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墨谈屑

山中贼与心中贼
□王俊良

弘治十二年 （1499 年 ） 六月 ，

震动朝野的 “弘治春闱案” 结， 涉事

主考大学士程敏政下狱， 涉事举人徐
经、 唐寅去籍。 对这个结果， 新科进

士王守仁慨叹， “破山中贼易， 破心
中贼难”！

何为 “山中贼 ” 与 “心中贼 ”

呢？ 在王守仁看来， “山中贼” 是型
于外的 “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因素。

国家层面如 “宁王朱宸濠叛乱”、 太
监刘瑾乱国， 个人层面包括对社会的

不满， 对政策的抵触和官员执政过程

的愤懑； “心中贼” 则是型于内的负
能量囤积。 国家层面如制度腐朽、 吏

治黑暗、 司法窳败， 个人层面多属违
背 “天理” 的私欲和奢望。

具体到 “弘治春闱案”， 大学士

程敏政傲视群雄的气势， 江南才子唐
寅、徐经考场得意，都属于看不见、摸

不着的“心中贼”，此“心中贼”又恰好
成为主考程敏政政敌， 户科给事中华

昶、落第举子们不满情绪的“山中贼”！

很明显，衡量 “心中贼” 与 “山中贼”

的 “标准”， 是问题的瓶颈。

《明史》 载， 华昶告讦程敏政，

原因 “或言敏政之狱 ， 傅瀚欲夺其

位， 令昶奏之。 事秘 ， 莫能明也 ”。

《明孝宗实录》 说得更直接， “盖当

时有谋代其位者 ， 唆给事中华昶言
之， 遂成大狱， 以至愤恨而死,有知

者至今多冤之”。 简单说， 傅瀚想取
代程敏政的位置， 让华昶诬告主考程

敏政 “受贿”、 “卖题”， 将自己 “心

中贼” 打扮成政敌的 “山中贼”。

很明显， 政敌假 “社稷” 之名，

拿皇权稳定说事儿。 明孝宗 “宁可信
其有， 不可信其无”， 霹雳手段之下，

大学士程敏政如飓风中浮萍，唐寅、徐

经更是轻若尘埃。事实上，即使清醒如
王守仁，上马能挥戈平叛，下马能著述

立说治世能臣 ， 也不能摆脱被污为
“山中贼”， 成为被朝廷打击的对象。

《明史》载，“正德元年冬，刘瑾逮

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 守
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

场驿丞”。 睿智如王守仁，岂不知刘瑾
在朝廷的威权？已官致兵部主事，自以

为公开质疑刘瑾，是在为社稷破“山中

贼”，谁成想，迎接王守仁的，是“廷杖
四十”。那一刻，王守仁被褪下的，已不

再是裤子，是做人的尊严。

然而， 号称 “九千岁” 的刘瑾，

“心中贼” 亦不过外人眼中的 “山中贼”

而已。 《觚不觚录》 说， 明朝大臣 “见

王振跪者十之五， 见汪直而跪者十之
三， 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 更有甚者，

当刘瑾的 “心中贼 ”， 成为明武宗的
“山中贼” 被 “破” 之日， 抄家并押致

午门公审， 王守仁 “心即理 ” 一说的

“心中贼” 与 “山中贼” 瞬间崩塌。

《�2山堂别集》 载， 负责审讯刘瑾

的刑部尚书刘瞡， 乃掌管国家刑狱最高
权力长官。 审讯时， 刘瞡竟 “畏瑾， 噤

不能出一语”， 以致 “诸公卿旁列， 亦

稍稍退却”。 有意思的是， 满朝文武竟
惧怕行将就戮的 “囚犯”！ 何也？ “盖

天下之患， 莫大于有所恃。 恃财者终以
财败， 恃势者终以势败， 恃智者终以智

败， 恃力者终以力败”。

刘瑾之后 ， 魏忠贤 、 安德海同样
“权倾天下”， 最终被更高 “权力 ” 所

“破”， “有所恃， 则敢于蹈险故也”。

由是观之， 无论 “心中贼” 还是 “山中

贼”， 根子在 “恃权”。 程敏政与华昶、

王守仁与刘瑾， 表面是 “心中贼 ” 与
“山中贼” 对决， 实际是 “权力” 争锋。

官致两广总督的王守仁， 其 “心即理”

之说， 亦不过敷衍世人而已。

南极的企鹅 马丁 摄

■灯下漫笔

提速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沈 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释放出

“中国之治” 最强信号， 亮点多

多 ， 其一便是 ： “坚持依法治
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健全保证宪

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完善立

法体制机制”。 法治政府建设是
重点任务， 对法治国家、 法治社

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2015 年 1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 （2015-2020 年 ）》 明
确提出： 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职

能科学、 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

公开公正、 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

的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
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到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

