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
全體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會上選出習近平、李克強、張
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
高麗七人為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當選
總書記。

隨後，習近平舉行記者招待會，
以總書記身份發表第一次公開講話。

香港市民從電視上觀看了這一個
過程，而幾乎每一個收看和收聽了習
近平講話的市民，異口同聲的反應都
是一片讚好之聲。大家都稱讚新一代
的中央領導人看來年富力強、從容自
信，都有良好的外表形象；新任總書
記習近平更如一股習習清風，一站出
來、一開腔講話就已經令人感到耳目
一新、精神一振，特別是他的講話，
既沒有滔滔不絕的長篇大論、也沒有
什麼艱深難懂的名詞，而是非常平實
、真實地講了他當選之後要做的工作
，每一個任務、目標都聽得清楚、每
一句承諾都聽得明白，完全不像過去
有些人的一些講話那麼枯澀難懂。

事實是，習近平當選後的頭一次

亮相、頭一個講話，已經迅速將 「總
書記」 三個字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距離
大大拉近；習近平平易近人，講話具
說服力和誠意，一開始港人已經對這
位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留下不一般的
好印象。

而值得細味的是，為什麼僅僅是
十多分鐘的講話，習近平就已經能夠
令人對他的當選產生好感、感到信服
，甚而對國家的未來感到充滿希望？
這是因為，空言不足以入信、口號更
不足以動人，習近平是用他發自內心
的、對歷史和人民的無限深情和巨大
承擔來作出這一番論述和承諾的；因
為他眼中有人民、心中有人民，人民
才會被他的講話所感動。

事實是，據內地傳媒統計，在習
近平不到兩千字的講話全文中，出現
得最多的是 「人民」 和 「責任」 兩個
字。

習近平是怎樣看待、怎樣解讀總
書記這個職位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
地位、權力而是責任，講話中提出了
三大責任：

一是對歷史的責任。中華民族要
實現偉大復興，要更加堅強有力地自
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
更大的貢獻；

二是對人民的責任。人民期盼有
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舒
適的居所、更可靠的社會保障……還
盼望孩子們能更好成長；

三是對黨的責任，共產黨正面對
許多的考驗，一些黨員幹部中出現貪
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
主義，全黨必須警醒起來，下大氣力
去解決。

在全場熱烈掌聲和近千中外記者
的閃光燈和鏡頭面前，習近平想到的
是歷史、是人民、是黨。

今天，作為領導十三億中國人民
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此時此刻，
習近平清楚記得：

六十三年前，毛澤東主席在天安
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華民
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
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今天，在共產
黨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

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也
已經昂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但是，中國還要更強大，人民生活
還有待進一步改善，中國還必須向人
類作出新的更多的貢獻，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還有待最終實現。習近平決
心要承擔起這份責任。

此時此刻，習近平心中滿載着十
三億中國人民，今天，人民的生活比
解放前、改革開放前當然已好得多了
，但不少人還未過上安居樂業的富足
日子，有人在為子女上不了好學校而
發愁、有人在為住不上安全房子而擔
憂，他們擔心收入追不上物價、更擔
心病了無錢醫、老了無着落……。

習近平不僅認同人民這種對美好
生活的追求，更認為解決和滿足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就是共產黨的奮鬥
目標，也是作為總書記必須負起的責
任。

此時此刻，習近平心中更加感到
沉甸甸和不能釋懷的，是對黨那份不
能放下的重任。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既面對前所

未有的巨大成功，同時也面對着前所
未有的壓力和挑戰：部分黨員幹部的
貪污腐敗已經令全黨蒙羞，薄熙來事
件、劉志軍事件更令黨的形象受到損
害。不從嚴治黨、不切實改進作風，
黨將會失去人民的信任，胡錦濤在十
八大報告中已再次敲響了 「亡黨亡國
」 的警鐘。

港人回歸祖國已經十五載，十八
大報告再次重申了對港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不
會改變，港人對新一屆的中央領導人
充滿期望、也充滿信心。

近年，習近平、李克強等都曾經
訪港，在港人中留下實事求是、平易
近人的好印象。港人相信在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集體堅強有力的
領導下，國家將會更加穩定團結，人
民生活將會進一步改善，國際地位進
一步提高，黨內的貪腐現象也會得到
更有力的懲治。一個強大中國、幸福
中國、美麗中國的美好願景必將會得
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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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人民嚮往就是目標

