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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整人为目的

被召回也是种关爱

一直以来，防治懒政怠
政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去年10
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
对“为官不易”“为官不为”进
行严厉批评。今年两会，治理

“为官不为”首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中央有决心治理慵
懒散，但为官不为现象似乎
很难被党纪国法追究。

黔西南州纪委副书记王
官中介绍，目前的5种党纪处
分和6种行政处分，只适用于
处罚公职人员明显不当的行
为，而对于“不贪不腐也不
为”却难以追责，如果仅是简
单的批评教育或者扣发绩效
奖金就很难真正起效。

在王官中看来，干部召
回比批评教育重，比党纪政
纪处分轻，这就弥补了干部
管理上的制度短板，让干部
教育管理监督得以全方位覆
盖。

谭云临说，有些干部可
能不在乎票子和帽子，但在
乎面子，所以干部召回很有
威力，“对被召回的干部，在
本地本单位公示，甚至在媒
体上曝光，让平时‘风光’的
召回干部，在工作圈和生活
圈丢‘面子’，促使干部树立
危机感和紧迫感。”

4月15日，中央党校党建
部教授张希贤接受齐鲁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发于兴
仁县的黔西南州干部召回制
度在全国是首创。由于召回
还在摸索阶段，杨希一度担
心，州里会针对干部召回人
数等下达任务指标，再一层
层压下去，搞成形式主义。谭
云临说，“一开始制定《办法》，
要求各个单位将测评末位者
召回，是防止有的领导当老
好人，防止违纪、不作为官员
受不到处罚。有的官员会说
下不为例，但往往会下次还
是如此。所以要开好头，否则

《办法》就形同虚设。”谭云临
很有信心，他说测评末位者
实施召回的规定未必是最科
学的，但肯定是最有效的。

更有人质疑召回管理是
一种刁难，是整人。谭云临对
此并不认同，他说，干部召回
并不是为了整干部，“目前来
看，《办法》虽然不是很完善，
但后续还将不断细化，兴仁
县已经将召回的12种情形细
化到24种。我们还实施零报
告制度，如果真的没有属于
召回情况的干部，单位可以
不召回。”

截至目前，兴仁县已召
回的289名干部中，有262人
回到原岗位工作。“其实召回
就是帮助、教育干部，让他充
电蓄电，把精神状态作风扭
过来以后，更好地回到原单
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摆平
心态，与群众打成一片。”谭
云临说，这从兴仁县第二批
召回干部集中培训课程就能
看出来，“我们增设了心理调
适课，就是帮助被召回干部
积极面对被召回这件事情。”

这一点，杨希倒是很认
同，“被召回是不光彩的事，
被召回的官员参差不齐，心
理承受力也不同，上心理课
对我们也是一种关心。”

自从兴仁县实施干部召
回后，贵州多个县以及云南
鲁甸等地组织部都前往考
察，干部召回制度能走多远，
还有待更长时间的实践检
验。不过，黔西南州的实验已
经得到中组部的重视，中组
部党建研究所就将召回制度
列为了2015年重点课题系统
研究，并由黔西南州具体承
担子课题《防治“为官不为”
具体对策研究》，或许在不
久，这一课题将对防治“为官
不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具
体建议。

德德州州卢卢氏氏
教教你你如如何何交交良良友友

（上接B01版）德州卢氏是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兴起的最为显赫的
文化世宦家族之一，一门八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庠
生多达130余人，有“六代八近士，一门三翰林”之誉。

卢家曾经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逝在历史长
河中，但是卢家人慎交友，交良友的特性，在族谱中作
为家训的一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科举功名之外，卢家最为使人所称道的恰是其
良友众多。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吴敬梓唯一手迹写

的是与卢家交情

“玉门关外狼烟直，毳帐穹
庐特角立。鸣镝声中欲断魂，健
儿何处吹羌笛……”这是《儒林
外史》作者吴敬梓所做诗《奉题
雅雨大公祖出塞图》，由文史大
家丘良任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偶
然发现，成为吴敬梓传世的唯一
手迹。

