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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人体重要的器官。55岁
以上的老年人，95%以上都有眼睛方
面的问题。有的眼睛模糊、干涩、疲
劳、青光、灼热、发粘。有的迎风流泪、
老花眼。但很多人从来不去看眼病，
就因为这样，导致很多人病情延误、
加重、甚至失明。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重视晚年眼部爱护的问

题。全民健康补硒爱眼行动在全国发起。行动将
向中老年人免费发放硒蛋白眼液+富硒大米。
每天使用硒蛋白眼液，可以促进眼部血液

循环，防治眼睛功能老化，维护视力健康。对于

55岁以上老年人都适用。尤其对白
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干眼涩、迎
风流泪、飞蚊症、视网膜黄斑变性、
散光、糖尿病病人好处更多。
精制的富硒大米，每公斤含硒

元素131微克（可查阅检测报告），
改良传统饮食结构，增强人体免疫力。
申领条件：（1）因发放物资价值过高，仅限

55岁以上老人领取；（2）每人限领1套,凭有效
身份证申领，常州由慈和健康管理中心发放！
申领热线：0519-82096777
电话报名时间：8:30—17:00

常州本周免费送出
300份硒蛋白眼液+富硒大米

被免职时市民放鞭炮让我痛不欲生
四川雅安市委原书记忏悔录

3月 24日，检察日报刊登了名为
《用权力回报亲情，结果害人害己害国
家》的贪官忏悔录。四川雅安市原市委书
记徐孟加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和干
股共计折合人民币548万元 (其中未遂
!"#

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
失1.2亿余元。法院以受贿罪和滥用职
权罪为由，判处徐孟加有期徒刑16年。

以下为忏悔录全文!

我曾经是一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

热血知青! 怀着对改革开放的一腔热情

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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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成为

一名国家公职人员! 辛勤的汗水浸润了

梦想的土地"我不觉得累! 很快"我出色

的工作赢得了领导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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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被

提拔为雅安市委书记!

当时的我一心扑在工作上" 对家里

自然照料甚微! 这么多年来"我年迈的双

亲全靠哥哥一个人操心! #你是做大事

的"可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耽误了前途! 家

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哥哥我做生意这

么多年了"在外面好歹也算是个大老板"

这点儿小事还摆不平$ %每当因疏于照顾

父母我面露愧色时" 哥哥总是这样安慰

我&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哥哥比同龄

人看上去老很多" 原本黝黑的发丝间夹

杂着越来越多的银发& 我心生酸楚"但想

到哥哥的生意做得不错" 经济情况好一

些"我的愧疚便减轻了不少&

转眼到了
&##%

年& 在一次考察中"

我偶然得知哥哥并不是什么大老板"他

口口声声顺风顺水的生意" 不过是为了

打消我的顾虑" 让我在事业上没有后顾

之忧& 那一瞬间"多年支撑我的心理支柱

垮了& 原来"我对这个家付出得太少"全

靠哥哥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 他那丝

丝银发是岁月的风霜& 多年积累的愧疚

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 我急切地想为哥

哥做点儿什么& 可是作为公务员的我囊

中羞涩"拿什么来回报呢$ 权力"只有权

力& 他有个当市委书记的弟弟"他应该扬

眉吐气了& 但是"急于报答哥哥的我用错

了方法& 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我让自己

和哥哥非法获利"金额一笔大过一笔& 然

而"我非但没有让哥哥扬眉吐气"反而让

他成为我受贿的帮凶" 也走上了违法犯

罪道路&

我入狱后"哥哥非常自责& 他说是他

害了我" 在他的影响下我才走上这条不

归路& 可是"要是我的信念如磐石一样坚

定不移"我怎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自己知

道"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党性早就泯灭了"

贪欲从心中伸出手"不断地索取着&

当被冰冷的手铐铐上" 我才如梦初

醒"如今回想这一切"真是一场糊涂梦&

我曾以为"只有用权力来慰藉亲情"却忘

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 万不可用来谋取

私利& 一失足酿成千古恨"一步踏错"我

不但惹来牢狱之灾" 也亲手将哥哥送上

了审判台&

听说我被宣布免职的那天" 雅安市

民聚在一起" 自发买来鞭炮礼花尽情燃

放& 我在这个城市主政七年"上任时的豪

言壮语我还记得"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亏

欠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 此刻"我的耳

边仿佛还能听到那阵阵鞭炮声" 那愤怒

的爆竹声好像成了雅安人民的语言"一

字一句地细数着我的罪状" 让我痛不欲

生"每天都在悔恨中度过& 据检察日报

十八大来被查处中管干部“同题作文”《忏悔录》
新华社“作文评点”：分为三大类型，包括“四要素”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
“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
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
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
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
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
部的忏悔录。十八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 2015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
单”，其中包括：被立案审查的党
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
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
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

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
采访。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
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
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
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
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
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
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
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
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
“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
部对落马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
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

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

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
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
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
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
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
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
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
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
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
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
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
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
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
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 16
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
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
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
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
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
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
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
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 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

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
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
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
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
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
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
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
帜”。

"""告诫建议型# 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
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
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
“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
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
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
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
面，对同类领导提出建议。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
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
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
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
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
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
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
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
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
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
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
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
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
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
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
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
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
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
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
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
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
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
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
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
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
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
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
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
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
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
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
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
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
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
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
分完事的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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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悔过书内容包括“四要素”

悔过书主要分为三大类型

“作文刊载”

徐孟加资料图

纪检教育任务“拉清单”，官网专栏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