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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两重危害模型与廉洁文化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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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迄今为止人们在对腐败的后果与危害的认知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与错误ꎮ 理论型方法重点

分析腐败行为本身所产生的后果与危害ꎬ而反腐实践中的警示教育方法则局限于分析腐败行为受到查办后所产

生的危害ꎬ且主要关注个人部分ꎮ 全面地看ꎬ腐败危害应当包括上述两个部分ꎮ 在我国反腐败实践中形成的廉

洁文化建设内容和方法可划分为三个层次ꎬ分别是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ꎮ 在核心层中ꎬ关于腐败危害的分析

和教育是关键ꎬ不仅是认知问题ꎬ更决定着正确态度和价值观的确立ꎮ 应当基于腐败两重危害新模型ꎬ深刻揭示

腐败危害ꎬ此乃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ꎮ
〔关键词〕腐败ꎻ后果ꎻ危害ꎻ廉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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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腐败的认知问题ꎬ一类尤其重要的问题

和腐败后果有关ꎬ即腐败行为或现象所产生的后

果究竟是什么ꎮ 在这方面ꎬ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

观点ꎬ即危害说和有利说ꎮ 认为腐败有利或至少

无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ꎬ但这类观点影响甚

广ꎮ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ꎬ一直有专家进行这方面

的研究ꎬ包括实证研究ꎬ以证明腐败能促进经济

或人类发展ꎬ提升政府效率等ꎮ 多年来ꎬ有个“经
典案例”被不少人包括一些专家用来证明腐败有

利ꎮ〔１〕很多人尽管接受腐败有害的观点ꎬ但也大

多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层次ꎮ 基于笔者 ２０ 年的研

究和观察ꎬ越发觉得仅停留在常识或感性层面ꎬ
很难全面、准确地认知腐败的危害ꎮ 正因为如

此ꎬ本文重点探讨腐败的后果和危害问题ꎮ

一、理论型腐败危害分析思路和方法

在分析腐败危害方面ꎬ一些理论专家多采用

的思路和方法(简称理论型方法)是着重分析腐

败行为本身所产生的后果ꎬ由此得出腐败有害的

结论ꎬ而极少考虑腐败行为受到查处之后的情

况ꎮ 为了在该类方法介绍及结论呈现上达到深

入浅出的效果ꎬ下面先从一个典型个案开始论述ꎮ
(一)医药购销回扣案例及其危害分析

自 ２００６ 年初开始的几年里ꎬ中国政府曾掀

起一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ꎮ 该行动将打击

医药购销回扣列为六大重点之一ꎬ查办了一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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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专栏播出了一期关于医药购销回扣危害的节

