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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清廉本色 永葆干净初心

陈祁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干
事”更要“干净”。 干净，就是清
正廉洁、一尘不染。 干净是一个
人的立身之本， 是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底气和操守底线 ，只
有做到干净， 才能赢得人民群
众的认可和满意。

“能吏寻常见， 清廉第一
难”。 司法不廉是老百姓对法院
队伍反映最集中、 最强烈的问
题。 法官手中握有决定重大经
济利益分配乃至人的自由 、生
命的大权。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
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 因为犯
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
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
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培根的名
言， 深刻阐明司法这道防线如
果缺乏公信力， 对社会公正具
有致命的破坏作用， 决定了法
院干警在干净干事、 清正廉洁
方面必须要有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 、
人民法官， 该如何涵养清廉本色、
永葆干净初心呢？ 我结合工作实
践，感到应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坚守法治信仰

坚持崇尚法律 。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这既是
对关键少数的要求， 也是对我
们法官的要求。 我们作为执法
者，更应该带头尊崇法律、遵守
法律 ，以法为重 、以法为本 ，将
法律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 、做
事的规则、做官的法则。 很多时
候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到法院跑
几趟 、十几趟 ，从根本上来说 ，
就是基于对法院的信任， 对法
律的信仰。 历年来的正反案例
无不昭示， 只有具有坚定法律
信仰的法官，才不会迷失方向，
才不会被私心、 私情、 私欲击
倒。 用生命撑起司法公正脊梁
的周春梅法官， 就是其中的典
范。当然，也有极少数见利忘义、枉
法裁判的反面教材， 他们必然因
“知法犯法”而受到法律严惩。

坚持依法办事 。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依法办
事，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
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 公正是
法治的生命线，没有公正，司法

就失去灵魂。 到法院打官司，当
事人总有着各种各样的难处和
情绪，特别是弱势群体，往往把
寻求公正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法
律上面。 于法官而言，每个案件
只是所办的千百个案件中的一
个；而于当事人，一辈子可能只
打一次官司， 一个案件就可能
影响其一生。 因此，要有对案件
质量终身负责的意识， 坚持以
事实为依据 、 以法律为准绳 ，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确
保自己所办的、 所决定的每一
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
历史的考验。

坚持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
诉讼各方” 是程序公正的基本
原则，“法平如水” 是法治的基
本要求。 诉讼双方当事人“胜败
皆服 ”， 只是理想化的工作目
标，打官司很难让原告、被告双
赢，如果法官出于私心、不干净
而偏袒一方当事人， 必然会损
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帮助一方当事人表面上是在积
德、做好事，但对损害的另一方
当事人而言则是在积怨。 因此，
一方当事人确有困难需要给予
关心帮助时，底线是一视同仁、
公平对待另一方当事人， 确保
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平
等保护。

恪守司法良知

强化司法良知培育。 司法
良知是一种价值取向， 是一种
道德守衡， 法官内在的良知水
平决定着法官外在的司法行为
公正和廉洁程度。 “十个严禁”
划定了新时代政法干警的思想
红线和行为底线， 但仍然不断
有人以身试法， 正如有人讲法
院法官是“高危行业”。 为此，要
深入推广廉政警示教育、 清廉
机关建设、 宣教崇廉、 亲情助
廉、扶困思廉等经验做法，教育
引导法官常怀律己之心， 常思
贪欲之害，始终保持思想纯洁、
品行端正， 以廉为荣、 以贪为

耻，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
防线， 确保法官清正、 法院清
廉、司法清明。

强化善良公正理念。 善良，
是一名法官必须永葆的品格 。
只有对普通群众充满关爱体
贴、心存善意，才让老百姓觉得
可亲可敬。 公正，更是法官司法
的灵魂。 只有公平公正、依法办
事， 才值得人民群众信赖和依
靠。 捍卫司法良知，既要“发于
心”，树立“忠诚、为民、担当、公
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
观；又要“塑于形”，将善良与公
正落实到司法为民的每一个环
节、 每一起案件， 法官不能办
“人情案”，但办案要有人情味，
一个好法官在明察秋毫的时
候， 还要用心体谅当事人的疾
苦， 充分考虑判决结果对双方
当事人未来生活所造成的影
响，才能够作出最佳的裁判，善
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强化职业道德建设 。 中国
传统文化历来十分重视职业道
德 ：做官的强调官德 ，要 “公正
廉明 ，两袖清风 ”；经商的强调
商德， 要 “货真价实， 童叟无
欺”；医生要悬壶济世，但愿“世
上人无病， 何愁架上药生尘”。
同样， 职业道德对于法院工作
人员来讲，也尤为重要。 没有道
德高尚的法官就没有公正的司
法判决，要确保司法公正，必须
要有强烈的职业道德责任感 ，
守住职业道德底线， 不越法律
法规红线。 坚守法官职业道德、
保持司法良知与严格执行法律
是相互贯通的， 只有筑牢思想
堤坝，守住职业道德底线，自觉
遵守审判纪律和廉政规定 ，才
能严格执行法律， 司法不廉自
然不会有冒头的可能。

