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客觀看待汕尾的過去、現在、將來？如何看待烏坎事件的真實意義？如何看待一個地方官員的責任擔當？
汕尾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鄭雁雄最近接受本報專訪，對此一一作出他獨到而誠懇的解讀——

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

▲汕尾陸河縣城▲汕尾陸河縣城
▲▲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右一）陪同廣東省委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右一）陪同廣東省委

書記汪洋（右二）、省長朱小丹（右三）、深圳市書記汪洋（右二）、省長朱小丹（右三）、深圳市
委書記王榮（左一）等領導參觀深汕特別合作區委書記王榮（左一）等領導參觀深汕特別合作區

汕尾擁有汕尾擁有455.2455.2公里的海岸線，每年夏季，陽光海浪沙灘吸引遊客無數公里的海岸線，每年夏季，陽光海浪沙灘吸引遊客無數

世界重要濕地世界重要濕地——汕尾海豐東關聯安圍自然保護區汕尾海豐東關聯安圍自然保護區

每年一月，汕尾陸河的萬畝梅園梅花競妍，暗香浮動，引來眾多賞梅人每年一月，汕尾陸河的萬畝梅園梅花競妍，暗香浮動，引來眾多賞梅人

投資投資600600億元的汕尾陸豐甲湖灣寶麗華能源基地億元的汕尾陸豐甲湖灣寶麗華能源基地

3月中旬，內地一份財經報紙刊發一組專稿，專門就汕尾市經濟社會
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癥結、出路等進行了頗為不客氣的剖析，使到曾因烏
坎事件備受關注的汕尾再次抓人眼球。中共汕尾市委、汕尾市人民政府對
此高度重視，要求全市正視媒體監督、批評，開展讀報道、明責任、建家
鄉系列活動。為了全面反映一個地區的發展變化，促進新聞報道與地方工
作的聯動，我們專門組織採訪組約訪了汕尾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鄭雁雄。

不怕媒體關注 就怕媒體懶得關注
記者：鄭書記，開門見山，您如何看待近來對汕尾的各種報道？
鄭雁雄：首先還是要感謝媒體對汕尾的關注、監督和支持。我總認

為，作為一級黨政，不怕群眾老找你，就怕群眾不找你；不怕媒體老是關
注，就怕媒體懶得關注。群眾老找你是因為信任你，相信你能解決他的問
題，要是不找你了，你的信用就完了；媒體也一樣，雖然境外媒體真的有
好、中、壞，但確實很多是好心的，確實很多負面報道也是 「恨鐵不成
鋼」，覺得你本可以做得更好，提醒你。到了懶得理你的時候，那就意味
着你沒指望了。因此，我多次說過，對真實的、善意的、積極的輿論監督
歷來歡迎。當然，不實的報道或炒作就越少越好。

記者：對關於汕尾的一些負面的報道或者說是您不滿意的報道您是怎
麼看的？

鄭雁雄：對於毫無理據的炒作造謠，我認為那一定是政治原因，是故
意誤導，是有背景的。對於那些好心的批評，我認為，必須誠懇對待，哪
怕其中有些失實也要接受，包括一些刺耳的、開罵的批評意見也在接受之
列。因為幾乎沒有一篇報道是百分百準確的，看新聞不能求全責備。近來
關於汕尾的負面報道多數是揭一些老問題， 「印象分」較多。我想，就算
是翻翻老賬也有好處，就像我們看看反映鴉片戰爭、文化革命的電影一
樣，受一次再教育也很有意義。當然，再教育不等於說我們現在還處於鴉
片戰爭、文化革命時代吧⁈沒關係，我們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記者：有沒有給媒體提意見的話？
鄭雁雄：我想說一個觀點。我個人在廣州工作二十多年，來汕尾工作

八年，我從對汕尾不了解、不自信到很了解、很自信，經歷了一個重要的
心路歷程，就是 「情人眼裡出西施」。喜愛上了，你會發現很多亮點，汕
尾環保、美麗、遼闊，汕尾人豪氣、實在、有情，這是支撐我八年孜孜以
求的深層動力。我總覺得對落後地區，看出毛病很重要，但看出生機、潛
力更重要；對發達地區，看出經驗很重要，但看出危機、短板更重要。意
思是有請媒體朋友對於長期落後的地區，多發掘亮點，少求全責備；多出
謀劃策，少一棍打死；多作友情式批評，少做冷眼旁觀者。

