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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莫做“两面人”
◎ 王  杰

艺术源于生活。2017 年热播的电视剧《人

民的名义》刻画了像高育良、赵德汉等经典的“两

面人”形象。高育良、赵德汉等人以“两副面孔”

待人处事，现实生活中都有其原型。在他们心里，

“人民”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亮丽的说辞。

这完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是对党的假忠诚，对人民的真背叛，

是典型的“两面人”。

一、当代“两面人”形形色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上对“两面人”现象有精辟论述 ：有的修身不

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 ；

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

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

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

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 ；

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

狂敛财。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

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

清除出去。

[ 摘　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两面人”所

占比例不少。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典型的“两面人”。本文

通过古今案例分析，剖析发生原因，探讨遏制方法，并对传统文化中

修身做人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思想进行论述。突出强调领导干部

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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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两面人”不在少

数。这些落马的官员，不论他们职位高低，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经常把党和人民挂

在嘴边，幕前假清廉，幕后真腐败。这些人“台

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 ；人前是人，

人后是鬼……”山东省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甚

至在落马当天还“慷慨陈词”。然而轰轰烈烈的

表态只是为掩盖贪腐行为而放出的烟幕弹。他

将纪律和规矩写在文章里、讲在会议上，且充

斥当地媒体的头版头条。但在他内心深处，却

视党纪如无物，不仅顶风违纪，而且不知收敛。

随着正风反腐强力推进，这些“两面人”被纷

纷撕下伪装，为贪腐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曾痛陈“党风廉政

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自己却做

了“权钱交易所所长”。“‘全家腐’必然是‘全

家哭’”出自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的“反腐金

句”，而其自身最终也成为反腐的对象。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曾多次狠批郭伯雄、

徐才厚，要求党员干部引以为戒、肃清流毒，

而自己却大肆贪污腐败，最后落了个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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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令人可笑。

一些“两面人”除了用言辞作伪装，还靠

着精湛的演技成功地迷惑了不少身边人。破旧的

衣服、土气的外表、吝啬的做派，腐败官员表面

的穷酸形象很难让人将其和贪腐联系起来，而其

背后却藏着一双肆无忌惮的敛财之手。比如国家

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平日穿衣朴素、

骑车上下班，家中竟藏着 2 亿多元现金 ；河南

省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王战方，表面上

甘居土坯房，实际上严重违规违纪……“两面人”