目:«顽疾之害———根除医药商业贿赂毒瘤

(一)»ꎮ〔２〕本期节目披露了若干真实案例ꎬ此处

仅摘选两个ꎮ １. 医生收受回扣案ꎮ 患者朱某因

患股骨头坏死疾病到某市立医院就医ꎬ做了人工

髋关节置换手术ꎮ 主刀医生在收取某人工髋关

节公司人员回扣后ꎬ就把未获得国家准字号注册

证的伪劣产品植入患者体内ꎮ 术后两个月ꎬ人工

髋关节发生松动ꎬ带给患者更加严重的、持续的

疼痛ꎮ 该手术总费用是 ３４０００ 元ꎬ其中 ７０００ 元

是手术费ꎬ２７０００ 元是人工髋关节费用ꎮ 公司按

１０％ (即 ２７００ 元)给了主刀医生回扣ꎮ ２. “药价

虚高”案ꎮ 节目中提供了某县医院 ２００４ 年部分

回扣药品的目录清单ꎮ 在这份清单上ꎬ一种名叫

那琦针的药品ꎬ其市场零售价仅 ０. ７ 元 /支ꎬ在这

家医院却卖到了 ６５ 元 /支ꎮ 而医生向患者每开

出一支这种针剂ꎬ就能从医药代表手中拿到 １０
元钱回扣ꎮ

这里重点分析案例 １ 的医生收受回扣的后

果与危害ꎮ 名曰回扣ꎬ其实就是典型的贿赂ꎬ公
司行贿ꎬ医生受贿ꎮ 可以看出:(１)贿赂双方不

仅有利可图ꎬ而且相当可观ꎮ 该医生每做这样一

台手术ꎬ可获得 ２７００ 元额外好处ꎮ 在 ２００６ 年前

后ꎬ相比于其月工资ꎬ这应当很高了ꎮ 由于该公

司的产品为伪劣产品ꎬ材料和工艺都不合格ꎬ成
本极低ꎬ因此ꎬ其获利将远高于合格产品ꎮ 假定

其成本只有 １００００ 元ꎬ每卖出一套ꎬ获利为 １７０００
元ꎬ减去 ２７００ 元回扣ꎬ余 １４３００ 元ꎬ毛利润率高

达 ５３. ０％ ꎮ (２)相比于贿赂双方ꎬ其他利益相关

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ꎮ ①患者是最直接的受害

者ꎬ其代价高昂ꎬ痛苦深重ꎮ 由于这是一次完全

失败的治疗ꎬ可以说ꎬ其全部 ３４０００ 元医疗花费

都损失了ꎮ 手术后仅两个月ꎬ由于人工髋关节发

生松动ꎬ导致其痛苦远甚于治疗之前ꎮ ②市场制

度被扭曲ꎮ 有效的市场制度应当是优胜劣汰ꎬ可
是在有贿赂者参与竞争的情况下ꎬ一个伪劣产品

卖出去了ꎬ而其他质量合格的人工髋关节反而被

淘汰ꎮ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逆淘汰”现象ꎬ经济

学中称为“次品驱逐良品” “柠檬市场”或“市场

失灵”ꎮ ③医疗行业和所有医护人员也成为受害

方ꎮ 由于少部分医护人员拿回扣ꎬ干出违背道德

的事情ꎬ甚至像案例 １ 的医生那样泯灭良知ꎬ严重

玷污了整个医疗行业和医护人员的形象与声誉ꎮ
上述案例分析表明ꎬ腐败危害不仅表现在经

济和社会层面ꎬ还体现在对制度的破坏ꎮ 仅从经

济或利益维度来看ꎬ损失显然大于贿赂双方所谋

取的好处———患者医疗总费用中的一个部分ꎮ
从社会维度看ꎬ此类腐败行为损害医疗行业的声

誉ꎬ破坏社会道德诚信ꎮ 其实ꎬ任何腐败都有这

种效应ꎮ 人们对更多腐败个案的观察表明ꎬ腐败

还腐蚀政治和国家权力ꎮ 仅经济维度的定量分

析ꎬ就可否定腐败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ꎮ 而腐

败在社会、政治以及制度层面的危害则是难以量

化的ꎮ
(二)腐败危害分析的两个重要框架

笔者经多年研究认为ꎬ要能全面、准确地认

知腐败行为的后果ꎬ得出腐败有害的结论ꎬ需要

用到两个重要的分析框架ꎮ 一是利益相关者分

析框架(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ꎮ 二是腐败经济损

失分析公式ꎮ
１. 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及其运用ꎮ 在不同

的分析用途中ꎬ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定义ꎮ 在分

析腐败后果上ꎬ利益相关者是指受到某个腐败行

为影响的所有各方ꎮ 他们或者获利ꎬ或者受损ꎬ
只要利益相关ꎬ就是利益相关者ꎮ 正确运用利益

相关者分析法有两个要点:首先ꎬ找到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ꎻ其次ꎬ分析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

失ꎬ加总之后就是总得失ꎮ
一个腐败行为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通常可划

分为两个阵营:一是直接参与腐败行为的各方ꎬ
也可称为局中人ꎻ二是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ꎬ也
可称为局外人ꎮ 通常ꎬ局中人都是获利的ꎬ而局

外人则都是受损的ꎮ
与其说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是一个分析方

法ꎬ不如说是一个分析视角ꎬ即分析者要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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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视角ꎬ尤其不能只看到搞腐败的人ꎬ还必须要

想到、找到局外人ꎮ 这种习惯或视角非常重要ꎮ
如果只看到局中人ꎬ就会得出腐败有利的结论ꎮ
只有找到全部尤其是外部利益相关者ꎬ才能看到

腐败的全貌ꎬ得出腐败有害的结论ꎮ
在上述医药购销回扣案例分析过程中ꎬ已经

用到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ꎮ 贿赂双方ꎬ即受贿

的医生和行贿的人工髋关节公司ꎬ是局中人ꎮ 局

外人则包括患者、医疗行业及所有从业人员、医
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制度ꎬ甚至所有患者ꎮ 在患者

所遭遇到的医药购销回扣腐败案例中ꎬ仅引入朱

某一方ꎬ就能得出腐败有害的结论ꎮ 如果引入更

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ꎬ该腐败的危害就更大了ꎮ
２. 腐败经济损失分析公式ꎮ 在上述利益相

