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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较量
2015年3月，江西省委第三巡视组巡视南昌市西湖区。
在此之前，第三巡视组组长李泉新反复研究了省委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移交给三组的相关材料。在2014年第
一轮对南昌市的巡视中，西湖区委书记周某，已被列入进一
步关注的对象。

出征前夕，李泉新重申：“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团结协
作，依纪依法，严格保密，自觉接受监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

他解释说：“我们是监督别人的，决不能有特权思想，要
知道干部群众也在监督我们。如果不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说
不定人还没回去，告状信已经到省委了。”

说到做到。西湖区挑选星级酒店给巡视组办公，被否
定；海鲜上了餐桌，被撤走；水果拿进房间，被退回。区联络
员看到李泉新喜欢穿布鞋，就买了一双北京布鞋，要送给
他。李泉新严厉制止，并提出严肃批评。几天后，联络员又
将童装、儿童书籍、玩具等，放到巡视组驾驶员的房间里，说
是送给李泉新的孙子的，请驾驶员转交给组长。李泉新立即
让司机把东西退了。联络员又将东西邮寄到李泉新家，但邮
件被拒收，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西湖区委办公室负责人多次联系巡视组，说周某希望与
李泉新见上一面。李泉新回复：“可以，但不单独见面。”见
面后，周某说：“听说你们在查我？我什么事也没有！”李泉新
当着巡视组所有人的面正告他：“有没有问题你心里最清楚，
最好早点向组织说明你的问题！”

在巡视组面前碰了钉子，周某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
移隐匿相关证据。三组组员收到了“低头不见抬头见，事不
要做绝了”的匿名恐吓短信。

关键时刻，李泉新对组员们说：“你们大胆工作，有什么
问题都往我身上推！”有他这份担当，三组及时了解到周某插
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违规提拔使用干部、生活作风不正等
问题，并移交省纪委。

巡视结束不久，周某接受组织调查。那天，李泉新一夜
未眠。

三组有组数据：2014 年 1 月就任巡视组长，2016 年 3 月
查出肝癌，李泉新在省委第三巡视组工作800多个日夜。第
三巡视组完成了8轮巡视，巡视26个单位，发现问题线索934
条，其中涉及厅级干部问题线索89条、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
333条。

一大收获
2014年5月的一个周末，第三巡视组成员李思远一早接

到李泉新的电话：“今天不休息了，你跟我出去一趟。”
第一站是温圳监狱。
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他们提审了一名服刑人员。这

个人曾在三组巡视的某区做过主要领导，李泉新希望能从
他口中获得巡视单位的线索。这也是李泉新常用的巡视方
法——“挖老矿”。

“他做了非常多的功课，一项项问得很细。但我觉得并
没有挖到什么。”李思远回忆道。

离开温圳监狱，他们又到了另两座监狱。天气炎热，李
思远真担心56岁的李泉新吃不消。

回南昌的路上，李思远想，忙了一整天，跑了三个监狱，
却没挖到“矿石”，未免沮丧。

“思远，你觉得今天有收获吗？”李泉新似乎猜到了李思
远的心思。

李思远说：“要说收获，就是看了以后很感慨，我告诉自
己：一定要廉洁从政，不能犯错误。”

李泉新问：“还有呢？”
他想了想，说：“没有了。”
李泉新说：“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我们巡视工作，发现

问题是一大收获。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跑了一天，却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么，原来的怀疑就可以排除了，我们也
就放心了。所以，没有发现问题，同样是一大收获。”

一次小聚
2015年 11月 28日，星期六。寒风呼啸。萍乡市审计局

副调研员钟杰兰来南昌办事。傍晚，她给李泉新打了一个电
话，说请组长出来吃个便饭。前一轮巡视，钟杰兰被抽调到
三组，是李泉新的组员。

一听是钟杰兰来了，李泉新非常高兴：“你远来是客，我
请你！”