歷史問題在一個個化解
記者：關鍵還是要改變大家一直以來對汕尾的成見。老問題真的改變

了嗎？
鄭雁雄：這個問題我認為最為核心，相信也是大家最為關心的。我們

去年12月召開的第六次黨代會這樣總結汕尾近年來的三大變化：一是快
速發展使汕尾從後發地區變身發展熱土；二是陸續規劃建設的廈深高鐵、
深圳沿海高速、潮莞高速公路等，使汕尾從邊緣地帶變身 「粵東通向珠三
角的橋頭堡」、 「東岸十市通衢」；三是作為全省唯一一個在漁港小鎮建
立中心市區的地級市，現代化濱海新城初具規模，汕尾已從漁港小鎮變身
濱海新城。2009年汕尾被評為全國十大 「最喜愛的休閑城市」，2010年
上榜中國最具魅力城市。但我認為，看汕尾變了沒有，關鍵還是看人，以
及與人有關的東西。也就是政務環境、治安環境、社會環境三大歷史問
題。

記者：您認為這三方面比諸如交通等問題還重要？
鄭雁雄：交通與城市基礎設施非常重要，目前解決起來已經勝利在

望。但是，很多內陸城市也能大發展，說明交通基礎設施並不是核心因
素。尤其是汕尾，過去罵名太多，印象太深，積重難返，解決歷史問題的
中心要放在這裡。

記者；那麼，這些方面改變了嗎？還有什麼難以改變的？
鄭雁雄：必須承認，人文環境的改變是最難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汕尾更是如此。但我非常負責任的告訴大家，汕尾確實變了，實質性
的變了，很難能可貴的變了。重點問題上，汕尾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
被國家戴過好幾頂 「重點治理」的帽子，從新世紀以來已經基本摘帽不反
覆；社會治安上，汕尾連年刑事發案率排在全省末尾，社會安全感逐年提
升，雖然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對比以前，必須承認是好多了；社會問
題主要看民俗民風，汕尾這幾年被評上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主流民俗
文化登堂入室，體現在重大項目的徵地雖然也有過風波，但同樣項目，汕
尾不比兄弟市差，譬如廈深鐵路汕尾段就是全程最長、徵地任務最重、第
一個完成徵地任務的市，且無上訪、無群體事件，這與過去紅海灣電廠徵
地的麻煩相比是一個重大的改變；政務環境上，以最近報道的企業註冊難
為例，華潤海豐電廠在汕尾註冊用了10天，徵地52萬平方米用了30天，
這與過去比，又是迥然不同了。當然，這方面還不是喘口氣的時候，路途
還很遠，但確實在變，確實值得期待。

記者：有不少網友質疑汕尾 「群眾滿意度」、 「魅力城市」等幾個問

題，您知道嗎？
鄭雁雄：知道，我也經常上網看帖子。2010 年以來，汕尾陸續得到

一些中介組織評出的榮譽稱號，其中 「中國魅力城市」是世界華商大會評
出的， 「最受喜愛的休閑城市」是世界休閑組織中國分部評出的， 「最具
投資價值旅遊城市」是亞洲旅遊協會和世界度假聯盟評出的，群眾對黨政
機關滿意度是省科學發展觀考核組委託城調隊調查的結果。這些調查和評
比的標準和過程我不太清楚，但地方政府都不知情，也不需要花錢。當
然，我不會因為這些光環而沾沾自喜，但確實印證了汕尾有變化。

「沿海陷落帶」
也可以理解為 「沿海新崛起帶」
記者：對於媒體提出的 「沿海陷落帶」現象，你同意這個說法嗎？汕

尾該如何面對？
鄭雁雄：我同意有這種現象，但套在汕尾不算精準。確實，我省很多

地方看起來就是 「躺在海邊的山區」，這話我四年前就說過。至於是不是
叫做 「陷落帶」可以商榷，總之是指不該落後而落後了。從打氣的角度，
我更願意叫做 「沿海後發達地區」，這不僅包括汕尾。我是這樣解讀後發
的： 「後」，是現狀的 「後」， 「發」是本來有條件發展今後仍有機會發
展甚至是跨越發展的 「發」。從這個角度看，該文所指的 「沿海陷落帶」
很可能就是我省未來第二輪大發展的 「崛起帶」。