关者分析框架的基础上ꎬ仅考虑可以量化的经济

损失ꎬ笔者给出如下公式ꎮ
ａ ＋ ｂ < ｜ ｃ ｜ 　 　 　 　 　 　 　 　 　 　 　 (１)
本公式以典型的贿赂为例ꎮ 其中 ａ 表示行

贿者的获利ꎬｂ 表示受贿者的获利ꎬ ｃ 则表示所

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损失ꎮ 也可以说ꎬ公式

左侧的 ａ、ｂ 及其他可能的获利项都是局中人的

获利ꎮ 本公式同样适用于贪污等其他腐败类型ꎮ
以上述医药购销回扣案为例ꎬａ 是 １４３００ 元ꎬ

ｂ 是 ２７００ 元ꎬ仅考虑患者的医疗损失ꎬ ｃ 就是

３４０００ 元ꎮ ａ ＋ ｂ 是 １７０００ 元ꎬ显然小于 ３４０００
元ꎮ 患者因失败手术而遭受的更大痛苦ꎬ也是实

实在在的损失ꎬ只是难以量化ꎮ 同样ꎬ因为这类

腐败ꎬ对于其他局外方造成的损失也是必然存在

的ꎬ同样难以量化ꎮ
权力寻租型腐败属于贿赂中的一种ꎬ寻租理

论将“权力寻租”活动定性为“直接非生产性寻

利活动” (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ｆｉｔ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ＤＵＰ)或“非生产性活动”ꎬ即这类活动

不会额外创造财富ꎬ而只是现有财富的转移ꎮ 寻

租腐败者所获得的利益ꎬ一定是从局外人那里攫

取的ꎬ以局外人损失为前提ꎮ 寻租理论支持上述

公式ꎮ
更多的案例分析以及辅之的理论分析表明ꎬ

公式(１) 是成立的ꎬ即可作为一个定理ꎮ 公式

(１)成立ꎬ意味着仅基于经济维度的分析ꎬ就可

否定腐败行为的合理性或正当性ꎮ 因为这类行

为不会额外创造任何财富ꎬ在腐败者获利的同

时ꎬ只会给局外人造成经济损失ꎬ而且损失要大

于他们的收益ꎮ
(三)腐败有利论及其批驳

持腐败有利论者大有人在ꎮ 例如ꎬ美国学者

萨缪尔Ｐ亨廷顿就认为腐败对政治发展和政

治稳定有积极作用ꎮ 另有观点认为ꎬ腐败有助于

制度变迁ꎬ是“改革的润滑剂”ꎬ可取代革命ꎮ 这

种润滑剂作用还表现在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
进经济增长、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等方面ꎮ 搞腐

败所花费的额外支付就可起到这类作用ꎮ 在英

文文献中ꎬ有几个类似词汇ꎬ例如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疏通费、便利费)ꎬ Ｇｒｅａｓｅ Ｍｏｎｅｙ(润滑

剂)ꎬＳｐｅｅｄ Ｍｏｎｅｙ(速度钱、加速钱)ꎮ 这些词汇

隐含的意思大同小异ꎬ都认为腐败有正作用ꎮ
也有人在看待腐败后果和危害方面ꎬ用上了

“辩证法”ꎮ 他们承认腐败有害ꎬ但也认为腐败

有利ꎮ 他们声称ꎬ由于腐败现象具有复杂性ꎬ二
者可以并存ꎮ 还有人显得更加老练ꎬ认为腐败有

利或至少无害———腐败是一些人你情我愿的事

情ꎬ与外人无关ꎮ 后者可被称为无害论ꎮ
严谨的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ꎬ所有的腐败有