小餐馆很简陋，四面透着寒风。除了李泉新和钟杰兰，
还有两个人：李泉新的爱人和孙子。

刚入座，李泉新就单刀直入：“最近忙不忙？新一轮巡视
马上开始，三组需要你！”

钟杰兰听了这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她刚被抽调到
三组时，李泉新可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李泉新看
着组员的花名册，当看到钟杰兰的名字时，他问：“钟杰兰是
哪一位？”台下的她站起来，应了一声。李泉新看了她一眼，
问：“你这个副调研员是搞行政的，还是干业务的？”

钟杰兰是要强的人，组长这一问，刺激了她。第一次到
景德镇巡视，她发现了一个700多万元的“小金库”，这一“大
手笔”，让李泉新对她刮目相看。

寒风透过小餐馆的屏风吹到他们身上，不过，这丝毫不
影响李泉新的求知欲望。

“我们马上就要巡视几个大单位了，你说怎样才能快速
准确发现‘小金库’？”

钟杰兰说：“这些大单位，口子多。我想……”
李泉新打断她的话，向吧台招招手：“服务员，请拿张纸、

拿支笔来！”
服务员一时找不到白纸，就撕了一张空白菜单给他。他

对钟杰兰说：“快说来听听！”
钟杰兰说：“一是到这些部门的下属单位去了解，比如招

待所、后勤服务中心、食堂等；二是从管钱管物的人身上去了
解……”

六个方面的“秘诀”传授完了，菜也上齐了，菜单上写满
了字。

李泉新小心翼翼把菜单折叠成小方块，放进毛衣里面的
贴身衬衣口袋里，开心地说：“对付腐败分子，又多了一个法
宝！”

钟杰兰发现，这顿饭，李泉新根本没吃几口菜。他买了
单，告别时，他对钟杰兰说：“我马上 58 岁了，还想再好好干
两年，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钟杰兰说：“这段时间确实很忙，分不开身。”
李泉新不放弃：“就算很忙，你也要先过来，哪怕一个星

期也好，帮我炸开一个‘口子’，你就回去。”

一次“说情”
有李泉新坐镇指挥，三组组员干劲十足。钟杰兰更有使

不完的劲。

巡视某县时，钟杰兰突然找到李泉新，说话时有些底气
不足。

“李组长，我有个事请您帮忙。”
平时都是李泉新“求”她帮忙，现在颠倒过来了，李泉新

觉得奇怪。
“您说我这看人家的账吧，一路杀杀杀的，正干得起劲，

碰到这个单位有个人是我亲戚。我这亲戚把我骂得要死。
您能不能帮个忙？”

李泉新说：“这个忙你也帮？他找你、骂你，你可以推到
我身上来啊！我跟你说个例子，我亲嫂子有个亲戚，也因为
犯了什么事给关起来了。我要是打个招呼，有关方面肯定给
面子。但我怎么能帮这个忙呢？”

钟杰兰理解李泉新的话，不再说下去。
后来，钟杰兰的这个亲戚违纪问题被查实，被免职了。
李泉新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授课时，给学员讲过一个

故事：“宜春市袁州区原区委常委、公安局长被抓起来了。他
的一个亲戚是我高中同学，我这同学跟我打电话，请我帮
忙。我告诉她，没办法，我们有铁的纪律，不准说情。”

李泉新对学员们说：“我们纪委有禁令，其中一条，就是
严禁干预基层办案。”

一台收音机
2016年5月下旬，李泉新去世前几天。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
省纪委干部谢良贵在重症监护室外穿好隔离服，准备进

去看望李泉新。突然，他隐约听到监护室里传来收音机的声
音。他眼睛湿了：“没想到，都这样了，他还在听新闻。”

收音机，是李泉新最好的“伙伴”之一。散步，随身带着
收音机；晚上，在收音机播送的新闻中入睡。省纪委驾驶员
罗辉说，他的车载收音机，频率一直定格在“中国之声 89.1”
上。“组长就爱听新闻，所以现在我都喜欢听了。”

