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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吉林两虎被双开立案侦查
中纪委通报称两人妨碍组织审查，理想信念丧失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法制

晚报等消息，30日上午，中纪委

网站发布消息称，西藏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

大克，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省长谷春立严重违纪被开除

党籍和公职。另据报道，日前，最

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

分别对乐大克、谷春立以涉嫌受

贿罪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长期借用国企车辆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中央纪委对西藏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大

克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

中纪委的通报称，乐大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

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

重违反生活纪律，进行钱色交

易、权色交易。

谷春立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

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财物，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用公款

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收受

礼金，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挥霍浪费公共财产，严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借用

国有企业车辆，接受公款宴请，

多次出入私人会所。

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

嫌犯罪。

妨碍组织审查

记者注意到，中纪委对二人

的通报中，均使用了“对抗组织

审查”。记者梳理十八大后落马

的官员中，“干扰、妨碍组织审

查”者并不鲜见。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私

存涉密材料违反工作纪律。其

中，“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的行为值得关注，除“进

行非组织政治活动”外，还包括

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

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如实向组

织说明问题，干扰、妨碍组织审

查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规定，有干扰、妨碍组织审

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相应的行为包括：

“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串

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

“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

材料”、“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

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

人及其他人员”等。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

长黄树贤也曾刊文强调，“干扰、

妨碍组织审查和进行非组织活

动，必须从严从重处理，体现党

纪严于国法的要求。”

理想信念丧失

中纪委在通报中同时指出，

乐大克和谷春立身为党的高级

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

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

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

节严重。

记者注意到，在中纪委对落

马官员的处理决定通报中，今年

至少8名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被点

名“理想信念丧失”。

其中，10月16日，中纪委官

网公布了国家安监总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杨栋梁严重违纪被开

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称“杨栋

梁身为中央委员，理想信念丧

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

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

质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另外，

中央纪委监察部此前在通报中

如此评价原体育总局副局长肖

天：“肖天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纪，且

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在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开除

党籍的部级干部之中，肖天第一

个被评价“理想信念丧失”。

经过调查，嫌犯被证实是持有日本护

照的间谍，受到朝鲜方面的指派进行暗杀

活动。身为长女的朴槿惠没能陪母亲最后

一程，这是她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

回到青瓦台以后，朴槿惠看到母亲就

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地躺在会客厅。她心如

刀绞，为了大韩民族，母亲就这样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每天凌晨，父亲都会哭灵，他轻

轻地抚摸着棺木，目不转晴地看着母亲，毫

无顾忌地失声痛哭着，不断喊着母亲的名

字：“英修，英修啊……”听到父亲的哭

声，朴槿惠肝肠寸断。每次从帷帐后走出

来，父亲总是满脸泪水，随从侍卫们无不

动容。

8月16日早上10点，青瓦台开放一般

民众前来参加告别仪式。还不到9点，外

面就来了一万多名市民，有被儿子背来的

老奶奶、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刚刚学会走

路的小朋友、穿着麻布衣的中年男女等，

大家都向为人民尽心尽力的总统夫人告

别。国外记者也非常关注这起暗杀事件，

几乎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次报道。

1974年8月19日是母亲出殡的日子，

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从凌晨就聚

满了人。上午，朴槿惠和弟妹进香之后整

齐地站在灵前，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和母亲

道别。灵车载着母亲缓缓向永诀殡仪馆驶

去，父亲带着姐弟三人跟在车后面，每前

进一步，朴槿惠的心都会痛得抽搐一下。

在青瓦台门口，灵车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父亲最后一次轻轻摸了摸灵车，向母亲告

别。泪眼婆娑的父亲看着灵车渐渐消失，

他转身走进母亲生前的办公室，所有的一

切都安静地摆放在那里，但是深爱的妻子

已经离开了，这一切让父亲痛不欲生。

母亲的告别式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

场，父亲独自留守青瓦台。朴槿惠清楚地

记得当他们回到青瓦台的时候，父亲浑身

颤抖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抱着他们。

看着母亲在青瓦台留下的痕迹，朴槿

惠的心像被刀凌迟般痛苦。母亲喜欢在自

己的卧室放一张练习书法的桌子，空闲时

间便会泼墨。但是在朴槿惠看来，这并不

是母亲单纯的爱好，因为母亲每次遇到困

难和烦心事时都会写字，像是要努力让自

己的心绪重新平静起来。有时母亲在深夜

也会在灯光下写字，那一定是她遇到了极

大的考验，以至于深夜都无法安睡。母亲

经常对朴槿惠说，很期待以后回到新堂洞

的日子，即使住在小房子里，只要一家人

其乐融融就是幸福。

但是现在，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

个世界。朴槿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个黑

洞洞的枪口残忍地对着母亲。她只活了49
岁便孤独地离开了，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