一；党的十九大则是进一步把“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

建成” 确立为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我党之所以要把法治政府建

设列为重点任务， 是因为严格依
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 据 《半
月谈 》 杂志提供的统计数据表

明： 我国约 80%的法律、 90%的

地方性法规、 几乎所有的行政法

规和规章， 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
和实施的， 行政机关是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的主要执行者和实施
者。 倘若法治政府建设迟滞， 行

政执法不力或成效不彰， 那么，

依法治国就会受阻，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宏图将会落空。 正是基

于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提速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时

不我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 简政放权
大幅度削减了不必要的政府职

能。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近年来
建立起的以切实有效方式落实政

府职权法定要求的重大举措， 用

“权力清单” 和 “责任清单” 明
确政府权力边界， 既合理配置了

政府权力， 更是解决了政府职能

越位、缺位、错位的窘况。如今，国
务院已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逾

600 项 ； 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
权力和责任清单均已向社会公

布； 推动 “放管服” 改革落地见

效， 打造 “宽进、 快办、 严管、

便民、 公开” 的审批服务模式，

用行政权力的 “减法” 换取市场

活力的“乘法”。 建设法治政府下

一步的任务是亟待完善健全之。

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
转变 ， 乃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

旨。 近年来， 妥善处理放权、 监
管和服务三者关系， 政府形象大

为改善。 提高监管效能、 执法质

量和服务水平， 政府为各类市场
主体和社会主体营造公平竞争发

展环境， 使得市场和社会既充满
活力又规范有序。 法治政府的建

成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诸如：

以服务为导向再造政府管理和执
法流程； 以人性执法为指向创新

管理手段方式； 以效率为指引推
进综合执法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中， 已产生市场监管、 生

态环境保护、 文化市场、 交通运
输、 农业等五支综合执法队伍）。

现代行政学认为： 政府诚信
是社会信用的 “定盘星”。 它是

提高法律实施成效的根本前提和

重要基础， 那种朝令夕改、 人去
政息、 新官不理旧账的做法悖逆

政府诚信， 极为有损于法治政府
建设 。 为此 ， 在下一步的实践

中， 亟待继续探索和推进行政执

法的三项制度， 即： 执法公示制

度， 旨在杜绝暗箱操作， 提升执法

的透明度； 全过程记录制度， 旨在

提升行政执法的规范性； 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批制度， 旨在提升行政

执法决定的质量和水准， 在行政执
法的实体和程序上保证执法的合法

性、 合规性。

有权必有责， 责任落实无疑是
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 常言说

得好： “有责任才有担当， 才有作
为。” 然而， 这个 “作为” 绝非乱

作为， 因为责任还意味着要为工作

中的违法失职付出代价， 承担起相
应的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 所以推

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
任倒查制度实属必要 。 行政诉讼

（即 “民告官”） 之后， 司法裁量在

对具体行政作为作出否定性评价的
同时， 尤其需要在强化司法执行上

继续发力 ， 以防止出现行政争议
“程序空转、 无效诉讼”、 政府官员

乱作为而远遁法律制裁的现象。

屈指算来， 离全面建成法治政
府的目标还有一年多时间， 任重，

道则不远。 在提速法治政府建设的
进程中， 我们绝不可丝毫懈怠、 松

劲和满足， 需要的是一鼓作气， 抓

紧抓实， 抓出实效， 日臻愿景！

■世象纵论

“书协副主席”被查
□何振华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

席、 分党组原书记赵长青才退

休不久， 近传 “落马”， 被说
成是书协 “第一虎”， “罪名”

里有一条是 “卖字敛财”。 消
息通过纪委官网发布之后， 网

上坊间群情激愤， 文人雅集幸

灾乐祸， 有说赵某人 “写字连
基本功都没有”， 更有说 “书

法大厦将倾” ……我倒要问一
问， 赵长青的被查， 到底是个

什么 “问题导向” 呢？

赵长青的被查， 问题出在
“书法” 么？ 绝对不是。 这样

一个 “写字连基本功都没有”

的人， 缘何能当上中国书协的

副主席， 而且还让他分管一部

分党委工作？ 其实他不是以书
法家的资格履职， 恰恰是因为

他当过省委的宣传部副部长，

当过省文联的党组书记。 近年

来被查处的 “官员书法家” 不

是少数，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靳绥东， 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

长魏传忠， 商丘市政府驻郑办
原主任张永乐， 还有郑州原市

委书记王有杰， 广东省政协原

主席陈绍基， 这些高级领导干
部在任时就都以书法 “名世”，

中饱私囊； 再往前推， 那个被
执行了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

胡长清， 据说还哭求不要杀了

他， 说他是个书法家， 免费给
办案人员每人写一幅字。 这些

贪官污吏的铤而走险， 最终触
犯刑律的是他们的 “书法 ”