而病床上的这台收音机，是儿媳徐翠在上海照顾李泉新
时网购的。她说，公公在监护室，一清醒过来就要听新闻、看
书。应公公要求，她还网购了《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
回忆录》，放在他枕边。

李国英对哥哥李泉新的记忆里，也有一台收音机。1979
年，李泉新上大学后，第一个暑假回到丰城市老家，就忙着帮
家里干活。他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很大，放进裤袋，一边收听
新闻，一边挑着米糠到城里去卖。

李泉新常说：“不看书不看报，这不行。再忙，每天的《人
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要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新闻和报纸摘要》都要听。只要每天坚持做到这一点，就
等于天天进党校、天天进干部学院了。”

他卧室里堆满了书，《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等著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去上海治病前夕，他还在翻阅

《之江新语》。
省纪委干部汤长明回忆，他刚调整到财务部门工作时，

李泉新跟他聊天：“你现在到了财务上，天天和账目打交道，
但政治理论学习还是不能丢。”第二天，李泉新就送来了一套
书，小汤一看，是《朱镕基讲话实录》。

一声道歉
李泉新进入重症监护室后，他的7个兄弟姐妹陆续来上

海探望。
大姐李凤英来到李泉新跟前。李泉新看着大姐，歉疚地

说：“大姐，我对不起你。”
看着虚弱的弟弟，李凤英哭了。
李泉新考上北京大学时，家里很苦，是大姐从微薄的工

资里挤出钱来，资助他上学。后来，李凤英在丰城市河洲卫
生院工作的女儿有个进城的机会：市中医院从基层选拔医务
人员。大姐希望李泉新能够出面打个招呼，但李泉新没有答
应。他对姐姐说：“这事我帮不了。帮了你，别人就会被挤
掉。这种妨碍公平的事，我不能做。”

“好石”，是丰城人对硬脾气人的称呼，也是老家人对李

泉新的评价。
李泉新最小的弟弟李贵兴，有一好友在新余市开超市。

超市被水淹了，朋友跟房东就超市租赁合同起了纠纷。朋友
找到李贵兴，要他跟李泉新说一下，请李泉新跟有关方面疏
通疏通关系。碍于情面，李贵兴硬着头皮，打通了哥哥的电
话。李泉新对弟弟说：“这事我不能掺和。我帮了你朋友，就
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再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你也不一
定全清楚，这样的经济纠纷我不能干预。”

李泉新向亲人解释：“如果我因为办了不该办的事犯错
误，你们心里好受吗？再说，我是监督别人的，自己怎么能犯
错误呢？自己犯了错误，还怎么去监督别人呢？”

徐翠认识李泉新儿子之前，已经是省妇幼保健院的合同
工。李国英说，哥哥去世以后，他们兄弟姐妹看电视，才知道
哥哥的儿媳还不是“正式工”。

“他对自己儿媳都这么严格，我们更不能怪他了。”李国
英说。

一块手表
李泉新去世快半年了，家里那块手表，还是原封不动放

在盒子里。
这块手表，是徐翠在他住院期间，花了 500 元在南昌买

的。年轻时他就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但他戴的多为电子表，
坏了就再买一块，最多都不超过200元。

儿子儿媳曾花 1000 元买过一块较体面的手表送给他。
他非常珍惜，戴了数年后，也坏了，他又开始戴起便宜的电子
表。

今年 5 月，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的他，突然发现手表上
的字码不显示了。爱人徐国香打电话给儿媳，让她在南昌买
块新表，带到上海来。

徐翠立即来到南昌一家商场买了这块手表。当她带着
手表去上海看望公公时，发现先前那块坏了的表又戴在了他
手上。婆婆解释说，她上街找师傅看了看表，原来没有坏，只
是没电了，换了新电池，又能用了。