的手段五花八门，但都是用伪装、表演作秀的形

式，企图达到欺上瞒下、迷惑组织与干部群众的

目的。然而，无论“两面人”隐藏得多深，哪

怕表演得再精彩，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人在做，

天在看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二、历史上“两面人”的花样形态

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两面人”为官的例子。

他们得势前是一套，得势后是一套，人前人后，

对上对下，说话做事，都是两样。他们八面玲珑，

左右逢源，口蜜腹剑，阳奉阴违，就像一台“好

看”的大戏。然而戏的收场总是凄凄凉凉，身

后总是骂声不已。

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李林甫 [1] 主掌朝

政近 20 年，身居宰辅处处以个人权势地位为

念，嫉贤妒能，闭塞言路，玩弄阴谋，酿成“安

史之乱”，成为盛唐转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林

甫在唐玄宗面前总是表现出一种忠心为国、知

人善任、见贤思齐的样子，也很少跟人起正面

冲突，说话总是恢宏正论，但他真正做事的时

候却不是这样。对皇帝赞许的人，他往往当面

夸奖并佯装举荐，背地里却暗使计策，使皇帝

失望，用贤不成。对权力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

他表面尊崇，小施恩惠，却在关键时候一反常态，

助长谗言，使对方不得翻身。李林甫“口蜜腹剑”，

使贤人气郁、国家昏乱、藩镇渐强、人多以阴

谋相欺，终至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李林甫本

人死后因杨国忠构陷而被灭族，也算是对他阴

谋一生、两面处世的一种报应了。

在北宋末年新旧两党相争的政局中，蔡京

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人。[2] 自王安石变法

失败后，司马光重掌政局，限期五天要求各地

官员尽废新法，恢复旧制。这几乎是一件不可

能做到的事，众官都极力反对，唯独蔡京赞成，

并在属地做到了。司马光为此对他大加赞赏，

以为己党之人，加以提携。而后来司马光败落，

支持新法的章惇主政，蔡京又表示应该尽用新

法，得到章惇的赏识。前后十年，蔡京易容变

色，以党争矛盾为自己进身之阶，在主掌大权

后又利用党争排除异己。直到后来众人才看明

白，原来他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而是一

个“两面人”。蔡京一生屡起屡落，当年他与人

说话往往正气十足，君子小人分别甚严，后来

却贪污腐败，任人唯亲，诛除异己，难掩官场

恶名。晚年被人上书称为北宋“六贼之首”，而

连遭贬谪，死于途中。此等两面之人，瞒人一时，

总不能欺人一世。一经发觉就会招来天下的唾

弃。可恨的是天下遂因此而伤，国家遂因此而

衰，黎民百姓无不受其毒害。北宋的灭亡与“六

贼之首”的蔡京不无关系。

“两面人”想在官场上走得更远，通常会用

拉关系、搞圈子等方式影响其他官员，往往导

致腐败态势蔓延，严重影响政治生态，进而败

坏整个社会风气。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

恐怕也难逃这样的定位。当年身在清廷，以手

握军权之位受谭嗣同持诏之拜，当面应承政变

之事。不料他却反去太后那里告密，以变法之

命运换来官阶之上升。若以旧道德来讲，不能

算忠君 ；若以新道德来讲，不能算开明 ；若以

时势论，也不过是为了保自己的位置而已。但

这可以看出其两面之容，而后窃国之事，就更

令人痛恨。清廷弩末，他看出革命党之势不可当，

便摇身一变成为革故鼎新之先锋，逼帝退位以

换得大总统之位。后又以北洋军阀为班底，乃

至于野心毕现，谋取皇帝之位，终至天下皆明

其心，一起诛伐。于是他终日里惴惴不安，竟

至于郁郁而终。孙中山先生一生事业未能成就，

就因有太多这般“窃国大盗”的存在。是故中

山先生叹道“顾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

南北如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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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面人”的文化诊治

《论语·阳货》中称左右逢迎的伪善小人为

“乡愿”。“乡愿，德之贼也。”这些表里不一的

人是没有忠义侠骨的，惯会媚上欺下，欺世盗名，

貌似忠良，其实心里没有真正的德行。他们什

么都撑不起来，权势再大也只是一个站错位置

而败坏国家的跳梁小丑罢了。

一家仁，一国兴仁 ；一家让，一国兴让 ；

一人贪厉，一国作乱，其机如此。一般人纵是

言行不一，纵是两面做人，也不过招来一家之

祸而已。但若为官则不然，对百姓承诺得信誓

旦旦，背地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无所不为，

就绝不仅仅是一身一家之祸患了，而是国家天

下之灾了。李林甫、蔡京、袁世凯等人就是一

面镜子？

当今社会，多少干部昨日还在荧幕上光彩

夺人，今日便锒铛入狱？多少公仆在公众面前

振振有词，背后却大肆贪污，最终晚景凄惨？

两面为官，抛开悲剧下场不说，抛开祸国殃民

也不说，纵是伪善面孔不被揭露，内心惶惶不

可终日，岂不可悲？身居官职，本应服务大众

引为光荣，却偏偏谋求一人私利，聚积非法钱财，

岂不辜负于国民，辜负于人生和家庭！

回溯“两面人”的蜕变轨迹，他们中的很

多人其实一开始并非如此。王敏当年入党，兴

奋得整夜与人长谈，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青年时期奋发图强，

工作业绩优异，在组织的培养下一步步走上重

要领导岗位……他们曾有知行合一的岁月，对

党一片赤诚、满腔热情。然而随着手中的权力

越来越大，身边寻租机会、围猎者越来越多，

行动与理想宗旨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人生的歧

途末路。

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

会得“软骨病”。“两面人”首先是在“总开关”

上出了问题，党性锤炼不深刻，严以修身不入心，

理想信念就会在和内心贪欲的斗争中甘拜下风。

久而久之，宗旨意识就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沦为一种道貌岸然的伪装。失去了基本的价值

判断，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腐败官员披上伪装，

自以为高枕无忧。他们从一开始演得战战兢兢，

后来装得炉火纯青，最后甚至连自己都当了真，

沉迷在自己编造的幻象里，一步步由违规违纪

走向违法犯罪。

《 荀 子· 大 略 》 云 ：“ 口 能 言 之， 身 能 行

之，国宝也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 ；口言善，身行

恶，国妖也。”[3]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仅是

为官者的品行操守，更是应遵循的社会责任和

公民道义。对那些善于伪装，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喜欢搞“两面秀”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

说，是“貌似公正”的狡猾的狐狸。各级组织

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应该睁大眼睛，调动多种

监督力量，以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布下天罗地

网，对腐化迹象悉心地觅踪影、找马迹，寻来龙、

看去脉，揭开他们“伪善”“伪廉”的外衣，识

破他们“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伎俩。不仅听他

们台上怎么说，关键看他们台下怎么做，让再

狡猾的贪官也无处遁形。严以律己不是一句口

号、一种伪饰。干部应对制度、法律、规范的

遵循和恪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牢修身

做人的基础，养成良好的从官为政的习惯。

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

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

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

领导干部肩负建设国家和振兴民族的神圣职责，

理应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当“国宝”不当“国妖”，

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

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拧紧思想的“总开关”，

切实做到仰不愧于国、俯不愧于民、内不愧于己，

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强大正能量。 

[ 注　释 ]

[1] 刘昫等 .旧唐书· 李林甫传 [M]. 长春：吉林人

民出版社，1995 ：2056.

[2] 脱脱等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721.

[3] 荀况 .荀子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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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谨防“两面人”永做老实人

33. “为官不易”更要“为官有为”

34. 当有为官 做平常人

35. 为官勿做“两面人”

36. 刘家义指出审计人员要做老实人、做干净事、做有为官

37. 为官志在做公仆

38. 为官要做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

39. 论"为官不易"与"为官不为"

40. 修炼“慎独”功夫  不做两面人——从曾国藩的“慎独”说起

41. 莫做“两面人”

42. 为官要做“领头羊”

43. 为官莫做“两面人”

44. “为官不易”但不能“为官不为”

45. “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

46. 不做两面人,争戴自理章

47. 孟凡林:做平凡人  当有为官

48. 守纪律、讲规矩莫做“两面人”

49. 为官不做两面人

50. “为官不为”就“不能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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