記者：聽起來您對汕尾已經作了 「沿海崛起帶」的預期？
鄭雁雄：對！我認為，汕尾目前可以說是處於史上最好的黃金發展機

遇期。從粵東板塊看，粵東本身就是東部沿海地區，是《珠三角發展規劃
綱要》和海西經濟區雙重複蓋地區，後發優勢明顯；從環珠板塊看，處於
環珠三角 「內環」地區的汕尾、河源、清遠、雲浮、陽江五市發展勢頭迅
猛，與 「十五」時期比提高了5.3個百分點，而其他地區則只提高了3.4個
百分點；從沿海板塊看，省委十次黨代會早就提出沿海板塊、山區板塊的
全新定位，使到東西兩翼7個有海岸線的市一下子站到與珠三角類似的經
濟區位上。汕尾是最靠近珠三角的兩個沿海市之一，且鄰近的是最具輻射
力的深圳等珠江東岸地區。縱觀這幾年的發展，汕尾幾乎踩準了省和國家
政策的鼓點，獲得最大限度的發展空間和外力；產業轉移，汕尾與深圳深
度合作，創辦了全省最優的產業園區——深汕特別合作區；珠三角規劃
《綱要》的實施，汕尾一個漂亮轉身，成為粵東融入珠三角的橋頭堡，成
為珠三角東岸地區海岸線第一延長線、交通第一門戶、發展第一圈層、旅
遊第一站、產業轉移第一目的地；廣東區域協調發展，汕尾受命爭當排頭
兵，後軍變為前鋒。汕尾，無疑吃定新一輪發展的 「頭啖湯」。

深汕合作是誰也逆轉不了的好事
記者：這麼大底氣是來自深汕特別合作區嗎？
鄭雁雄：底氣來自於區位魅力、資源優勢、發展勢頭等綜合因素，但

確實深汕特別合作區是主要的優勢、深層的底氣。
記者：可目前有的人並不太看好這種合作，認為如果把這個區作為飛

地完全給深圳管更好操作？
鄭雁雄：有看法可以理解，凡是一下子誰都明白好賺錢的生意一定不

是什麼好生意。至於是這種合作好，還是 「飛地」好，就更加不是現在能
斷定的。改革開放之初，沒有幾個企業是合作企業、股份企業，到現在再
說合作企業、股份企業不好就鬧笑話了。深汕特別合作區是國家區域協調
發展戰略的一個試驗田，是廣東創新產業轉移方式的示範區，不是單為一
個市考慮的，任何單方面的思維出發點都會陷入誤區。

記者：您是否認為合作有利於汕尾， 「飛地」有利於深圳？
鄭雁雄：合作是三方面的，省、深圳、汕尾誰都有責任，誰都不能偷

懶； 「飛地」是單方面的，深圳單幹，省和汕尾必然會偷懶，這種局面對
三方面尤其對深圳都是不利的。當然，我們的合作是創新型、動態型的，
合作過程中什麼辦法更有利於推進就用那種辦法，直至接近 「飛地」的模
式。這方面汕尾無私心、無定論、無框框，竭盡最大誠意，尊重深圳智
慧，拜深圳為師。

記者：您對這個合作看起來充滿信心？
鄭雁雄：深汕合作對省、對深圳、對汕尾都找不出一條不想幹、不願

意堅持幹的理由，這是客觀存在。省委、省政府極盡重視，寫入十二五規
劃和十一次黨代會報告，上升為省級戰略，一個掛牌儀式有省、市三方面
黨政主官和十餘名省領導出席，光是汪洋書記就有五次專門講話、十次批
示、兩次現場視察，比全省任何一個合作項目都高看一眼厚愛三分。市場
聯動已經起步，投資者已經絡繹不絕。這樣的合作大勢，誰也不可能逆
轉，深汕特別合作區是誰也逆轉不了的好事。

好山好水 天下汕尾
記者：汕尾在產業轉移上確實有優勢，除此之外，汕尾有什麼獨特的

產業優勢？
鄭雁雄：有，在電力能源、電子信息等方面，我們已經大有優勢，還

有服裝毛紡、珠寶首飾、海洋水產等，支柱產業六七個。目前還有一個重
要的潛在優勢是休閑度假旅遊資源。在經濟繁華的珠江三角洲，空間十分

擁擠，想享受一下自由空間和新鮮空氣簡直是一種奢侈。而很少人知道的
是，在珠三角的東大門，在距離深圳市僅一小時車程的汕尾市，卻是數百
種水鳥的天堂、上千里海灘的岸線、十萬畝梅花的花海……一座旅遊富礦
悄然坐落在珠三角的東郊。