利论都经不起推敲ꎮ 腐败已经在人类社会存在

了数千年ꎬ腐败的广泛和深重危害已被反复证

明ꎮ 过去五六百年以来ꎬ人们常把腐败比作人肌

体的疾病ꎬ称之为“腐败病” “社会病”甚至“毒
瘤”“政治之癌”ꎮ〔３〕 如果说腐败有利ꎬ就好比说

疾病对人的健康有利一样荒谬ꎮ 如果疾病有利ꎬ
就无需发展医学ꎬ不需要坚定地、持续地研究疾

病ꎬ尤其是治病、防病之法ꎬ代之以放任即可ꎮ
尤其本文开头提及的某“经典案例”ꎬ会让

绝大多数人感到困惑ꎮ 在不同文献中ꎬ该经典案

例有不同的版本ꎮ 笔者构造的版本虽有不同ꎬ但
在遵从原意方面肯定是准确的ꎮ 该案例主体内

容是:某企业有个投资项目需要到政府相关部门

—５９１—

腐败两重危害模型与廉洁文化建设思考



获得审批ꎬ原本审批需要 ３ 个月(９０ 天)时间ꎻ后
经疏通关系、贿赂政府审批官员ꎬ审批时间缩短

到了 １５ 天ꎮ 假定:对该企业而言ꎬ９０ 天、１５ 天、７
天的等待成本分别是 ３５０ 万元、５０ 万元、１０ 万

元ꎻ该企业送给相关政府官员的贿赂是 ５ 万元ꎮ
通过经典案例论证腐败有利者的思路和方

法是这样的ꎮ 借用前面的公式(１)ꎬａ 是 ２９５ 万

元ꎬｂ 是 ５ 万元ꎻ两者合计为 ３００ 万元ꎮ 而由于没

有明显的受害者ꎬｃ 就是 ０ 元ꎮ 公式(１)被颠覆ꎮ
不仅如此ꎬ通过贿赂还提高了政府的审批效率ꎬ
即起到了润滑剂作用ꎮ 因此ꎬ类似腐败似乎不但

没有造成损失ꎬ还有很大好处ꎮ
如果公式(１)可作为定理ꎬ逻辑上ꎬ只要有

一个反例ꎬ就可否定该定理ꎮ 果真如此吗? 当然

不是ꎮ 现有两种批驳方法ꎬ批驳方法 ２ 简单直

接ꎬ先介绍ꎻ方法 １ 较为复杂ꎬ后介绍ꎮ
方法 ２ 的思路或做法很简单ꎬ就是跳出给定

有腐败的思维定式ꎬ与廉洁作比较ꎬ看看腐败的

好处能否成立ꎮ 借用决策树模型ꎬ分析企业在各

种情形下的得失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企业的各种得失

在给定有腐败的情况下ꎬ企业行贿属理性选

择ꎬ符合理性人假设ꎮ 否则ꎬ企业要付出更大代

价ꎮ 定量分析ꎬ企业选择行贿ꎬ与不行贿相比ꎬ可
降低 ２９５ 万元损失ꎮ 该理性选择类似于博弈论

在分析囚徒困境时的均衡解ꎮ
而如果没有腐败ꎬ即属于廉洁状态ꎬ政府应该

更加高效ꎬ假定只需 ７ 天即可完成审批ꎮ 企业的

等待成本进一步下降到 １０ 万元ꎬ企业还无需任何

腐败额外支付ꎮ 这比给定有腐败下选择行贿更加

有利ꎮ 这说明ꎬ所谓腐败的好处是不成立的ꎬ是给

定有腐败情形下的假象或“泡沫”式好处ꎮ

方法 １ 可进一步证明上述所谓腐败好处完

全属于“泡沫”ꎬ是不真实的ꎮ 该方法分别分析 ａ
和 ｂꎮ 对 ａ 的分析ꎬ分两种情形ꎮ 情形 １ꎬ审批可

１５ 天完成ꎮ 该企业不需等待 ３ 个月ꎬ３００ 万元成

本本不该付出ꎬ正是因为有腐败或官僚主义才造

成该损失ꎮ 情形 ２ꎬ审批确实需要 ３ 个月ꎮ 为什

么在贿赂之后可以缩短到 １５ 天? 有两种可能ꎮ
①该企业插队ꎬ其节省的 ３００ 万元等待成本将转

嫁给其他企业ꎻ甚至有的企业坚持不行贿ꎬ因等

待时间过长ꎬ导致项目失败ꎬ甚至破产ꎬ损失更

大ꎮ ②官员收钱之后“乱办事”———违规审批ꎬ
该项目不符合招商引资政策ꎬ甚至违反环保等政

策ꎬ潜在的损失会更大ꎮ 对 ｂ 的分析ꎬ也分两种

情形ꎮ 情形 １ꎬ企业本不该付出额外成本———纳

税人已经支付了官员工资ꎬ官员在履职时不应当

再拿任何额外好处ꎬ这对廉洁的官员来说亦是不

公ꎮ 情形 ２ꎬ即使“应当” 付出ꎬ官员得到的 ５ 万

元好处ꎬ正是企业的损失ꎬ两相抵消ꎮ 分析的结

论是:ａ、ｂ 好处的产生必定有对等的损失ꎬ甚至

损失更大ꎻ换言之ꎬａ 和 ｂ 都应该很小ꎬ甚至为 ０ꎬ
而 ｃ 肯定是存在的ꎬ甚至还较大ꎻ即公式(１)继续

得到维护ꎮ
其实ꎬ在成功批驳了经典案例之后ꎬ对于那

些坚持腐败有利假设ꎬ持续开展实证研究的做法

也容易理解了ꎮ 这些假设之所以能提出ꎬ就是陷

入到给定有腐败的思维定式之中ꎮ 相关道理笔

者在已发表文章中有过说明ꎬ不再赘述ꎮ〔４〕

该经典案例中的腐败情形ꎬ危害或许不大ꎬ
但不等于没有危害ꎮ 只是因为分析视角偏差或

思维定式局限ꎬ才造成错觉ꎬ得出腐败有利的假

象ꎮ 真实世界中的腐败个案ꎬ其危害当然有大有

小ꎬ但危害再小ꎬ也不等于没有ꎬ更不可能得出腐

败有利的结论ꎮ 基于个案、短期观察分析腐败后

果和危害只是一种做法ꎬ要看到腐败的全部后果

和危害ꎬ还需要进行多案例、长期观察ꎮ 这类似

于博弈中的单次博弈和重复博弈ꎮ 笔者曾针对

中国足球腐败进行探讨ꎬ可作为多案例、长期观

察腐败后果的一个典型ꎮ 中国足球于 １９９４ 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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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场化改革ꎬ到 ２００９ 年真正的足坛反腐风暴