李泉新走了，那块新买的手表，他还是没用上。
“他这人简单，物质上没有一点要求。”徐国香说。他的

公文包是普通的材料袋，用了许多年，一个角磨破了。被巡
视单位想给他换一个，他不允许，说这个包用习惯了，只要不
掉东西就行。他办公室的水杯，是装罐头的玻璃瓶。他的布
鞋，是他自己从地摊上“批发”来的，20元一双。他的皮鞋，永
远只有一双——穿破了才肯买新的。他在家吃饭时喜欢喝
上一杯，儿子儿媳就在网上买酒，一瓶不超过40元。李泉新
戴的眼镜只值几十元，镜框褪色，镜身变形，一块镜片裂了一
个小口子。儿子儿媳实在看不下去，一个周末，小两口去鹰
潭办事，听说那里的眼镜价廉物美，就给他买了一副，也就
200多元。

一门家风
“听说他在外面好严厉，但在家里不会。只要他回家，家

里就有说有笑的。”徐翠说。
回到家中，他会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一边炒菜一边收

听新闻。吃饭时，他一边呷着小酒一边给家人讲历史故事，
讲中共党史，讲反腐倡廉。

“我们都吃完了，他还一边喝酒一边跟我们聊天。”徐翠
说。

李泉新的工资卡由徐国香保管。上班前，徐国香会从他
口袋里掏出那个透明的塑料袋来看看，袋子里的钱看得一清
二楚。

“他袋子里不会超过300块钱，少了我就会给他加一点，
让他买烟。”徐国香说。

徐翠想给公公买个真皮钱包，李泉新不肯，说用塑料袋
包钱，不占地方。

李泉新也有“土豪”的时候，那就是回老家过年。
每年春节回老家前，爱人和晚辈不等他开口，合起来给

他两万元。儿子没买车时，一家人坐客车回丰城；有了私家
车，就坐自家的车回老家。

李泉新母亲 80 多岁，身板硬朗。晚上，母亲回房休息

了，李泉新就进到母亲房间，拿出那两万元，交到母亲手上。
母亲看着这么多钱，露出一丝不安，说身边儿女都很孝

顺，她不愁没钱用。
李泉新看出了母亲的心思，说：“妈妈，这钱你放心大胆

用，儿孙的钱是干净的！”
过年过节，李泉新习惯住在最小的弟弟李贵兴家。李贵

兴说：“我们是怕他来，又盼他来。”
怕，是因为“每次都给我们上政治课，提醒我们做人一定

要低调，不要张扬，不要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盼，是因为李
泉新“墨水”多，记性好，家人团聚时，他有说不完的故事，特
别是晚辈们，更喜欢听他说话。

有团聚就有离别，该回南昌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出门相
送，李泉新向母亲挥手告别，上车前不忘补上一句：“妈妈，儿
子去赚钱给你用了！”

一次辞行
2016年3月12日，李泉新住进江西省人民医院。
13日，李泉新跟医生说：“我要出院。”
医生说：“急性肺炎还没控制住，不能出院。”
家人说：“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叫我们怎么放心？”
李泉新听不进去。他说四所大学的巡视刚刚开始，工作

安排一环扣一环：13日晚上要开碰头会，14日统一行动。他
是组长，必须到场。

医生拗不过，说一定要出院，病人必须签字。李泉新说：
“我签！”

他在责任书上写下12个字：“身体出了任何问题个人负
责！”然后让医生开了 3天打点滴的药，坐了 4个多小时的长
途车，赶到被巡视单位——位于赣州市的江西理工大学。

到学校后，李泉新不停地咳嗽，胃口不好，吃了一点面
条，来到医院，用南昌带来的药打起了点滴。

3月 16日，药用完了，巡视前期工作也部署完毕。李泉
新觉得病情没有好转，决定回南昌复诊。

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罗嗣海前来送行。李泉新忽然
想起了什么，对罗嗣海说：“学校里的电子显示屏要滚动播放
巡视信息，滚动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

说完，他摇晃着走近车子，左脚先上车，坐下，再用双手
“搬”起右脚“放”进车内。

一路上，驾驶员罗辉从后视镜上看到，4 个多小时的车
程，李泉新是蜷缩在后座上，苦撑到南昌的。

进入南昌市区，他并没有去医院，而是先到设在南昌的
江西理工大学分校，检查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