記者：這真的很少人知道，願聞其詳。
鄭雁雄：如果說旅遊老三寶是名山、名水、名勝，新三寶是綠色、沙

灘、溫泉，那麼，在汕尾，可以說是 「旅遊新三寶，汕尾樣樣好」。汕尾
有長達455公里的海岸線。市區的品清湖、紅海灣的白沙湖，是我國稀有
的海上潟湖；陸豐金廂灘、甲湖灣、市區銀龍灣、長沙灣等，是沙淨水潔
的優質沙灘；紅海灣的遮浪半島，則是海上運動健兒的競技舞台，第16
屆廣州亞運會海上項目、第14屆亞洲帆船錦標賽的舉辦地；已發現二十
多處溫泉資源，淡泉、鹹泉、硫泉、氡泉兼有；陸河縣擁有四萬畝紅椎
林、十萬畝梅林、兩萬畝櫻花林和禾雀花、桫欏等一批珍稀觀賞物種，是
省級林業生態縣，中國青梅之鄉；海豐縣有聯安濕地、大湖鳥島、公平鳥
島組成的上萬公頃的國際濕地，擁有國家二級保護鳥類黑嘴琵鷺等數百種
珍稀鳥類，是中國水鳥之鄉。

記者：鮜門的海鮮物美價廉我是領教過了。
鄭雁雄：汕尾市的土特產是發展旅遊業的又一重要配套資源。已經形

成梅隴通菜、博美蘿蔔、辰州生蠔、捷勝海膽、鮜門海鮮、陸河青梅、黃
羌金針菜、聯安有機米等一大批原生態食品基地，還不時可品嘗到稀有的
鳡魚、河豚、海膽、鰣魚等野生海產品。由於有高品質的原材料，且兼容
潮州菜、客家菜、廣府菜特色，因而汕尾菜系更富粵東原生態特色，更富
有健康飲食意義。加上海豐可塘、陸豐華輝等寶石水晶加工貿易基地，形
成吃、購、玩一條龍的汕尾風味特色，成為汕尾旅遊的獨特魅力。

記者：旅遊設施好像還是薄弱？

鄭雁雄：對！我們也在加大力度。目前，汕尾正按照規模化、品牌
化、特色化的要求，突出抓好景區、景點、網絡、酒店等旅遊基礎設施建
設，打造現代旅遊綜合體，在原有市區巴黎半島、海豐金鵬、陸豐海韻等
星級酒店和碣石玄武山、海豐蓮花山等AAAA級旅遊景點的基礎上，重點
抓好市區長沙灣度假城、赤坑海水溫泉度假村、鮜門商飲度假綜合體、陸
河溫泉休閑度假帶、紅海灣海上運動基地、金廂灘主題海洋公園、品清湖
遊艇俱樂部、銀龍灣休閑居民綜合體、特別合作區明熱溫泉、聯安（大
湖、公平）國際濕地生態游等十大景區項目以及黃金海岸、海麗高爾夫會
所、碧桂園品清湖、華策陸城、華輝濱江等一批大酒店的招商、規劃、建
設，加快旅遊品牌線路和信息化網絡建設，打造國家級休閑旅遊大市。

記者：可千萬不要一開發旅遊就污染破壞！
鄭雁雄：對！為了對得起這片美麗的土地，汕尾市正啟動旅遊開發發

展規劃編製工作，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旅遊發展，用精細發展精神打造旅遊
精品景區、精品線路、精品城市。用最優惠政策，最貼身服務，最低廉成
本，與投資者攜手共進，努力擦亮紅色經典、藍色濱海、綠色生態、古色
名勝、特色旅遊五塊招牌，打造 「汕尾五色遊」品牌。推動汕尾旅遊形成
較長的產業鏈，吸引珠三角人 「遊海陸豐山水、玩紅海灣沙灘、泡鹹淡水
溫泉、吃原生態海產、吸負離子空氣、享真善美人生」。

