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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答案向世界揭曉

細節彰顯民主

記者手記記者手記

現場直擊現場直擊

代表感受代表感受

特稿特稿

在十八大的閉幕式上，記者注
意到這樣一個細節，擺在會場各區
的投票箱，在投票口周圍用一圈磨
砂有機玻璃來遮擋。這樣就確保當
代表們將選票投進箱子的時候，票
面內容不會泄露。透過模糊的玻璃

，選票看不清楚了，但中共力推黨內民主
的方向卻愈加清晰。

民主的進步還體現在差額選舉上。從
224名預備人選中選出205名候選人，差
額19人，比例接近8.5%，對比十六大的
5.1%和十七大的8.3%，再創歷史新高。

「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 十八大報
告明確提出， 「完善黨內選舉制度，規範

差額提名、差額選舉，形成充分體現選舉
人意志的程序和環境。」 上述的細節，已
經在第一時間實踐了報告提出的要求。

來自廣東茂名的十八大代表張恆珍說
： 「整個選舉過程充分發揮了民主，選出
了一屆堅強有力的中央委員會。」

回顧十八大，吹拂會場內外的民主之
風讓很多人印象深刻。在十八大代表的產
生過程中，8200多萬黨員、400多萬個基
層黨組織參與了醞釀，黨員參與率達到
98%，大學生村官、農民工、解放軍上士
、環衛工人等來自底層的普通代表，增加
了十八大的 「底」 氣。十八大報告稿形成
後，徵求意見人數達4511人；胡錦濤親

自主持召開了7次座談會，直接聽取各方
面的意見和建議。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黨
內民主進步。

而大會開幕之後，各代表團討論十八
大報告時，民主之風更是充盈會場。基層
代表與總書記同堂議政，平等討論；普通
工人當着省委書記的面提意見，語言犀利
；各種敏感的問題也都不迴避，直爽坦誠
……美聯社記者黃敬齡感慨，十八大的民
主開放程度出乎意料。

因此，十八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胡
鞍鋼充滿自信地說： 「中國式民主並非只
停留在選舉民主，而是實質性民主和決策
民主。」 【本報北京十四日電】

▲14日，代表在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
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新華社

本報記者 馬浩亮

早晨8點，北京天空湛藍，紅旗獵獵，一位女記
者站在人民大會堂南門外啃着麵包。工作人員對記者
說，不可將食物帶進大會堂，所以記者要把手上的早
點 「消滅」在安檢前。十八大閉幕會於上午9點開始
，今日重頭戲是2000多名黨員代表，投票選舉產生新
一屆由200餘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很多人對5年前十七大閉幕這一天的情景還歷歷
在目：投票過程不對外開放，千餘名記者組成長隊在
大會堂走廊裡被帶領着緩慢前進，近三個小時沒有座
位、沒有水，進入會場時已疲憊不堪。今天這一辛苦
的過程大為改觀，攝影攝像記者和文字記者被分別帶
領至安徽廳、香港廳休息，有了座位和茶水服務。

十年前就開始駐京的一位美國記者說： 「採訪中
共黨代會是一場記者比拼體力、耐力的 『運動會』」
，大會場內代表投下莊嚴一票之時，會場外的香港廳
，同時召開着各路記者交流信息、分享感受的 「坐談
會」、 「站談會」。

美聯社記者黃敬齡來華已經4年，平時關注醫療
衛生新聞，她笑說自己還沒足夠資歷來評價 「胡溫十
年」的政績，但可以感受到，這幾年中國社會的變化
確實不小，知道中國醫保覆蓋率很高，公共衛生服務
能力有了一定提升。

日本經濟新聞社重慶支局支局長多部田俊輔也很
看重在這樣的場合有機會和中國領導人直接接觸，他
最關心中國新領導人未來十年政策是否會有改變，以
及如何改善中日關係。

記者的工作中總是充滿了等待。原定 10 點 30 分
在工作人員帶領下進入會場記者區，但在走廊裡人們
依然用了快一個小時才抵達會場門外。不過，等候中
國的領導層實現新老交替的謎底揭曉，或許也是職業
生涯裡值得期待的一次等待。