这首诗竟与德州卢氏有莫
大干系。诗中的“雅雨大公祖”，
指的就是德州卢氏在清代的代
表人物卢见曾。

卢见曾，号雅雨山人。清乾
隆五年（1740年），已经50岁的卢
见曾，因为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得
罪了扬州当地的贪官污吏及不
法盐商，遭诬告被发配塞外二十
五军台。

发配边疆是凄凉的，众友人
送卢见曾出塞远戍，扬州八怪之
一的高凤翰特意绘制《雅雨山人
出塞图》，39岁的吴敬梓在画上
题诗《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
这首题诗后来从原图中被割截
另行装裱，现藏故宫博物院。

德州市档案局（馆）调研员、
研究馆员张明福认为，在题诗
中，吴敬梓称呼卢见曾为“大公
祖”，而称自己为“治晚生”，可看
出吴敬梓与卢见曾之间不同寻
常的亲密关系，题诗内容也透露
出他对卢见曾获罪充军塞外愤
愤不平。

南京师范大学
资深教授、古代文学
研究专家陈美林先
生所著《吴敬梓评
传》，多少能帮人了
解吴敬梓与卢见曾
的关系。吴敬梓的诗
最后一句“蔽芾甘棠
勿剪伐”，“甘棠”源
于诗经，后人在称颂
有德政、泽及人民的
地方官员常用“甘棠遗爱”一词，
吴敬梓以此称颂卢见曾，不仅切
合他们的关系，个中更有亲身感
受。

两人的交情，最早可以追溯
到清雍正年间。雍正末年，卢见曾
任江宁知府期间，认识了为人豁
达并富有文采的吴敬梓。乾隆元
年（1736年），46岁的卢见曾第一
次出任两淮盐运使，此时的吴敬
梓35岁，家室开始没落，于是他被
聘为卢府幕僚，而《儒林外史》的
写作就在此期间开始。

乾隆十八年（1753年），63岁
的卢见曾第二次出任两淮盐运
使。翌年，吴敬梓赶赴扬州，再次
投靠了卢见曾。这时的吴敬梓，
已经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没多
久就因病去世，年仅54岁，卢见
曾承担了一切丧葬费用，还资助
其家人。

当年，卢见曾的座上客众
多，如戴震、惠栋、郑板桥等著名
文士。而与他们相比，吴敬梓当
时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卢见曾
也没有对他特别看重。然而，对
于家道没落的吴敬梓来说，卢见
曾的赏识和资助至关重要。

吴敬梓对卢见曾的友情牢

记在心，还把他写进了自己的
《儒林外史》。张明福认为，《儒林
外史》第7回、22回、29回均提及
两淮盐运使荀玫，实际是隐指卢
见曾。第7回叙述了荀玫的进阶
之路，从中秀才到殿试中第三名
进士；第22回中，以荀玫所作对
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便难”，点
出荀玫已任两淮盐运使；第29回
中，更通过衙门书办的口，透出
荀玫被朝廷查办，“董书办道，荀
大人因贪赃辞官了。就是这三四
日的事。”让人一看就知道荀玫
的生活原型是卢见曾。

广交文士，写首诗

都能有七千多人和

76岁的德州卢氏后人卢赞
一居住在德州黄河涯镇金庄，距
城区约十公里。清明过后，村外
的马路两侧，开满了桃花。

自1999年退休，卢赞一一直
致力于传播德州卢氏家族的文
化。他遗憾地说，在德州黄河涯
镇纪庄，卢见曾之子卢谦在致仕
后建造了占地上百亩的卢家大
院，后来被称为“相府”，可惜民
国时毁于大火，这让今日德州已
难以找到卢家辉煌的痕迹。

尽管如此，卢赞一说，德州
卢家的一些作风一直被传承。比
如卢家人一贯喜欢交朋友。明末
的卢世傕仰慕杜甫，曾修筑一园
子，内设“杜亭”，用于交游会友，
饮酒赋诗。他不仅与德州及附近
州县的文人交游，而且与当世文
宗硕儒亦过往甚密，如文坛领袖

