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 耍两面派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案件警示录 

 

记者 范清安 何艳 李志勇 周继坚 钟继轩 

对王敏的采访，几度因他泣不成声而中断。他的哭声，时而低沉

压抑，时而撕心裂肺，其中不乏对自己罪孽深重的忏悔，而更多的则

是对纪律审查的恐惧。 

  2015 年 2 月 17 日，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因涉

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企

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 2000 余万元等

问题，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敏开除党籍处

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面对记者，王敏述说了自己贪腐堕落的心路历程，“台上一套，

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王敏典型

的“两面人”特质，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其警示作用之大，值得每

一个领导干部深思。 

  一面大讲纪律和规矩，一面仍不收敛不收手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规矩，

是一种约束，一种准则。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一个党

员领导干部如果无视纪律、不讲规矩、不守底线，必然“踩雷”、“触

电”，甚至滑向腐败堕落的深渊——王敏违纪违法事实就充分印证了

这一点。 

  王敏常常把“守纪律讲规矩”挂在嘴上，在检查考核市属部门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市委传达学习省委会议精神、全市领导干部学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等会议上，一再大讲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

严守政治纪律的严肃性，时刻紧绷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可

谓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就在王敏落马当天，他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的新闻，仍然充斥当地媒体的头版，甚至头条。

这些报道无一例外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黑色幽默。 

  在不少济南干部看来，对“王敏落马”感到意外。他们认为，“王

书记”慷慨陈词，紧扣“纪律和规矩”，“上连天线、下接地气”，

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王敏将许多纪律和规矩写在文章里、讲在

会议上。说起用人，他讲“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

和突击提拔干部等问题”；说到反腐，他讲“要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

强劲势头，对腐败分子，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坚决惩处”。 

  这些义正言辞的讲话，表面上热热闹闹、振振有词。但他内心深

处，却视党纪如无物，就在十八大以来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依然

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特别是中央整治“会

所中的歪风”通知下发后，王敏仍然置若罔闻，于 2014 年 6 月，借

在中央党校学习之机，潜入济南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北京的

会所吃喝玩乐。 

  在查扣王敏及其家人收受的钱物中，仅十八大以后收的购物卡就

多达 173 张，占其收受购物卡总额近四分之一；收受商人、官员贿赂

200 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 12.1%。 



  当“收”成了习惯，“要”也就顺理成章、毫无顾忌了。王敏时

常向有“利益输送”的关系人索要钱物。仅十八大以来，他借到北京

参加中央全会、“两会”等机会，多次给赵某打电话，明示暗示让其

送钱。 

  同样是在十八大后，王敏为一己私利，把党的纪律当作耳旁风，

多次找山东省某市领导，请其为自己女婿孙某与他人合办的山东一家

置业有限公司弄块地搞开发。在王敏的撮合下，孙某选中了该市最好

的一块 150 多亩的土地。后孙某反悔，违反规定取回了 1 亿多元的竞

拍保证金，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长期以来，王敏漠

视纪律，不讲规矩，不拿中央当“干部”，背离党的要求和规定，自

行其是，胆大妄为，恣意践踏党的纪律，最终酿成人生苦果。 

  一面大谈廉洁，一面大肆敛财 

  “一个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过不了廉洁关，就没有担当的资

格”，“一个干部，能成长到局级，不容易，大家都不愿意他犯错误、

挨处分，但一旦犯了错误，谁都管不了，有纪律在那儿放着！”王敏

常在各种会议上大谈廉洁，“苦口婆心”教育干部。 

  他张口“廉洁”、闭口“清正”，迷惑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在他

被调查后，很多干部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对他“落马”