醒來的汕尾更值得期待
記者：記得08、09年省搞產業轉移扶持資金PK的時候，汕尾在南方

報登過一篇《醒來的汕尾》，是出於何考慮？
鄭雁雄：汕尾確實是一個資源蘊藏豐富、區位非常獨特、機遇非常難

得的地方，就如拿破侖說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樣，汕尾不敢妄稱醒獅，但可
以說是醒來的 「辛巴」——小獅子。記得安徽銅陵有過一篇《醒來！銅
陵》的評論文章，我們不想照搬照套，基於汕尾的發展勢頭已經形成，就
叫做《醒來的汕尾》。

記者：該如何深入解讀這五個字？
鄭雁雄：汕尾如果真是一頭小獅子，他確實已經醒來，而這樣的覺醒

確實非常值得期待。 「十二五」期間，汕尾有望繼續砍尾進位，為我省區
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成果提供例證；二十一世紀戰略機遇期的後十年，汕尾
5271 平方公里的腹地和 455 公里的海岸線，是珠三角外溢效應的第一圈
層、第一受眾，有望和環珠三角其他四市一起崛起 「環珠經濟帶」；未來
20年，汕尾可能通過深化深汕合作，以深汕特別合作區和發展海岸經濟為
兩個增長極，撐起粵東一個中游地帶，削減粵東與珠三角落差的陡峭性，
真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為全省乃至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提供示範。

記者：這頭小獅子醒透了嗎？
鄭雁雄：不錯，確實有點睡眼惺忪，問題還有，譬如一些幹部中 「躲

貓貓」現象還有，但一旦醒來，醒透是遲早的事。

船小更要敢於先掉頭
記者：相信省委、省政府、社會各界都十分期待汕尾的崛起，您認為

該從哪裡着手？
鄭雁雄：從轉型升級破題。2011年1月，汪洋書記給剛剛砍掉主要經

濟指標落後尾巴的汕尾提出 「爭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排頭兵」的全新要
求，很多人難以理解，經濟總量剛剛 「砍尾」，咋就要當排頭兵了呢？一
年過去，汕尾人用行動做出了回答：不拚GDP，拚轉型升級。2011年來源
於汕尾的總稅收增長 36.5%，增幅居全省第一，經濟效益躍上新台階。與
此同時，產業結構悄然大變，新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50多家，新登私營
企業、個體工商戶增長三倍多，專利授權量增幅連續兩年全省第一，汕尾
電廠一期四台機組全面發電併網、華潤海豐電廠開工、陸豐核電批准前期
工作、深汕特別合作區實質啟動，使汕尾產業體系出現全面轉型升級態
勢；過去處於產業低端水平的服裝、毛紡、食品等產業在金融危機中通過
倒逼機制逆勢上揚，食品出口連年成倍增長，毛紡業數字化水平成倍增
長，數控織機已超5000台水平，以休閑旅遊為龍頭的旅遊業連續三年實現
遊客、收入增長超35%以上，迅速崛起為汕尾新興支柱產業；與產業轉型
相伴而來的是社會發展形態的轉型，到2011年，汕尾終於全面摘掉計生三
類地區帽子，困擾汕尾教育多年的高中毛入學率終於達標，扶貧 「雙到」
成為先進典型，落後多年的汕尾終於有了三級醫院，有了名校華師附中，
有了體育館，有了星級賓館……。

記者：這些變化對汕尾意味着什麼？有沒有質的意義？
鄭雁雄：意味着後發地區也可以轉型升級，意味着船小更要敢於先掉

頭，這是一種發展路徑的顛覆性抉擇。我認為，如果我們亦步亦趨去追，
是沒前途的，更無法後來居上。從近幾年的發展看，汕尾要謀求後來居
上，必須小船先掉頭，超越追趕型，後發先轉型。這是汕尾今後一個時期
發展的主題主線。

「深、海、城、人」
四字方略謀求藍色崛起

記者：這個提法很提神，具體方略是什麼？
鄭雁雄：我們在第六次黨代會和 「兩會」上提出了深汕合作、海岸經

濟、宜居城鄉、人文環境四大戰略。其中，深汕合作戰略前面已經提到
了；海岸經濟戰略是發揮455公里海岸線資源優勢，大力發展依託海岸線
的臨港工業、先進製造、濱海旅遊、現代物流、海洋水產業，打造電力能
源、電子信息、石油化工、現代物流、現代旅遊、現代農業六大基地，謀
求藍色崛起；宜居城鄉戰略則充分發揮汕尾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已漸成稀
缺資源的 「綠地、青山、藍天、碧水」，全方位擦亮汕尾作為 「中國最具
魅力城市」的招牌，把汕尾打造成 「宜業宜居宜憩」的樂土；人文環境戰
略則是針對汕尾的軟肋，堅持把做 「人」的工作擺到與做 「物」的工作同
等重要位置，全力推進社會各項事業發展，重點突出創新社會管理，保障
和改善民生，實現 「先跌跤者先站立起來」。