钱谦益等，无不
与他把酒吟对。

钱谦益是明
末清初著名散文
家、诗人，而卢世
傕酷爱杜诗，两
人以“钱卢”并称
于世，并经常围
绕“杜学”交流。
明 崇 祯十一 年

（1638年），钱谦
益获释，离京南下。中秋夜，卢世
傕等众友人为钱谦益饯行，钱谦
益写下五言组诗答谢。此前，钱
谦益身陷囹圄时，卢世傕不避嫌
疑，远接高迎，慷慨相助。

卢家人交友广泛，但他们会
谨慎选择朋友，并不是所有人都
能与卢家人做朋友。德州学院历
史系教授王守栋介绍，卢家人对
如何交友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交
友更重视对方的品行。

在研究过德州卢氏家谱
后，王守栋发现，卢氏家训中记
载：“交友最宜谨慎，辨其邪正，
察其是非”。而如何分辨正直与
邪恶的人，卢家人有清醒的认
识，“大抵正直之人，不肯苟且
迎合，遇事却有公论。邪僻之
人，则惟知趋势附利，伺人意一
位喜怒，至稍有利害又引引嫌
自避，或假仁假义以行其似，或
藉声援以结其心。”

卢见曾一向爱才、重才，不
问出身，只论学问，在他身边，
逐渐汇集了一批文人学者。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上巳节

（农历三月初三），按照公历算，
这天是4月20日，恰逢谷雨，故
乡德州的桃花早已盛开，居于

扬州的卢见曾邀郑板桥、金农、
袁枚等友人集于红桥，举行休
禊，即一种诗人雅聚活动。卢见
曾作红桥休禊诗———《翠华甫
过，上巳方新，偶假闲暇，随邀
胜会，得诗四律》，之后众多文
人相和。据同时期的李斗《扬州
画舫录》记载，卢见曾赋诗之
后，相和者竟达数千人之多，

“其时和修禊者七千余人，编次
得三百余卷”，一时盛况空前。

其中，山东老乡兼老师、康
熙年间的文坛盟主王士祯也参
加了这次修禊活动，为卢见曾
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从而确立
了卢见曾乾隆初期文坛盟主的
地位，终成一代巨匠。

被判极刑前，纪晓

岚冒死通风报信

认清楚一个人是不是知
己，不在于能否共富贵，而在于
能否共患难，或者在遭遇困难
的时候伸出援手。

卢见曾宦海浮沉几十年，
两度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挫。
乾隆五年（1740年），卢见曾因
被诬告出塞，门生夏之璜、朋友
汪履之甚至以身相随，陪他在
塞外待了四年。乾隆三十三年

（1768年），“两淮盐引案”发，乾
隆要求严查，查案人员最后查
到了卢见曾身上，此时的卢见
曾早已回家养老，但仍被判绞
刑、抄家。据张明福介绍，当时
有4名朝廷要员冒着被杀的危
险，通过卢见曾的儿子给卢见

曾通风报信。
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在乾隆

身边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纪
晓岚。纪晓岚与卢见曾交好，曾
将长女嫁给卢见曾的孙子卢荫
文。因为私心，两淮盐引案结案
后，纪晓岚被发配乌鲁木齐。清
廷的处分决定写道：“纪昀瞻顾
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
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被抄家后，卢见曾之子卢
谦受到牵连，被发配塞外军台，
卢家人生活困难。此时，卢谦的
亲家长山袁氏伸出援手，将卢
谦家人接到家中。三年后，卢见
曾被平反昭雪，但是家已被抄，
无法生存，卢家人最后寄居长
山袁家达四年之久。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
在卢家遭到巨大困难的时候，朋
友纷纷伸出援手，使得卢家能再
次奋发。后来，卢谦的三个儿子
全都考中进士，其中，卢荫溥在
清道光年间成为内阁大学士。

卢家中人，为官者众多，在
官场上，选择朋友非常重要。选
择清正之人为友，则会向他们
学习，一身正气；与贪腐之人为
友，则免不了被他们拉下水，同
流合污。他们谨遵这样的教诲，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
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
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时至今日，通讯如此发达，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择
友就显得更为重要。卢赞一说，

“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朋友，那
你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清朝中后期德州卢家大院复原图。 王守栋供图

卢氏后人卢赞一在翻看族谱。 朱洪蕾 摄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