感到非常吃惊。 

  在他道貌岸然的伪装下，济南市的很多人认为他干净、干事，有

很浓的为民情结；不少干部对他尊敬有加，把他当作勤廉兼优的学习



榜样；更有一批老同志念念不忘当年“小王”的自律与敬业，觉得他

是个好干部、好苗子。 

  在山东，关于王敏的举报并不多。中央巡视组巡视山东时，接到

有关他的问题反映也不集中。这是因为王敏有个所谓的“原则”，就

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自己直接负责的工作范围，不帮人谋私利，

以免搞得乌烟瘴气；不收下属的钱，以免买官卖官。他还禁止家属在

自己主政地方经商谋利或干预工作。 

  其实，这些都是王敏的“障眼法”。在表演的背后，他贪婪的一

面表现得淋漓尽致。2005 年，王敏结识济南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总

经理赵某，从此拉开了相互利用、权钱交易的“二人转”序幕。 

  当权力遇上利益，在各种诱惑之下，失去了定力，则必然被“围

猎”。王敏需要的是房地产大亨的金钱，而赵某看中的则是王敏手中

的权力。王敏明白一旦和赵某纠结一起，必然是权钱交易，但为了满

足自己的贪欲，他急不可耐地“飞蛾扑火”，和赵某一拍即合、勾肩

搭背，迅速结成了利益同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赵某的“围猎”。 

  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近十年来，在

王敏的力挺下，赵某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基于为赵某提供了

诸多便利，王敏向其索贿的底气十足，俨然把赵某当成了自家的“钱

袋子”和“提款机”。赵某则对王敏“知恩图报”，先后向其行贿现

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人民币 1800 余万元。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尽则弃。赵某被捕后，王敏

害怕与其经济交往被牵出，惶惶不可终日，极度煎熬，几乎崩溃。他



在《忏悔书》中说：“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

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

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去

谈工作，也怕是借题下菜。开会时在台上坐着，往往心不在焉，只得

强打精神撑着；一个人时，唉声叹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

发泄胸中压力。” 

  即便如此，王敏仍心存侥幸，总觉得赵某不会将他供出来，直至

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那一天，还对其抱有幻想。 

  记者采访王敏时，他提起这些龌龊勾当，一再说到，自己违纪违

法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人圈、官员圈、亲友圈里。从热衷于被人围猎，

到积极迎合甚至主动沉醉于金钱、权力及声色犬马的围堵中，乐不思

蜀。 

  剖析王敏案件，可以深刻地领会到“当官发财两条道，为官心中

要有戒”的真谛。面对社会诱惑多、陷阱多，当官已是高危职业。天

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一旦贪腐，什么都没了，倾家

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一面严责身边工作人员 一面骄纵亲属子女 

  在同事眼里，王敏对下属以严厉著称，不接受下属的请托事项，

不允许搞“乌烟瘴气”，对工作搞不上去的地方和当事人毫不客气。

其上一任秘书戚某跟着他一干就是九年，有三次提拔机会，但王敏明

确表态不能“特殊照顾”，直到 2012 年戚某才得以任用。他从来不

允许秘书帮别人请托私事或者转送礼物，知道了他的脾气，时间一长，



秘书也就不敢这么做了。 

  王敏事发后，戚某在配合组织调查时，哭着说自己装修住房的时

候，王敏还特意叮嘱他：“需要钱告诉我，千万不要犯错误。”和一

些领导干部拿秘书当作“心腹”，一腐俱腐、一损俱损不同，王敏对

秘书管教显得特别严格。只是让戚某大感意外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平

时“严于律己”的领导，背后却大肆敛财、追求享乐。 

  担任济南市委书记后，王敏曾在大会上明确讲，济南的干部不要

去他家里。他不在家时有干部送了东西，他都马上退回去。一来二往，

济南的干部就没人敢给他送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在身边

工作人员和下属面前极力塑造一副清正廉洁的形象，而对家人他却是

娇宠纵容的另一副模样…… 

  除济南以外的请托人给王敏行贿，他毫不避讳地当着家人的面收

钱收物。一开始，家里人也担心，但王敏总是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朋

友送的，都是正常交往，没有关系。”一来二往，家人也就对这些往

来坦然受之，收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收受的钱物也越来越多。 

  王敏不仅自己在生活上追求奢靡，还带领家人“有福同享”，步

入了“购不厌累”、“住不厌精”、“赌不厌多”的腐败三部曲。 

  2005 年，他主动将妻子介绍给赵某，并对赵某说，“你这个阿

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心领神会的赵某对王敏妻

子百般讨好，主动带其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

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2008 年，在王敏默许下，

赵某为其女儿购买住房。赵某还多次带王敏妻子去澳门赌博，王敏妻



子不用出赌资且“分红”。对于这些，王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从

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为了让女儿一家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王敏纵容女儿在赵某的公