么？ 显然绝对不是。 说赵长青

是书协的 “第一虎”？ 充其量
他是只一戳即破、 一撕就碎的

纸老虎。

卖字何罪之有？ 清末的两

个进士曾熙和李瑞清， 年轻时

同官京师， 后以遗老自居， 鬻
书京沪， 是民国初年蜚声遐迩

的大书法家。 李瑞清是张大千
的恩师。 他的楷书取法北碑，

尤以 《张猛龙碑》 等石刻下功

夫极深。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中国书协的第一把交椅， 我只

记得最后两位， 启功先生， 沈
鹏先生； 近现代以降， 就说上

海滩， 沈尹默之后， 我的心目
中， 真勿记得还有几个算得上

真正的书法大家。

书法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
精粹， 写一手好字， 你再怎么

逸笔草草， 再怎么腕底生风，

再怎么醉墨飘然， 总是要从端

端正正握笔、 老老实实临帖起

步吧。 晚清 “卧龙” 郑孝胥，

要不是帮了爱新觉罗·溥仪 ，

要不是那顶伪满洲国的汉奸帽
子， 能矫正赵之谦的飘泛、 陶

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
弊端， 只有郑孝胥了， 就凭沙

孟海这句话， 郑孝胥今天的拍

卖价， 可能会被上纲上线么？

再说汪精卫 ， 在 狱 中 吟 出

“慷慨歌燕市 ， 从容作楚囚 。

引刀成一快 ， 不负少年头 ”，

要不是也因为后来那顶大汉

奸的帽子 ， 当年行刺摄政王
载沣的英勇壮举 ， 今儿能不

为他的横溢才华和一笔好字
的待价而沽， 论个堂堂正正的

天价？！

说到底， 赵长青根本不是

一个真正的书法家， 也根本不
是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

真正有政治信仰、 有道德操守
的人民公仆。 他的被查， 同胡

长清、 陈绍基之流， 乃是如出

一辙、 一脉相承， 是体制内彻
头彻尾的蛀虫和败类。 说赵长

青是 “书协第一虎”， 是对中
国传统书法这一艺术文化精粹

的莫大的亵渎和侮辱。 从这个

意义上来认知赵长青们被查的
“问题导向”， 我们要解决的问

题终究是制度是廉政， 这是我
们要坚持的导向， 而不是任何

一幅书法艺术作品的经济价

值 、 任何一个书法名家的润
格。

■八面来风

变 味
□胡海明

国务院专门出台的 《关于推行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 明确： 职业技能

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缓
解技术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提高就业质

量的根本举措， 并出台了相关的职业技能
培训政府财政补贴项目名录。 而承担政府

财政补贴培训的学校有两类： 一类是各地

教育局主办的公办技能培训院校； 一类则
是教育局核准， 由民间举办的民办非企业

技能培训学校。 随着政府补贴政策的实
施 ， 民办技能培训学校发展呈 “井喷状

态”。 业内人士透露， 民办技能学校已经

成为技能培训市场的主力军。 这样， 问题
就来了。

据笔者了解， 眼下民办的培训学校人
员组成基本上是“近亲繁殖”模式。 有的是

“夫妻档”：老公是校长，老婆是财务主任。

老公在外“拉人头”，老婆则在家里数钞票；

还有的是“亲友团”模式，反正“肥水不流外

人田” ……而这些校长们为了能够分到
政府补贴这块蛋糕，个个都是“拼命三郎”，

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怎么提高教育培训质
量上面，整天价热衷于“攻考官、捉人头、飞

单子”（即自己没有培训能力， 把拉来的人

头转手倒卖给能办出技能证书的学校，从
中抽取一定的“辛苦费”），就是把功夫用在

笼络考官上面，实在拉不到，则资源整合，

我有考官资源，你有人力资源，“强强联手，

资源共享，利益均沾”……好端端的培训市

场充斥着浓郁的市侩气， 也让政府补贴完
全变了味。由于一味的追名逐利，加上个别
考官“手下留情”，导致出来的“成品”“水分

充足”！虽然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绩”是好看
多了，但政府补贴的钱却没有用在刀刃上。

培养造就一批技术精湛的工匠是我国
走向制造强国的原景， 但如何实现这一目

标却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笔者以为， 一要充分发挥公办技能培
训院校师资雄厚的“主渠道”作用，多层次

全方位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二是要 “清理
门户”。 相关部门要强化培训要求，提高准

入门槛，对那些“无场地、无师资”的“皮包

学校”，要吊销培训资质，逐出培训市场；三
要不徇私情，严肃考核纪律。特别是考证部

门要严把“考核关”、严守“出入关”，坚决不
让“次品”出门；四要对已经“毕业”的学员，

相关职能部门要聘请第三方机构随机抽检

加以复试，彻底杜绝滥竽充数、骗取政府补

贴的丑恶现象。只有这样，制（智）造强国的
梦想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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