到来ꎬ期间整整 １５ 年ꎬ可以说腐败在该领域几乎

处于完全自由放任的状态ꎮ 这是因为ꎬ基于

２００２ 年司法介入的足坛反黑只是虚晃一枪ꎮ １５
年大肆腐败的后果是什么呢? 不但彻底毁了当

时的中国足球ꎬ其恶果至今还挥之不去ꎬ让中国

足球从此一蹶不振ꎮ 笔者在该案例中归纳了五

个方面的危害ꎬ即扭曲足球运动特性ꎻ腐败泛滥ꎻ
系统性道德沦丧ꎻ市场化改革目标总体性失败ꎻ
中国足球终被无数忠实球迷所抛弃ꎮ 后三个危

害都具有长期性影响ꎬ很难得到医治或恢复ꎮ 市

场经济有个铁律ꎬ即“需求为王”ꎬ一旦顾客流

失———足球领域的顾客即球迷ꎬ没有了需求ꎬ任
何市场都必定萎缩甚至衰败ꎮ〔５〕

二、实践型腐败危害分析思路和方法

警示教育产生于中国的反腐败实践中ꎬ多年

以来ꎬ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建设ꎬ得到了相当广泛

的运用ꎮ 警示教育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主

要类型ꎬ形式虽然多样ꎬ但其总体思路和基本做

法大体一致ꎬ即主要着眼于腐败行为受到查处之

后所产生的后果与危害ꎬ并且通常只包括两类后

果中的一种ꎮ 为了介绍和分析其思路、内容和特

点ꎬ下面也从一个典型案例开始论述ꎮ
(一)腐败“七笔账”案例及相关资料

该案例的主人公是江苏省某市建设局原党

组书记、局长靖某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其在担任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

记ꎬ市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ꎬ在土地出让金

返还ꎬ向企业借款、退税ꎬ协调项目开工ꎬ操作工

程招投标ꎬ减免工程开发配套费ꎬ为亲属和他人

安排工程ꎬ推荐提拔干部等方面ꎬ为他人谋取利

益ꎬ收受贿赂ꎮ 其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被“双规”ꎬ
６ 月 ２９ 日被逮捕ꎬ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 日ꎬ法院认定其

受贿人民币 ３２５ 万元ꎬ美元 ３０００ 元ꎬ一审被判处

有期徒刑 １３ 年ꎮ〔６〕

靖某先后在省市两级召开的领导干部警示

教育大会上现身说法ꎬ总结了自己的腐败危害

“七笔账”ꎮ 腐败“七笔账”案例即源于此ꎮ 此

后ꎬ该案例在全国广泛传播ꎬ很多警示(或廉政)
教育基地都有使用ꎮ

靖某的忏悔发言有几个版本ꎬ内容大同小

异ꎬ其中一个版本以«自我忏悔»为题刊登在«中
国监察»杂志上ꎮ 这个版本总结提炼得比较好ꎮ
她通过计算政治、经济、名誉、家庭、友情、自由、
健康这七个方面的损失账ꎬ希望其他领导干部能

引以为戒ꎬ全面、充分地看到腐败的危害ꎮ 忏悔

发言稿全文大约 ２５００ 字ꎬ其中 ７ 个标题正对应

于“七笔账”ꎬ即一算“政治账”ꎬ自毁前程永难

忘ꎻ二算“经济账”ꎬ倾家荡产悔难当ꎻ三算“名誉

账”ꎬ身败名裂苦酒尝ꎻ四算“家庭账”ꎬ夫离女散

梦断肠ꎻ五算“亲情账”ꎬ众叛亲离两茫茫ꎻ六算

“自由账”ꎬ身陷牢笼盼阳光ꎻ七算“健康账”ꎬ身
心憔悴恨夜长ꎮ

(二)“七笔账”案例危害分析的特点与问题

在“七笔账”案例中ꎬ靖某对其腐败被查处

后ꎬ个人和家庭受到的打击与付出的代价进行了

分析与计算ꎮ 算账数目达到“七笔”ꎬ不可谓不

多ꎬ不可谓不全ꎮ 另外ꎬ案例选择具有代表性ꎬ文
字概括精炼ꎮ 这些都属于优点ꎮ 但是ꎬ其缺陷、
偏差也是显而易见的ꎬ误导效应更是相当严重

的ꎮ 先分析其缺陷和偏差部分ꎮ
第一ꎬ靖某所计算的“七笔账”都是其腐败

行为受到查处之后所发生的“危害”ꎮ 这是源于

纪律和法律对她进行惩处而产生的对她个人及

家庭的必然结果ꎮ 尽管如此ꎬ这当然也属危害ꎮ
在后面提出的腐败危害新模型中ꎬ这部分被称为

第二重危害中的个人部分ꎮ
第二ꎬ该案例中分析的对象仅局限于靖某本

人及其家庭ꎬ而没有顾及到国家和社会ꎮ 纵使有

“七笔”之多ꎬ也全部是其个人和家庭部分ꎮ 基

于腐败犯罪的主体及特点ꎬ从社会角度来看ꎬ打
击腐败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也构成实质性的“危
害”ꎮ 在犯罪学的主流分类中ꎬ腐败犯罪属于白