司长年“吃空饷”，并多次打招呼、拉关系、铺路子，帮助女婿承揽

工程牟利。 

  放纵妻子、女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夫妻联

手、全家上阵、共同敛财的链条，陷入了“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

活颓废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 

  东窗事发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王敏掩面痛哭，“是我把他们

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这不是爱而是害……我没有带好头，作为家庭主

心骨，这个上梁没有摆正。”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

人生幸福生活的港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守住和呵护好温暖的“安乐窝”，才能终生安全、阖家幸

福！ 

  一面高谈理想主义 一面丢弃党性原则 

  2009 年，王敏在总策划拍摄电视剧《知青》时，为显示自己是

一个有信仰、有追求、有奉献的人，要求电视剧突出为理想、为集体、

为他人这个主题。不仅如此，王敏还为该剧主题曲作词。“难忘那苍

茫岁月/呐喊着温暖的春天/磨练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

帆……”在这首名为《曾经》的歌曲中，王敏根据自己 4 年的知青岁

月，写出了对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感怀。 



  与之类似，在策划指导电视剧《闯关东》时，他要求极力突出民

族英雄主义，通过电视剧《老农民》表达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

世界的关注。这都是王敏用以诠释自己革命理想主义的例证。 

  王敏自诩对党忠诚。熟悉他的人说，“他感情丰沛，每当讲起这

些，总是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他甚至放言‘有谁对党不敬，我会同

他拼命’。”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谈起，自己出身革命家庭，父亲在战

争年代光荣入党，牛棚岁月告诫子女“相信组织”。幼儿园时就歌唱

党的光辉，共产党、毛主席是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入党时，兴奋得整

夜与人长谈，在田野上激动奔跑，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改革开

放以来，在党的培养下，他从知青到大学生，从机关普通一员到高级

领导干部，承担起治理一方的责任…… 

  王敏喜欢看红色影片，常常独自坐在客厅一遍一遍地看。每当看

到片中的英雄人物奋不顾身，看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他都激动难抑、

泪流满面。就连他的妻子都感到疑惑，这些影片他几乎没有遗漏全都

看过，有的还看过几遍、十几遍乃至几十遍，依然感动至此。可当记

者问他，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影片，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

思？王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

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 

  标榜理想主义者的王敏，在人前“信誓旦旦”，做足表面文章，

却把革命理想束之高阁，作为精神偶像，从未真正将其作为行动指南

和行为遵循。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随着自己职务的提升，随着各种

诱惑的增多，他党性丢弃了、理想坍塌了、信念动摇了，导致政治上



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并由此产生了人生苦

短的情绪，及时行乐的情绪，苦尽甘来的情绪，攀比奢靡的情绪—— 

  1992 年，王敏从美国参加培训班回到北京，经熟人介绍，和几

个商人一起去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尽管只是一面之交，王敏就“入乡

随俗”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后来，那位熟人又多次带他去高档场

所玩乐，让他欲罢不能。久而久之，王敏对商人们的这种包围，或者

说“商人圈”十分喜欢，常常是乐在其中。这种奢靡生活对他刺激很

大，看到别人生活那样舒适，环境那么高档，花钱那样大方，很是羡

慕，产生了有钱就有好生活的念头。 

  也正是从那时起，贪欲的种子在王敏头脑中悄然种下，并快速畸

形膨胀起来。“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来水，其溃甚至，一溃则不

可复收也。”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

金。他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有一就有

二，第二次往往更加变本加厉。之后，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

送物的也频频登门，心中的不安逐渐消失了。 

  王敏觉得，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么苦的日子，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必须好好享受，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他精心营造家庭舒适小环境，