記者：這四大戰略能達到什麼效果？
鄭雁雄：四大戰略就是今後汕尾落實科學發展觀、後發先轉型的汕尾

方略，追求產業升級與合作升級、城市升級、環境升級、社會升級的相成
相濟，促使汕尾經濟形態從山區型向沿海型、產業形態從傳統型向現代
型、城市發展從邊緣型向節點型、人文環境從擔憂型向放心型的轉變。

「鐵腕人物」 不適合我，也不適合汕尾
記者：媒體的報道中提出一個重要命題，說您面對的是一條充滿荊棘

的汕尾自救之路，汕尾需要一位鐵腕人物，您是汕尾期待中的鐵腕人物
嗎？

鄭雁雄：這個問題我特別想要說一說。首先，我承認任何自救之路都
充滿荊棘，汕尾既不例外，也沒有太多的特殊，況且有中央的區域協調發
展戰略，有省的東西北地區加快發展政策，有兄弟市的產業合作和幫扶政
策，有歷屆老領導打下的堅實基礎，而不僅是所謂 「自救」，汕尾的崛起
我堅信是底氣十足的。其次，我雖然十分嚮往雷厲風行、說到做到的硬朗
作風，但我不屬於 「鐵腕人物」那一路的。所謂 「鐵腕人物」，我理解所
謂 「鐵腕人物」有很多好的方面，但也與不講民主、獨斷專行、難以合作
等相關，這與民主政治、科學發展、集體領導是相悖的。再次，汕尾不能
指望什麼 「鐵腕人物」，而必須指望一個團隊、一種機制。今日汕尾，發
展大勢已定，需要的是對內對外對己對公都非常清醒的一個明白人和一個
敢於擔當、善於擔當的團隊，或者再加上一個穩定的基層和一套好的制度

體系。如果非要我回答我到底充當什麼角色？我願意當那個明白人。

敢擔當的汕尾團隊是崛起的唯一指望
記者：實現汕尾方略，確實需要一個團隊的作為，這個團隊現在什麼

狀況？準備好了嗎？
鄭雁雄：汕尾要 「自救」，首先要 「自糾」；要 「得助」，首先要

「得道」。 「自糾」的第一要務是糾正最根本的，我認為是人的問題，特
別是幹部的問題； 「得道」的第一要務是樹立汕尾形象、汕尾信用，得社
會發展規律之道。總而言之，幹部隊伍是關鍵之關鍵。在今年2月召開的
全市三級幹部大會上，我列舉大量基層幹部迴避矛盾、累積困難、疊加積
怨造成基層困局的現象，痛批 「瞇掖迷」型幹部（當地話，指躲躲閃閃）
的危害，要求全市黨員幹部以 「敢擔當」為核心，敢於負責，敢於吃虧，
敢於創造，抓好工作落實，以 「擔當指數」推動工作落實。我們還有一套
配套的制度機制來約束，大家對此很給力，精神狀態很振奮。

記者：汕尾的幹部隊伍在 「擔當指數」方面是否存在先天不足？
鄭雁雄：我個人不這樣看，其實汕尾有着 「敢擔當」的優良傳統。彭

湃同志就是敢擔當的最傑出代表，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為千千萬農民
兄弟的利益，敢為人先，無私奉獻，打出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在我國改
革開放困難重重的時候，又一個汕尾之子、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
記謝非同志堅決落實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講話精神，駕駛廣東改革之舟越
過千難萬險，迎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古遠海陸豐，是敢擔當
的發祥地；現代汕尾人，依然是能擔當的優秀族群。

記者：那麼，現在的幹部隊伍呢？
鄭雁雄：我們不妨這樣看問題，這些年，汕尾的問題多多，但很多轉

機和經驗也是汕尾人創造的，譬如：紅海灣事件的成功掃尾為全省窩電電
廠首先突圍，廈深鐵路汕尾段徵地拆遷在零事故、零傷亡、零群體事件的
前提下全程率先完成，華潤海豐電廠30天完成50多萬平方米徵地，污染品
清湖的1.6萬畝違章養殖成功清除，破壞省級保護文物坎下城釘子戶12天
被成功端掉，10萬平方米的華師附中汕尾學校首期工程9個月建成開學，
產業轉移扶持資金PK失敗後取得深圳大力支持創建深汕特別合作區，就算
是最近的烏坎事件，也是化險為夷的好例子，這些事情件件都是講擔當的
例子，處處都有敢擔當的精神，時時閃動會擔當的身影。