领犯罪(ｗｈｉｔｅ － ｃｏｌｌａｒ ｃｒｉｍｅ)或职务犯罪ꎮ 犯罪

主体掌握职务权力ꎬ大多属于社会精英人士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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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国查办的很多腐败分子来看ꎬ要么是各

级领导干部ꎬ要么是各类专业人士ꎬ其中包括教

授、医疗专家、企业高管、工程师等ꎮ 这些人原本

可继续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ꎬ却因腐败受到查

办而被剥夺了资格ꎮ ２０１３ 年“两会”期间ꎬ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过一段话:
“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

的花费要多得多ꎬ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

和精力ꎮ 但是ꎬ一着不慎毁于一旦ꎮ 不管你以前

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ꎬ功罪不可相抵ꎮ 如果搞不

好ꎬ领导干部的岗位就真会变成高危职业ꎮ” 〔７〕培

养干部的高成本ꎬ更凸显了腐败查办后的高代

价ꎮ 再比如上文提及的那个医生ꎬ他作为骨科专

家ꎬ原本可继续服务病患若干年ꎮ 收受回扣案曝

光后ꎬ他被医管部门吊销了执业医师资格证ꎬ从
而丧失了工作权利ꎮ 随着查办医生人数的增多ꎬ
对广大患者而言ꎬ当然是不小的损失ꎮ 在后面的

模型中ꎬ这部分被称为第二重危害中的社会部

分ꎮ
第三ꎬ不同于理论型腐败危害分析思路和做

法ꎬ在靖某的分析中ꎬ腐败行为本身的危害部分

被完全屏蔽ꎮ 这部分在后面的模型中ꎬ被称为第

一重危害ꎮ 被屏蔽是因为不存在吗? 当然不是ꎮ
在靖某 ５ 年多的腐败期间ꎬ造成的损失是多方面

的ꎬ数额也一定是巨大的ꎮ 例如ꎬ在土地出让金

返还、企业退税、减免工程开发配套费等方面ꎬ一
定让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大受损失ꎻ她操纵工程

招投标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ꎬ对其他

参与投标企业尤其是其中的优良企业造成的机

会成本和损失肯定不小ꎻ她搞用人腐败破坏了干

部选拔任用制度ꎬ打击了廉洁能干的干部ꎮ 作为

正处级领导干部ꎬ作为关键少数ꎬ其大肆腐败严

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声誉ꎬ使党风、政风、社风和民

风受到污染ꎮ 这么多危害ꎬ她却一个字都未提及ꎮ
这样的腐败危害算账方法ꎬ会产生多方面

的、极大的误导效应ꎮ 第一ꎬ会让人们感到困惑ꎬ
不理解党和国家为什么要惩治腐败ꎮ 腐败的第

一重危害ꎬ正是惩治腐败的基本根据ꎮ 一旦被屏

蔽ꎬ自然会让人产生困惑ꎮ 第二ꎬ会让人们对党

和国家的纪律和法律产生误解ꎮ 可能很多人会

认为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过于严苛ꎮ 靖某没收

多少钱啊ꎬ至于如此惩办人家ꎬ导致“七笔账”之
多的后果? 有一些法学专家ꎬ持续呼吁废除腐败

犯罪死刑ꎬ固然有多方面的理由ꎬ但对腐败危害

的错误认知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ꎮ 第三ꎬ可能会

让人们同情腐败分子而不是痛恨腐败分子ꎮ 了

解“七笔账”后ꎬ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腐败“不值”ꎬ
腐败分子“比较冤”ꎮ 特别是对那些因腐败犯罪

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案例ꎬ同情效应可能更加明

显ꎮ 如果是这样ꎬ廉洁价值观必定会被颠覆ꎮ
还可打个比喻来说明如此分析腐败危害的

严重问题ꎮ 比如有个故意杀人犯ꎬ被判处死刑ꎮ
在分析评价该严重暴力犯罪的危害时ꎬ绝不能只

讲该杀人犯被执行死刑ꎬ失去生命ꎬ以及由此对

其家庭造成的巨大打击和伤害ꎻ而必须首先要分

析强调其暴力犯罪对于被害人、被害人家庭及社

会造成的危害ꎮ
(三)警示教育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七笔账”虽然只是警示教育中的一个典型

