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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届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 
廉政杂文大赛作品评选结果的通报 

 

第四届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廉政杂文大赛由浙江省

作家协会、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绍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绍兴市文联《野草》杂志社承办，浙江省杂文学会、《杂

文月刊》杂志社、《杂文选刊》杂志社协办，中共绍兴市纪

委、绍兴市监察局指导。旨在运用杂文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学形式，学习宣传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大力弘扬和倡导廉

洁文化，为不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思想保

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和舆论支持。 

大赛自 2016 年 5 月发布征稿启事以来，得到了各地纪委、

作协、杂文学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广大杂文爱好者的

积极参与。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应征

作品 1378 篇。这些作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将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传承鲁迅

风骨，弘扬清风正气，抨击不正之风，鞭挞腐败丑恶。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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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鲁迅杂文集批判性、思想性、文学性于

一体的特点，切合当下社会现实，直击腐败思想根源，具有较

高文学价值和教育意义。 

大赛评奖坚持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原则。组委会邀请了国

内著名作家、评论家、资深编辑以及主办、承办、协办和指导

单位有关领导组成评委会。评审工作分初评、复评、终评三个

阶段进行。终评委对复评入围的 135 篇作品进行了认真审读，

采用投票表决、集中评审的方式，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90 篇，

其中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奖 30 篇，优胜奖 45 篇。

获奖结果在“中国廉政文化网”、“绍兴网”、“绍兴廉政网”等网

站公示 7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审定，现将评选结果予以通报。 

希望各获奖作者再接再厉，继续关心支持廉洁文化建设，

不断创作出更多优秀廉政杂文作品。 

 

附件：第四届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廉政杂文大赛获

奖名单 

 

 

第四届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 

廉政杂文大赛组委会 

201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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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 
廉政杂文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5名） 

 

1.“蝇”说                           赵飞霞  浙江绍兴 

2.为官之人勿学虎头鲨                 朱树元  江苏 

3.“官气”之“四说”                 叶长林  浙江台州 

4.当“看客”与做“先锋”             冉春雷  湖南 

5.诤友——稀缺资源当珍惜             魏国富  辽宁 

 

二等奖（10 名） 

 

1.“跑码头”——要“跑”进群众心里   朱煜    浙江湖州 

2.扳一扳“像煞有介事”               茅家梁  上海 

3.畏与无畏及敬畏                     杨伟民  浙江湖州 

4.底线  底色  底蕴                    马卫平  浙江湖州 

5.不忘百姓的约定                     唐剑锋  河北 

6.“遵守”到“尊崇”的距离           蔡相龙  河南 

7.像金子一样纯洁坚定                 戴文华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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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党员干部当力戒“五玩”             蒋力庆  江西 

9.禁微与救末                         胡运生  江西 

10.闲话借光                           申德明  河北 

 

三等奖（30 名） 

 

1.《阅微草堂笔记》的笔记             王文昌  辽宁 

2.三问另类“规矩”                   代琼    浙江湖州 

3.要把对手看成帮手                   岑士杰  浙江宁波 

4.臣门若市，臣心似水                 张可可  浙江温州 

5.正家风，还需守正笃实，久久为功     王晶    浙江湖州 

6.领导干部当有“如水之德”           沈瑶琦  浙江湖州 

7.“三敌”越强，我心越惶惶           张玉宝  重庆 

8.孙悟空，不应该只呆在神话里         玥玥倪   上海 

9.小官缘何成大贪                     刘建明  湖北 

10.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贡发明  安徽 

11.治治官员的“风水病”               丰开刚  山西 

12.根治腐败在制度                     彭波    山东 

13.不忘初心  廉洁从教                叶聪    浙江湖州 

14.出淤泥而不染之莲                  梅佳丽  浙江湖州 

15.厚道.是一种胸怀                    胡毅萍  浙江金华 

16.“以我为鉴”不如“我以为鉴”      朱应召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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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眼里识得破，肚里忍得过            张拥军  河北 

