职，恐难胜任。恳请转告总理收回成
命……”
1956 年 7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召开国务

会议，沈鸿也在座。没料到周总理在会上点
决 定 让 他 兼 任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即“ 双 院
名了：
“沈鸿，你好哇！不愿做官，让老婆写信
士”
）。沈鸿以
“年老为由”婉言谢绝。
求情！说你只想当工程师。你们内行都不愿
做领导，难道就只有让我们这些外行来搞？”
甘住“局长楼”
往后，沈鸿不管担任国务院哪个部的副部长，
在生活上，沈鸿一贯低标准，在住房问题
二话不说，坚决服从。正如他自己所说：
“共
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
产党的官，就是为人民服务。什么岗位需要， 坚持住在
“局长楼”里，
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
就应该到什么岗位去。”
那是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旧式单元房。
1979 年 12 月，成立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 沈鸿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1998 年逝世，就居
中央有意让沈鸿出任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 住在这里。开间小、光线差、设施陈旧、老化，
一职。沈鸿知道后，立即向老领导陈云、薄一
无储藏室，无洗澡间，粮食和杂物都堆放在进
波恳辞，最终获准，仅出任副主任一职。1981
门的过道上。
年 12 月沈鸿又主动向薄一波提出，辞去副主
上世纪 70 年代，百万庄 2 号楼（部长楼）
任一职。
宿舍盖好后，部里决定让沈鸿去住，周恩来总
1994 年，国家成立中国工程院。沈鸿是
理也捎话让沈鸿搬家。对此，沈鸿回答说：
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我现在住的条件就很好，比延安时不知好多

少倍，搬到 2 号楼会
‘脱离群众’
。”
后来，
部里考虑沈鸿年事高、
工作忙，
身体
又不好，
将一座被人
“淘汰”
了的两层小楼（楼下
有红漆地板的客厅，
庭前有小巧精致的花圃）整
修后，
请沈鸿入住。沈鸿又不领情，
婉言谢绝，
还风趣地说：
“在葡萄园，
我和大家住在一起蛮
好，
四通八达的大院子，
空气挺新鲜。
”
1989 年 8 月，机械工业部决定对沈鸿的住
房进行扩建。沈鸿觉得这样做不合适，立即
给部长景晓村写信，说：
“ 这万万使不得！中
央号召过紧日子，而今又要占地，又要影响绿
化，
葡萄园居民如何看我们？”
由于沈鸿的坚持，他的住房从未进行过
任何“像样一点”的装修，始终保持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面貌，直到他逝世后，儿子吴英才增
加了一个带窗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