資深媒體人楊錦麟拍了張記者排隊的照片，並點
評道： 「他們不是代表，是去看熱鬧和看代表的 『代
表』。」 【本報北京十四日電】

最期待的等待
本報記者 賈 磊 鄭曼玲

當上千名中外
媒體記者迫不及待
地蜂擁而入十八大

會場，當閉幕式上雄渾的國際歌歌聲響起，人民大會
堂依然一如往昔般莊嚴，然而，這個古老的國家卻已
經歷十年翻天覆地的巨變，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委員
會的順利換屆，中國的歷史至此翻過輝煌的一頁，翻
開全新篇章。

十載砥礪前行，十載春華秋實。古老東方地平線
上，中國不但以其全新的中國特色道路巍然屹立，而
且愈加富強文明，一舉一動，震撼世界。

胡溫十年的中共無疑抓住了這個時代脈搏─經
濟發展。中共將其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10年間
，中國經濟年均增長 10.7%，大大高於世界經濟同期
的3.9%，經濟總量佔世界份額由4.4%提高到10%左右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135
美元增至5432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十八大代表、河南省鶴壁市農科院院長程相文對
大公報說， 「胡溫執政的十年是我國政治、經濟、文
化發展最快的十年，同時也是國家強大，人民生活幸
福指數提升最快的十年。」

十八大代表、新疆喀什地區公安局副局長庫來西
．坎吉說： 「我親眼目睹了十六大以來，尤其是中央
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新疆發生的巨大變化，過去十年
實現了大幅度跨越式發展。」

在十八大代表、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安七一看來，
胡溫十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最快質量最好，科

學發展步伐最好的十年，是黃金十年， 「我們的資源
和人口需求矛盾這樣大，在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的情
況下，面對這麼多自然災害，取得現在的成就實屬不
易。」

從執政能力看，胡溫十年，是中共駕馭複雜局面
的能力不斷提升的十年。無論從肆虐全球的國際金融
危機，還是特大地震、泥石流等嚴重自然災害，還是
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到上海世博會等舉世矚目的盛會
，中共皆能經住考驗，從容應對難事、急事，成功舉
辦大事、要事，經受住一次次考驗和挑戰。

《尚書》語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胡溫十年
，在經濟高速發展同時，提出以人為本，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從擴大就業、社會保障、辦好教育到醫療
改革、保障住房、增加收入等，十年間，中共的民生
政績毋庸置疑。

而在處理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同世界的關係上，
胡溫十年，始終把 「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作為
外交事務主旋律。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中國與世界關
係發生深刻變化。

作為執政黨，如何永葆生機、歷久彌新這個自身
建設問題關係中共執政命運，胡溫十年，重點是把提
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體現到領
導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上來，使其工作和自身建
設更加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

胡溫十年，經濟、民生、政治、外交、黨建……
引發中國巨變。而巨變不會停止，繼往開來，歷史新
的一頁剛剛翻開。 【本報北京十四日電】

胡溫十年 中國巨變
本報記者 葉 勇 張靖唯 步瀟瀟 周 琳

戴着眼鏡，手
持鋼筆，神情莊重
，時而低頭書寫，

時而凝神傾聽，這是出現在十八大閉幕式上的胡錦濤
，留給大家的一個剪影。

儘管這是他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所出席的最後
一次大會，但他開會時的專注和認真，卻絲毫不受影
響。當工作人員宣讀十八大報告決議時，胡錦濤聽得
十分仔細。他身體前傾，微微側着頭，手裡拿着筆，
一行一行地對照着看。念及 「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
國家，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發展社會主義
政治文明」時，他用筆在報告中做了個記號，而讀到
「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時，他又拿起筆在

紙上做了一點筆記。
中紀委報告決議同樣引人關注。工作人員向與會

代表宣讀報告時，主席台上的王岐山，一直在翻看報
告，認真閱讀。剛剛同時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紀
委委員的他，對紀委報告顯示了格外的重視。而當工
作人員宣布與會代表無異議通過中紀委報告時，與他
一起在前排就座的賀國強，嶄露笑容，用力鼓掌，顯
然對代表肯定反腐成績感到寬慰和欣喜。