案例ꎬ但其背后的思路和做法具有普遍性ꎮ 其他

警示教育ꎬ也大体是这个思路和做法ꎮ
据笔者观察ꎬ警示教育主要有以下四种形

式ꎮ 一是警示教育基地的建设与开放参观ꎮ 多

年以来ꎬ各地先后建设了大量的警示教育基地ꎬ
一些基地还直接建在监狱里ꎮ 近年来ꎬ不少地方

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前往警示教育基地参观、接
受教育的热度很高ꎬ甚至要排队等候较长时间ꎮ
方式上以参观为主ꎬ个别还会安排腐败分子现身

说法ꎮ 二是面向特定人群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或

会议ꎮ 会议上ꎬ以通报警示教育案例为主ꎬ也有

专题教育报告ꎮ 三是印发腐败人员忏悔录、腐败

案件及教训警示通报ꎮ 这些通报通常发到特定

的领导干部群体ꎮ 四是警示教育专题片的制作

与播放ꎮ 多年来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连续制作了

大量的专题片ꎮ 在警示教育基地ꎬ通常会有片段

播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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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笔账”案例正是源于警示教育大会上的

忏悔发言ꎬ且属于其中效果最好的典型之一ꎮ 其

他三类警示教育ꎬ场地、内容、方式虽有不同ꎬ但
教育的思路和做法大同小异ꎬ基本没有超出“七
笔账”案例的部分ꎮ 归纳起来ꎬ都是:(１)主要讲

腐败查办后的危害ꎻ(２)这部分危害中主要是腐

败分子个人及其家庭受到的打击或损失ꎻ(３)第
一重危害和第二重危害中的社会部分通常都被

屏蔽ꎮ
警示教育的逻辑ꎬ很像成语“杀鸡儆猴”ꎬ即

通过前面腐败分子的“惨痛”教训ꎬ吓唬、威慑或

警示后来者ꎮ 正因为如此ꎬ称其为“警示教育”
还是比较合适的ꎮ 可从道理上讲ꎬ这种存在偏差

和误导效应的杀鸡儆猴式教育ꎬ其效果非常有

限ꎬ且快速衰减ꎮ

三、腐败危害新模型的提出与廉洁文化建设思考

基于上述两种腐败危害分析法ꎬ可提出一个

关于腐败危害的新模型ꎬ并可对廉洁文化建设ꎬ
尤其是腐败危害教育提供启示ꎮ

(一)腐败的两重危害模型

在腐败危害分析方面ꎬ有前述两种思路和方

法ꎮ 理论型方法主要由一些专家学者所倡导ꎬ历
史较长ꎬ但使用上错误不少ꎬ争议很大ꎬ甚至存在

一些颠覆性错误ꎮ 警示教育方法由中国反腐败

实践中产生ꎬ普遍运用大概有 ２０ 年时间ꎮ
总体上看ꎬ单个思路和方法都不全面ꎬ二者

各有其合理性ꎬ腐败应当包括这两重危害ꎮ 第一

重危害即腐败行为本身所产生的危害:腐败行为

一旦发生ꎬ必定产生相应的后果ꎬ造成危害ꎮ 第

一重危害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多个方

面ꎮ 第二重危害则是腐败行为受到查办之后才

出现的ꎬ包括两个部分ꎬ腐败分子个人部分及社

会部分ꎮ 社会部分不应当被忽视ꎮ 警示教育局

限于第一部分ꎬ应当予以纠正ꎮ
两重危害是否就完全了呢? 也许有人会认

为ꎬ打击腐败、查办腐败案件过程ꎬ也要付出较大

甚至巨大成本ꎬ这是不是危害ꎬ能否称为第三重

危害呢? 这是不可以的ꎮ 这部分只是成本ꎬ而不

能称为危害ꎮ 成本是中性的ꎬ而危害的价值判断

是负向的ꎮ 打击腐败ꎬ的确要付出很大成本ꎬ但
它是十分必要的、非常有益的ꎬ是为了控制腐败

犯罪及其危害ꎬ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ꎮ 用一个框

架图表述ꎬ腐败的两重危害模型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腐败两重危害模型

腐败危害虽然有两重ꎬ但二者的重要性并不

是等量的ꎮ 全面分析第一重危害是重点ꎬ由此得

出腐败有害的结论ꎬ这同时成为惩治腐败的基本

理据ꎮ 这不仅决定腐败后果认知的正确与否ꎬ还
直接决定人们对腐败行为的正确态度和观念的

形成ꎮ 这个问题不解决ꎬ或者错误严重ꎬ将会产

生极大危害ꎬ尤其是会扭曲廉洁价值观ꎮ 在全面

分析第一重危害的基础上ꎬ第二重危害可作为补

充ꎬ重点应揭示其中的第二部分ꎬ即社会部分ꎮ
第二重危害有一定的合理性ꎬ但绝不能喧宾夺

主ꎬ更不能只剩第二重危害ꎬ尤其不能只剩第二

重危害中的个人部分ꎮ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ꎬ可再举医生收受回扣的

案例ꎮ 在该案例中ꎬ第一重危害包括:给患者造

成 １０ 倍于己的直接经济损失ꎻ给患者造成更为

严重的病痛ꎻ让不良商家牟取暴利ꎻ扭曲市场制

度ꎬ让合规守法商家受排挤ꎻ欺骗患者ꎬ严重丧失