記者：您的自信很有感染力，但是我怕事實上沒這麼簡單？

鄭雁雄：您說得一點也不假。目前這支隊伍除了擔當問題，還有知識
老化、經驗不足、思想不夠解放等一系列問題，但只要敢擔當，其他問題
就可以一步一步解決，不急。

路上的荊棘主要是因為脫離群眾
記者：看來鄭書記對汕尾的前途充滿信心，相信汕尾的自救之路荊棘

並不多？
鄭雁雄：信心很足，但荊棘卻不會少。這條路上，什麼樣的荊棘都

有，招不來商、找不來錢、引不來才都是荊棘，但最大的荊棘是脫離群
眾。我們曾經為了加快發展，走了一條所謂捷徑，這條 「捷徑」充滿主觀
的、官方的意志，卻把群眾的主體地位邊緣化了，因而走得很累，其實何
必呢？省委、省政府處置烏坎事件的效果表明，群眾立場一擺回正確位
置，馬上天地寬廣，事事歡暢。

記者：烏坎的最大教訓、最大經驗是什麼？
鄭雁雄：烏坎的總結還有待於假以時日的觀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

給我的初步啟示是：回歸群眾天地寬，脫離群眾寸步難。一些基層幹部長
期脫離群眾，導致信用、權威不夠用；一些村幹部錯以為 「村民自治」就
是 「村官自治」；一些鎮幹部錯以為 「村民自治」就是 「放任自流」，長
期對村務監管不到位；鎮級幹部在事權、財權、人權上長期不對稱，難以
有所作為， 「無奶難為娘」，久而滋生怕見群眾的 「恐群綜合症」，經常
小事捂成大事，關鍵時刻擺不平事。

記者：是什麼扭轉了這種局勢？
鄭雁雄：在汪洋書記主導下，群眾立場的回歸成為扭轉被動的關鍵。

第一，既然群眾主要訴求是對的，既然政府有錯，就先要政府糾錯，不能
只計較群眾的非理性行為；第二，政府和執法部門不能只當 「中介」，成
為 「踢皮球」的幫兇，而要成為社會公道的裁判，群眾利益的守護神；第
三，群眾的事情由群眾做主，由群眾自己決定怎麼辦，不需要你 「替民做
主」。我們在省工作組主導下，全程指導村內重新選舉，確保一人一票，
充分民主不走過場，村民對此十分感動，選舉日像過節一樣高興，迎來了
處置其他問題的廣闊天地。

記者：最基本的理念是回歸群眾，總體的經驗是什麼？
鄭雁雄：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 「三統一」是事件

處置的核心經驗。長期以來，我們堅持黨的領導總體沒問題，但也有效果
不好的時候。堅持黨的領導，不能理解為就是書記領導，更不是一言堂、
家天下。群眾反對一些基層黨員幹部，也不應視為反對黨的領導。在依法
治國方面，一些幹部主觀上不願意依法治權、依法治官，錯誤地把依法治
國理解為治民、抓人，喜歡依賴警察去維穩。當然違法必究是一定要堅持
的，但依法治國的重點是依法治公權力。這兩方面的回歸與堅定的群眾路
線相結合，我們就能戰勝一切荊棘。

記者：從這件事您給汕尾的幹部提供什麼啟示？
鄭雁雄：我認為，作為一名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智慧很重要，

但胸懷比智慧更重要；理論很重要，但行動比理論更重要；個性很重要，
但團結比個性更重要；服從很重要，但負責比服從更重要；政績很重要，
但廉潔比政績更重要。而一旦脫離群眾，不得人心，這些通通都不重要。

如果說，群眾是水，那麼，幹部不能像魚那樣光顧自己自由自在，而
要像紅樹林那樣，生於水，忠貞不渝捍衛水的利益；更不能像水浮蓮一
樣，生於水，卻遮蔽水面破壞水的利益。

記者：謝謝鄭書記！
鄭雁雄：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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