最後宣讀的是中共黨章修正案決議。作為執政黨
總章程的黨章，對推進中共各項工作具有根本性的規
範和指導作用，對於此次黨章修改，那些曾經在中共
權力核心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元老級人物，顯得尤為在
意。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宋平、李嵐清、曾慶紅
、吳官正、羅幹等人，紛紛拿起報告，湊近了看個仔
細。滿頭華髮的朱鎔基，以他一貫的犀利目光和嚴峻
神情，審視着報告裡的字句。而尉健行更是特意兩次
戴上眼鏡，力求將修改處研究得更加透徹。

如何利用這部 「黨內大法」來設立目標、制定政
策、指導實踐，同樣是新一屆領導集體必須正視的問
題，新當選中央委員的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劉
雲山、劉延東、李源潮、汪洋、張高麗、張德江、俞
正聲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拿起報告，聚精會神地聽着
，若有所思地想着。

如潮的掌聲中，中共十八大圓滿結束。致完閉幕
辭的胡錦濤，與鄰座的江澤民微笑地握了一下手，細
心地將文件放進袋子裡。他的動作有點緩慢，似乎想
有意延長一點時間，避開被大家簇擁着歡送的情景。
然而，在他身後第二排的多位代表，依然執著地等待
着他的轉身，立即伸出手與他緊緊握在一起。這一刻
，無言勝於千語。 【本報北京十四日電】

主席台上的剪影
本報記者 鄭曼玲

「中國從來都是改變自己，再影響世界」。過去
十年，中國證明了自己。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不斷
擴大，財富不斷增長，中國人的生活也因經濟增長而
變得更加富足、舒適、便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
語權持續增加，世界也對中國的期待與日俱增。過去
十年，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十年，中國與世界重新認識
彼此、重新定位。

中國成為經濟總量的世界第二，未來十年內將有
望重回世界第一。中國的政治穩定、社會發展、民生
改善、資源環境，對於世界已是 「牽一髮而動全身」
。十八大閉幕會，全球137個國家轉播了電視訊號，
就足以證明世界對中國黨代會的關注。

回顧過往七天，一個個歷史瞬間就此定格。11月
8日，胡錦濤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所做的報告，宣
示了中國共產黨的 「堅持」和 「信心」， 「決不走封
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寄語港
人 「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9日，超過20個代表團開放討論、回答問題，不
設限的提問所體現的開放和自信透明，中國高級官員
直面敏感問題的坦率直爽，令中外媒體感到驚訝；

10日，主席團敲定候選人建議名單，世界矚目中
共醞釀新一屆中央委員；

11日， 「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引發
場內外熱議，展示中共廉政建設新標杆；

12日，差額預選中央委員，優中選優， 「50後」
成為領導中國的中堅力量；

13日，經濟、法治、民生的答問回應外界經濟社
會發展關切；

14日，大會閉幕，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順利產生。
從 64 頁的十八大報告，到 20 多個開放團組的會

場，到2200多位代表完成在紅色票箱投下莊嚴一票。
15日，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亮相，將為這場盛
會畫上句點，也為中國開啟新十年點下 「：」號。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矚目新一代領導人如
何掌舵，將中國這艘 「巨輪」引向何方。歷史沒有進
步的捷徑。面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改
革步入 「深水區」，會如何以更大的政治決心和智慧
為中國新十年的發展破題。無論如何，十八大後的中
國，都將愈加緊密地與世界共舞。

人民大會堂充滿歷史感的走廊內，各種
膚色、語言的記者緩步走向中國共產黨第十
八次代表大會的會場，這裡也是世界尋找
「中國答案」 的新聞集散地。實現新老交替
、平穩交接的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未來五
到十年的每一個決策、每一個舉動，都可能
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十八大的召開，是影
響世界未來的七天。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四日電】

▲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新華社

▲中外記者等待入場 中新社 ▲十八大的召開，是影響世界未來的七天 美聯社

▲致完閉幕辭的胡錦濤，與鄰座的江澤民微笑地
握手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