中午，他陪组员吃了工作餐，就来到省人民医院复诊。
次日，结果出来了：肝癌。

谁都没有想到，这次辞行成了永别。他，再也没有回到
战友们身边。

一场送别
5月18日，李泉新来到上海复检和治疗。一切来得太突

然。组员们为了不让他担心病情，用工作来分散他的注意
力。

钟杰兰给李泉新发短信：“我们这个星期天没回家，按照
您的指示在加班加点。发现了不少问题，在这里已形成了很
大震慑。请您放心养病，我们都很想念您、惦记着您，希望早
日听到您康复的佳音！”

李泉新回复道：“钟杰兰好！很高兴你们发现了不少问
题！我在上海。明天将做几项身体检查。谢谢你们关心！
很希望跟你们一起战斗！”

但是，他的战友们没能听到他康复的佳音。5月 31日，
李泉新永远离开了人世。

6月2日，南昌大雨滂沱，全城内涝。
李泉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8时举行。
一大早，省纪委的同志赶来了，江西纪检监察系统认识

李泉新的人赶来了，和李泉新并肩战斗过的省委第三巡视组
的组员们赶来了，被巡视单位的同志也赶来了。

通往殡仪馆的路已被积水淹没，车辆无法通行。钟杰兰
和她的同事刘霞、南昌县审计局干部黎凌凌都曾在三组工作
过，姐妹三人在路边小店买了三双雨靴，小心翼翼涉水前
进。但越往前，积水越深，情急之下，她们花钱雇了一位壮年
男子，背着她们涉过了深水区。

遗体告别仪式推迟了两个小时。
人越聚越多，许多人都挽着裤腿，打着赤脚。10时整，遗

体告别仪式开始。
望着李泉新的遗像，钟杰兰和大家一起，饱含泪水，深深

鞠躬。

一声绝唱
李泉新被查出肝癌前一星期，2016年 3月 9日。中国井

冈山干部学院。
李泉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厅局级领导干部讲

课。他足足讲了2小时40分钟，最后，他用下面这段话，满怀
深情地结束了这堂课——

人生好比一次远航，历经风雨与险滩。是沉舟折戟，还
是乘风破浪，这个舵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好比一部书，这
部书是否精彩，全由书的主角决定，而书的主角就是自己。

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
后应该留点什么，这是我们每个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必
须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的三个重要问题。

希望每位同志以腐败分子为戒，珍惜自己的历史和荣
誉，珍惜党和人民的培育和信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艰苦奋斗，廉洁从政，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
气、浩然正气。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自觉为党和人民掌
好权、用好权，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要努力成为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人，努力成为同事和
部下敬佩信服的人，努力成为家属和子女引以为荣的人，努
力成为回首人生问心无愧的人！

这是他一生的写照，更是他生命的绝唱。

●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定有庞大
的根系，根深才能树高，根深才能叶茂。学
习就是生命的一种“光合作用”，人的精神世
界会因为学习而变得蓬勃葱茏、气象万千。

● 亲情、友情再深，也要有一个“界”，
这个界限就是公权不能私用。作为党的领
导干部，我们最深沉的爱、最博大的爱、最真
切的爱，是爱国家、爱人民。

● 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党的
人。党的领导干部，是有规矩的人，是不能
为所欲为的人。

● 自古以来，没有几个做官的死于饥
寒，但是死于敛财的，历朝历代，大有人在。
人不可能把金钱带进坟墓，但是金钱能将人
带进坟墓。金钱没有牙齿，却可以吞没人的
灵魂。

● 党纪政纪是设在悬崖边的一道道护
栏，保护我们不要掉到悬崖下面去。遵守纪
律，就是善待自己。我认为，清廉才能轻松，
越清廉就越轻松。

—— 李泉新

纪 实

巡 视巡 视 组 长组 长
——追记李泉新

□□ 江仲俞江仲俞 宋海峰宋海峰 游游 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