职业道德、泯灭良知ꎬ给白衣天使群体抹黑等ꎮ
医生的腐败行为是主动的ꎬ且突破道德底线ꎬ危
害巨大ꎬ因此必须予以严惩ꎮ 由此来看ꎬ仅吊销

其执业医师资格的处罚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的ꎮ
重点分析第一重危害ꎬ不仅可教育其他医护

人员和公众ꎬ也能让受贿者本人发自内心地臣服

于纪律和法律ꎮ 否则ꎬ他可能完全认识不到自己

的罪恶ꎬ假如有一个警示教育机会让他现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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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ꎬ可能只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ꎬ宽宥自己、忽
悠别人ꎮ

(二)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容方法梳理与建议

近些年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倡导并形成的

各种廉洁文化建设内容和方法ꎬ主要包括以下五

类ꎮ １. 关于腐败与廉洁的认知、态度和方法教育

(三要素教育法)ꎮ 在三要素教育中ꎬ认知是基

础和关键ꎻ在解决认知问题的基础上ꎬ通过适度

引导和启发ꎬ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ꎻ另
外ꎬ还应当教给大学生在个人和组织层面履行廉

洁责任的方法ꎬ包括策略与工具等ꎮ〔８〕２. 警示教

育ꎮ 前面已有介绍ꎬ不再赘述ꎮ ３. 理想信念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ꎮ 这类教育内容和方法与廉洁

教育有一定关联度ꎬ在党政机关受到相当的重

视ꎮ ４. 古代廉政文化挖掘与传承ꎮ 这些年来ꎬ不
少地方因地制宜ꎬ进行了不少挖掘工作ꎬ在本地

的廉政教育基地中ꎬ有专门的展示ꎮ 这类教育内

容和方法ꎬ主要是挖掘整理古代廉吏言论、行为

示范ꎬ偶尔也有古代贪官的素材ꎬ予以展示ꎬ教育

今人ꎮ ５. 当代廉洁文化建设活动ꎮ 这类活动内

容和形式较多ꎬ例如ꎬ廉政公益公告宣传ꎬ廉政漫

画、书画竞赛与展览ꎬ廉政演讲比赛、辩论赛的举

行ꎬ廉政主题影视作品播放ꎬ廉政主题戏剧、相
声、小品创作与演出ꎬ廉政专题电视节目播放等ꎮ

在笔者看来ꎬ上述这些内容及方法又可划分

为三个层次ꎮ 其中ꎬ三要素教育法应当属于核心

层ꎬ最为重要ꎻ一些内容精准、制作良好的影视作

品及警示教育作品ꎬ可作为中间层ꎻ而其余内容

则都属于外围层ꎮ 越接近核心层的教育内容和

方式ꎬ就越重要ꎮ
２０２２ 年初ꎬ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

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ꎬ强调要“把加强廉

洁文化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

好”ꎮ〔９〕 然而ꎬ要切实抓好廉洁文化建设、抓出实

效并非易事ꎬ需要把握规律、调整思路ꎬ改变内容

和方法ꎮ〔１０〕这里ꎬ仅结合本文主题ꎬ对改进廉洁

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两点建议ꎮ 第一ꎬ在核心层内

容和方法中ꎬ关于腐败危害的分析和教育最为重

要ꎮ 这不仅是核心认知问题ꎬ更直接决定正确态

度和观念的形成与确立ꎬ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

作用ꎮ 应当按照腐败两重危害模型及指引ꎬ开展

相关教育工作ꎬ以最大化地实现教育的目的ꎮ 第

二ꎬ有必要对现有的警示教育作出较大的改造ꎮ
改造的直接目的是纠正偏差ꎬ防止误导效应的产

生ꎮ 改造的具体建议有二:一是必须增加第一重

危害方面的内容ꎻ二是在第二重危害中ꎬ要增加

社会部分ꎬ而不能只局限于个人部分ꎮ
最后ꎬ还想强调的是ꎬ在我国反腐败形势持

续严峻ꎬ查办案件规模长期高位运行的情况下ꎬ
第二重危害中的社会部分就会变成天文数字ꎬ实
属国家和社会的巨大损失ꎬ应当引起高度重视ꎮ
有鉴于此ꎬ提升反腐治标的有效性ꎬ尽量缩短其

进程ꎬ尽快实现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目标ꎬ就成

为相当紧迫的课题与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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