严守廉洁底线
敬畏权力。 权力是一把双

刃剑， 既可以利人， 也可以害
人。 贿从权转，贪从权生。 作为
法院干警， 手中或多或少都有
一定的权力， 经常面临各种诱

惑、考验，不要说法官或法官助
理，哪怕是一名书记员、一名法
警也会有人相求、有人相托。 我
们要始终牢记权力来自人民 ，
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用
来谋私利、为人民币服务的，必
须坚持为民用权、秉公用权、依
法用权、廉洁用权，努力把公字
摆在心头， 坚决不把公权当私
器，不能擅自滥用，也不能搞交
易使用。 要严守公与私、 情与
法、利与法的分界线，使权力不
出“格”，切实做到一身正气、两
袖清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告诫干部那样：“畏则不敢肆而

德以成， 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
于祸。 ”官有所畏，业有所成。 腐
败总是发生在掌权者失去敬畏
之心的地方。 没有敬畏，权力就
不受约束 ， 就会出现滥权 、专
权、弄权。

严格自律。 汉代戴德一针
见血地指出： 君子见到利益要
思考可能受到的污辱， 想满足
一种特殊欲望时要考虑到可能
带来的耻辱，一生要守住，而且
要战战兢兢。 因此，要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知敬畏、存戒惧，始
终把自己的思想约束在道德修
养的准则之内， 把自己的言行
规范在党纪国法的要求之中 ，
把自己的工作、 生活及 “朋友
圈” 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
下，时刻要感到如履薄冰，着力
增强抵腐定力， 切实做到管得

住小节、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
寞 、抵得住诱惑 、受得住委屈 、
经得住考验， 确保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

知足常乐。 法院入职门槛
较高、工作压力较大、经济待遇
偏低、职级晋升缓慢，与一些行
业相比确有一定差距， 面对诱
惑要摆正心态， 树立正确的幸
福观，保持一颗平常心，工作待
遇、生活享受不能盲目攀比，更
不能心存贪念。 要乐于淡泊、乐
于宁静、乐于奉献，自觉抵制各
种不正之风、不义之财、不法之
事。 要常常告诫自己， 物欲有
度 ，境界无边 ，知足者自安 、知
足者自乐、知足者自重，始终把
心思、精力、智慧投入到学习和
工作中，投入到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的实践之中。

懂得感恩。 “滴水之恩 ，涌
泉相报”“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
春晖”，这些都是感恩文化的体
现。 我们干部的成长，除了自身
的努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组织
上的培养、领导的关心、同志们
的支持和帮助， 因而更多的是
要感恩组织、感激领导、感谢同
事。 有了感恩之心，才能内化成
一种定力，才能保持勤奋向上、
积极进取、 敬业奉献的精神状
态，即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
面对无孔不入的诱惑， 也始终
能保持清醒， 自觉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
上的正派人、工作上的带头人，
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树立人民法
官爱岗敬业、 廉洁执法的良好
形象。

奋进新时代、奋发新作为 ，
我们要以深入开展“两个确立”
主题教育、“队伍教育整顿巩固
年”活动为契机，持之以恒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涵养清廉本色，
永葆干净初心，真正做到“政治
上跟党走、经济上不伸手、生活
上不丢丑”，真正成为一个正直
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
了低级趣味的人， 确保法院队
伍忠诚可靠、纯洁廉洁，让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公正廉洁司法
带来的实惠和温暖。

作者系蓝山县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

蓝山县法院为民讨薪成效显著，当事人送锦旗致谢。

全国人大代表廖仁旺（右二）视察蓝山县法院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