2008 年要求赵某出资 100 多万元，为其进行高档装修。离开山东，

他愈发放纵，索性沉湎于声色犬马，放浪形骸、流连忘返，彻底丢掉

了共产党员身份和领导干部形象。他梦想退休后过自在舒适、随心所

欲的生活，幻想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游玩。 

  恶之花以绽放的姿态召唤着王敏，怀揣着些许惊恐和懊悔，他一



步三回头，摇摆过，后怕过，但欲望和侥幸推动着他一步步走了下去，

越走越快。时间长了，他头也不回了，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变得习

惯、麻木，彻底堕落了。 

  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他反省到，“我为什么鬼迷心窍收受他人

财物？为什么执迷不悟越滑越深？为什么追求享乐热衷奢靡？为什

么不听党的话成了罪人？我变成这个样子绝不是偶然。这些天，我反

复想到，是丧失理想自毁人生，是贪欲诱惑坠入深渊，是失去约束放

纵自己，是淡忘法纪胆大妄为，是脱离组织迷失方向……” 

那时的意气风发，眼前的颓然痛悔；那时的侃侃而谈，此刻的叹

息自语；那时把高举理想主义作为响亮口号，如今才真正唤醒沉睡已

久的党性观念。作为典型的“两面人”，王敏扭曲的价值观、分裂的

人格、表里不一的行为，大搞政治投机主义，伪装清廉、伪装纯洁、

伪装正直，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

幕贪腐的双簧戏，欺骗了组织，迷惑了群众。“口言善，身行恶，国

之妖也。”这种“两面人”的行径，背离了从政道德，冲击了社会价

值观，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影响极坏，

教训深刻。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中国纪检监察报社、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络中心） 

来源：中央纪委新闻单位 发布时间：2015-03-31 06:08 

 

做表里如一的“本色干部” 



  “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

鬼……”面对记者，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如此描述

自己贪腐堕落的“两面人生”。从“激情燃烧岁月”一步步走向歧

途，如今的他，几度流下忏悔的泪水，却再也洗不掉身上的污名。 

  纵观十八大以来落马贪官，一面大讲纪律和规矩、一面仍不收敛

不收手的“两面人”为数不少。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曾多次发表

反腐倡廉的“高见”；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曾有过各色“廉政

佳话”；而王敏也曾有过“一个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过不了廉洁关，

就没有担当的资格”的正色危言。但是，贪腐堕落的斑斑劣迹却不留

情面地拆穿了他们的“两面人生”，葬送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没有哪个干部天生就是贪官，贪官的堕落轨迹，始于私欲膨胀和

观念跑偏。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初，他们也曾有过坚定的信仰和创业的

激情，他们也曾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群众

心中的好官良吏。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党和人民的罪人？“是丧失理

想自毁人生，是贪欲诱惑坠入深渊，是失去约束放纵自己，是淡忘法

纪胆大妄为，是脱离组织迷失方向……”王敏在《忏悔书》中写道，

“归根到底是自己价值观出了大问题”。正是不该伸的手、不该开的

口、不该动的心，将他们引向不该走的歧途。正是心中一念侥幸，让

他们背叛初心，将廉洁信念换做规避风险的表面文章，最终铸成大错。 

  没有哪个贪官天生就会演戏，是权力失控和监督缺位让他们有了

表演的空间。这些“两面人”并不是患上了人格分裂症，而是晕眩在

权力的光环下。对他们来说，手中的权力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异



化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挥霍纵欲的资本和权钱交易的筹码。“两面

人”的堕落并非一朝一夕，正是监督缺位与自律缺失一同推波助澜。

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对他们的问题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往往顾及面子、

旁敲侧击，没有当头棒喝、猛击一掌，甚至出现“边腐败边提拔”的

状况，纵容他们在错误道路上渐行渐远。 

  严是爱，松是害。从严治党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大爱。从严治

党必须提高党内监督有效性，在日常管理中体现出责任和担当。要加

强对一把手的关注和了解，发挥巡视的利剑作用，决不允许有独霸一

方的“绝对权威”。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决不能

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要让纪

律严起来、落下去，充分发挥纪律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两方面作用。 

  王敏贪腐堕落的“两面人生”，教训深刻，发人深省。党员领导

干部必须引以为戒，决不能跟党装“两面人”、耍两面派。要始终牢

记权力来自于党和人民，时刻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按本色做人、

按角色做事，做忠诚于党、表里如一的好干部。（记者 闫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