留下。每天早晨醒来，朴槿惠似乎都能看

到母亲推门进来，穿着洗得干净的白色丝

绸韩服，温柔地喊着“槿惠……”

母亲去世之后，朴槿惠像是被掏空了

一样，食之无味，夜不安寝。在极度悲伤

之下，她甚至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也

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这时，她才

意识到悲伤除了摧毁人的意志以外，并不

能给人们带来走出困境的力量，如果父亲

看到自己的样子会更加痛心。她决定振作

起来，好好地活下去，让忙碌赶走自己内

心的悲伤。

《朴槿惠新传》
中央编译出版社 张俊杰/著

“我没有父母，

没 有 丈 夫 ，没 有 子

女，国家是我唯一希

望服务的对象。”她

是韩国第一位得票

率 超 过 半 数 的 总

统———

好好地活下去

完

第一次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分两次进

行。主要汇报1949年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

我作为中学生入伍后，随军参加了从武汉直

到四川、西康地区的解放斗争。首先汇报我

经过湘西、川东、贵州边境等俗称“三不管”

地区的所见所闻。

这个地区以苗族为代表，“吉首”是首

府，汉族人口不少，还有土家族等等。湘西地

区山清水秀、湿度比较大，当地农民种植水

稻不少，丘陵地区也种植了玉米(当地人称

“苞谷”)，川东和贵州边境比较荒凉，普遍种

植玉米。在这个“三不管”地区，到处是起伏

不平的丘陵甚至也有峭壁千仞的高山。在历

朝历代中，其复杂的山林地，使当时政府的

行政管理力所难及。有些土匪、杂牌军和当

地的豪绅恶霸在那里占山为王，各据一方。

不法之徒到处流窜，外来派驻的力量很难在

当地开展“清剿安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这地区首先要通过“清匪反霸”、减租减息、

土地改革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新生政权才能得以建立和牢固。当时苗族和

汉族的贫寒群众到处可见，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有些赤贫的妇女甚至裸体抱着小孩，

站在公路旁，等候路过的解放军解衣相赠。

我们的普通战士，除了身着一套军服，身背

沉重的枪弹、米袋，此外别无他物。许多解放

军战士只有一件棉上衣，在行军途中反着

穿，当经过城镇的时候，再正过来，使衣服的

正面看上去比较清洁，向群众示以整齐清洁

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战士们看到贫苦

的苗族群众惨不忍睹，但又没有多余的衣物

可以捐赠，为此感到发窘，只能飞报上级以

求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当地有些苗汉群众，

由于世代杂居在一起，甚至容貌和语言都难

以区分。

由于党和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

的良好声誉，当地人民除有时无意中传播一

些敌人恶意散播的谣言以外，更为广泛流传

的还是关于解放军优良作风的故事，以及党

的各种政策方针，特别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土

改政策。由于这些地区地形复杂，许多土匪、

杂牌军队、少数民族的不良武装分子，四处

盘踞。群众向我们军队和工作人员靠拢还是

有顾虑的，甚至要冒被杀害的危险。晚间，在

崇山峻岭间可见点点的鬼火似的灯笼，有时

还可看见不法之徒持枪蠢蠢欲动。山谷众多

的地区，每有阵雷，或马鞭抽击声，便可声闻

数里，震耳欲聋。深夜时，狼嚎的回声好似千

百妇女因有不幸的遭遇而失声痛哭，令人毛

骨悚然。

以后我又接受任务，只带了一个排的军

人，“押”着五个县至少七百人的劳改犯，到

马边、峨边等原始森林山区去，抢运因山区

交通不便而在那里积存的玉米等杂粮，以保

证军队和城市的供应。

当时，因为担心枪支被抢或遗失在山谷

丛林中被坏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我们

出发时决定留下枪支。但怎么管理这数百人

的劳改犯呢？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出头，初生

牛犊不怕虎，没二话就出发了。但我也想了

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些犯人。我按照班排建

制，挑选出犯罪较轻、态度较好、文化较高的

人，让他们当班排长，实行自我管理。我坚持

给他们训话，表扬好的，批评差的。一开始，

我讲话时，开口就说“同志们”，后来发现不

对，才改口称“积极分子们”。之后我向总理

汇报，讲到这些情景时，他也笑了。

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七爸周恩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尔鎏/著

作者周尔鎏从

家族历史和自身经
历的角度，依据资料
证据，忠厚诚实地记
录周恩来的为人、思
想、境界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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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日，中纪委网站通报，吉

林省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随同公布的简历

显示，谷春立1957年出生，辽宁锦州

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科技哲学博士，

高级经济师，于2013年起任吉林副省

长。

今年6月26日，中纪委网站通报，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

查。新华社客户端提供的简历显示，乐

大克1960年3月出生，江西东乡人，博

士研究生学历，2013年起任西藏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事件回放

左图为：西

藏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原

党组成员、

副主任乐大

克

右图为：吉

林省政府原

党组成员、

副省长谷春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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