18.有感于“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徐亚达  浙江温州 

19.心正则身正，身正则行正            戈彩霞  浙江嘉兴 

20.廉政中的“廉教”                  顾莉玉  浙江湖州 

21.为“蝉”勿为“豺”                张燕    浙江绍兴 

22.莫要等到铁窗生涯才知自由贵         马全和  山西 

23.不要让集体决策成了腐败者的“避弹衣”   关兵    浙江湖州 

24.以史为镜知兴替                     楼碧田  浙江丽水 

25.“吃饭照镜子”永不过时            周全俊  湖北 

26.为官三境界                        唐雪元  四川 

27.狐不畏官的启示                     林和康  浙江宁波 

28.论“小题大做”不宜缓行            王忠明  浙江金华 

29.廉政要过“亲情关”                赵莹    河南 

30.从箕子“怖箸”说起                滕义勇  浙江杭州 

 

优胜奖（45 名） 

 

1.人生需有敬畏之心                   张宏宾  湖南 

2.拒绝与尊严                         王明中  江西 

3.清廉乃莅职之本                     徐雯倩  浙江湖州 

4.官员财产申报，岂能一报了之？       张冬尧  浙江绍兴 

5.仁德清心                           周江鸿  浙江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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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面青山绿更多                     肖智群  湖南 

7.“亲”+“清”＝“轻”+“钦”        李香甫  福建 

8.不忘初衷  方得始终                 王美虹  浙江湖州 

9.特殊的“礼物”                     骆有云  浙江金华 

10.“戴罪贪腐”到底打了谁的耳光？    陶宝东  浙江金华 

11.心净，才能干净                     杨兵云  浙江湖州 

12.“水至清则无鱼”于反腐败之谬误    珒姚梦   浙江湖州 

13.清贫与富足                        俞锦宾  浙江绍兴 

14.“大腿”文化                       赵晓潇  浙江湖州 

15.在权力的头上留一把“廉”刀         洪冰    浙江嘉兴 

16.脸与关系                           邱剑锋  浙江湖州 

17.借力“双微” 强化监督              陈耘    浙江湖州 

18.从“微腐败”说起                   刘景爱  浙江丽水 

19.以廉为支点                        沈昱    浙江湖州 

20.“回马枪”下没有“漏网之鱼”      顾仁    江苏 

21.反腐倡廉，以狠禁百                喻光良  浙江绍兴 

22.“训猫”与“打虎”                黄景祥  湖南 

23.教师当然要“廉洁”                刘彦    浙江湖州 

24.从丁公被戳看为官不为               马俊兵  浙江衢州 

25.从“贪”、“钱”说起               赵祖光  浙江绍兴 

26.恶鬼爱污浊                         钱伟霞  浙江嘉兴 

27.从“廉”字说起                     邹洁    浙江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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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古典名著的“纪律规矩”寓意杂谈    孔庆丰  浙江绍兴 

29.莫让奇葩挑战规矩                   何宝康  浙江绍兴 

30.反腐败须“抓大不放小”             蒋威权  四川 

31.廉腐杂谈                           戚洋阳  浙江湖州 

32.90 后视角谈廉政                    王亚芳  浙江湖州 

33.反腐与改革                         温利强  浙江湖州 

34.贪官爱钱，是怎样的一种深爱         朱平    浙江绍兴 

35.平凡岗位也须清正廉洁               马玲兰  浙江嘉兴 

36.漫谈“流水不腐”                  余丽伟  浙江丽水 

37.群众难过保安关                    任志江  北京 

38.6 毛钱  出卖灵魂的价格              苏培伟  陕西 

39.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宋丹    浙江湖州 

40.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林建南  浙江温州 

41.爱“廉”说                        徐莹    浙江湖州 

42.真实的廉洁                         施青    浙江湖州 

43.制服的距离                        徐壮    浙江绍兴 

44. 戒贪                              李夏署  江西 

45. 阅读是洁身自好的催化剂            张治生  浙江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