大家好！讓大家久等了，很高興同各位記者朋友
見面。

昨天（編者按，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了。這些天來，各位記者朋友們
對這次大會作了大量報道，向世界各國傳遞了許多
「中國聲音」。大家很敬業、很專業、很辛苦，在此，
我代表十八大大會秘書處，向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剛才，我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
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上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
導機構。全會選舉產生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
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接下來，我把其他6位常委
同事向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是：李克強同志、張德江同志、俞正聲同志
、劉雲山同志、王岐山同志、張高麗同志。

李克強同志是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
志都是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家對他們都比較
了解。

民族復興前景光明
在這裡，我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衷心

感謝全黨同志對我們的信任。我們一定不負重託，不
辱使命！

全黨同志的重託，全國各族人民的期望，這是
對我們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們肩上沉沉的
擔子。

這個重大的責任，是對民族的責任。我們的民族
是偉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
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近代
以後，我們的民族歷經磨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
時候。自那時以來，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
數仁人志士奮起抗爭，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
強奮鬥，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
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
前景。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
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帶民眾走共富道路
這個重大的責任，就是對人民的責任。我們的人

民是偉大的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依
靠自己的勤勞、勇敢、智慧，開創了民族和睦共處的
美好家園，培育了歷久彌新的優秀文化。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
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
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
環境，期盼着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
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
目標。

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的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
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

決不躺在功勞簿上
這個重大的責任，就是對黨的責任。我們的黨是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
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

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着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
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
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
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

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
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
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使
我們的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
核心。

向歷史人民交合格答卷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

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深深知道：每個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
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但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責任重於泰山，事業任重道遠。我們一定要始終
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一份
合格的答卷。記者朋友們，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
，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希望你們今後要繼續
為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了解作出努力和貢獻，
謝謝大家！

（據新華網整理，小題為編者所加）

真情講責任念人民 港人盛讚總書記
社 評

【本報訊】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
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共中央總
書記的習近平率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
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
麗，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中外記者
見面，並發表講話。以下是習近平講話
全文︰

對民族
的責任

對人民
的責任

對黨
的責任

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
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
眾的生產生活困難。

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
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
作風，密切聯繫群眾。

習近平談中共三個責任

在五百多名記者焦急等待的目光中，新一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終於在15日正午時分列隊入
場與媒體見面。會場掌聲雷動，身材魁梧的習近平
昂首挺胸、步伐矯健的走在隊首，臉上洋溢着溫和
的微笑，親切回應着現場記者急切盼望的目光，邊
走邊微笑揮手致意。

講「人民」飽含深情
講話環節，習近平一開口即微笑着大聲向記者

們問候、致謝，話語輕鬆、親切，讓記者們感到很
溫暖。當習近平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表態 「不
負重託，不辱使命！」時，他面色鄭重，話語堅定
，擲地有聲；當他追憶民族歷史和近代屈辱史時，
表情肅穆，語調沉重，飽含感情；當講到 「我們的
人民」時，則充滿感情，充滿感動；而當他談及解
決腐敗等問題時，則神情嚴肅，加重聲音，話語鏗
鏘有力……

習近平是第一位出生在北京的中共總書記，普
通話純正。聆聽習總講話，從聲音聽，語調、重音
處置得當，語速平緩，斷句停頓合適，抑揚頓挫，
擲地有聲。從神情看，隨着內容變換，或輕鬆或高
興或肅穆或沉重或嚴肅，非常生動而吸引人。從行
為看，習總或頭部微斜，或上身偶爾晃動，絲毫不
顯呆板或緊張。從眼神看，習總眼神溫和親切有神
，與台下各個方向不時有交流。

毫無空話官話套話廢話
而從文風看，從民族歷史、群眾路線、民生問

題談到反腐和黨建問題，通篇既無空話、官話、套
話、廢話，也無刻板枯燥的政策宣讀，而是平易、
平實、人性化。而之所以能夠平易，是因為要講讓
全國人民聽得懂的話，之所以平實，就是要用最樸
實無華的語言承諾使命和責任，之所以人性化，是
因為對國家、民族和人民充滿感情。

文風問題不是單純的語言文字、寫作技巧問題
，而是作風的表現，說到底，是思想方法和學習態
度、工作態度問題。文風反映作風，作風決定文風。

習近平的文風和氣度所反映出來的，恰恰是習
一路走來的工作作風：大度、自信、務實、謙遜、
平和，而這也恰是這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大國領袖
展現給全世界的有責任感、有擔當的形象。

整個見面會短短二十分鐘即結束，習近平轉身
離場，再次習慣性抿嘴微笑揮別記者，會場的掌聲
更加響亮。

▲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並發表講話 中新社

人如其文
習近平大度自信

本報記者 葉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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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民眾通過大屏幕觀看新
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的電視直播

中新社

▲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圖為大
批記者關注新常委亮相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