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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簡歷

在過去的五年間，習近平是中國職務最多、分管工作最多的高層領導人
之一，而主管黨建工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提出了 「五大優勢」 的
理論，將保持黨的純潔性上升到新的戰略高度，並突出強調要密切聯繫群眾
，避免脫離群眾的危險。

本報記者 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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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就任國家副主席尚不滿 4 個
月的習近平，首次訪問香港。在短短 3 天 2 夜
49 小時之內，他馬不停蹄地出席了 19 場活動
：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71歲生日祝壽，贈
港府官員 「通情達理，團結高效」八字箴言，
視察奧運會馬術賽籌辦進展，視察香港十大基
建項目和西九龍文化區，會見香港派往四川參
加抗震救災工作的飛行服務隊、救援隊、防疫
隊和醫療隊成員，還來到普通市民家中，把脈
香港基層的社情民意。

那是 7 月 7 日，酷暑中的香港剛迎來一場
降雨。習近平來到居於紅磡半島豪庭的市民王
志勇的三口之家。他態度平易地和主人王志勇
細話家常，詢問生活起居、房價、貸款、家庭
開支、工作以及孩子的讀書情況等。臨別時，
習近平向王志勇一家致送了奧運紀念品及茶具
，並親切地擁抱了家中的小朋友。

短短十五分鐘的探訪，讓王志勇一家如沐
春風。王志勇說，想不到國家領導人這樣風雨
無阻來探訪一個普通家庭，他說， 「習副主席
的手溫厚而有力。他親民、愛民之心，讓我們
很感動。我們都發現了他來時額頭上的雨滴。
他顧不上擦去雨水，一直用心聽我們說話。」

很多港人至今對習近平首次訪港的細節記
憶猶新。譬如在考察上水雙魚河馬術賽場時，
適逢天降大雨，習近平親自走進草場，踩一踩
，試了試，他還細心地關注降雨會不會影響馬
術比賽，得知即使是 1 小時 100 毫米的降雨量
場地也不會積水時，才寬心地連連點頭。這一
細節，展示了習近平求真務實的作風。而也正
是這種作風，令他對香港的情況、香港的需求
非常了解，中央惠港、挺港措施不斷出台。

習近平10歲時，父親習仲勳因牽扯
「小說《劉志丹》」案而被整。16歲時

他便回故鄉陝北插隊，直到1975年受薦
作為工農兵學員進清華大學就讀。1979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的習近平，進了中
央軍委辦公廳工作。這是一段很特殊的
重要經歷。在三年的現役軍人生涯中，
他擔任軍委秘書長耿颷的秘書。軍委秘
書長是軍方高層的實權職位，負責主持
軍委日常工作，而耿還是政治局委員、
副總理，其後並升任國防部長，堪稱名
符其實的黨政軍重要人物。習近平在這
三年裡陪耿視察三軍，為之起草文稿，
得以輔助處理涉及軍隊全局發展的工作
。1980年習近平更陪同耿出訪美國。在
耿颷身邊的秘書工作使習近平尚年輕時
就得以近觀國家層面的權力運作。

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三年後，
1982年習近平離開中央軍委，去河北正
定縣做縣委書記。據傳當時耿颷對此也
不理解，勸留習近平說，下基層可以下
連隊，不必去地方。習近平後來回顧
1982年下基層這一選擇時說，當時他認
識的那些父母曾在 「文革」中受打擊的
高幹子弟朋友中，願意放棄北京戶口下
基層的只有他及劉少奇之子劉源。

立志從基層做起的人生選擇，展開
了習近平此後的漫長仕途。在河北古城
正定縣做縣委書記三年之後，他調任福
建廈門市副市長，在閩逾十七年歷練，
一直做到福建省長。2002年習近平出任
浙江省委書記。此後在陳良宇事件後短
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旋即赴京，在十
七大進入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並擔
任常委。

五年以來，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多次出
訪，足跡遍及亞非歐美各個大洲。他剛柔相濟
的外交風格，也令世界矚目。

2008年1月，中央成立北京奧運、殘奧領
導小組，剛剛就任政治局常委僅三個月的習近
平擔任組長，統籌奧運會的工作。在習近平的
主持下，這項承載中華民族百年夢想、凝聚全
國人民期盼的盛事，辦得隆重熱烈和磅礴大氣
，中外好評如潮，成為精彩展示中國改革開放
30年巨大成就的空前外交成果。習近平在其間
展示了卓越的組織才能。

強硬態度讓外媒驚呼
習式外交有強硬的一面。2009年 2月11

日，習近平在訪問墨西哥期間，和當地的華僑
見面時，針對少數對於中國事務說三道四的外
國人提出了批評：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
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

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
還有什麼好說的。」 外媒驚呼領略了習近平的
「強硬態度」 。

今年以來，日本政府的 「購島」 鬧劇令中
日關係跌入谷底。9月19日，習近平在人民大
會堂會見美國防長帕內塔。會談中，習近平引
古喻今，嚴厲批評日本 「變本加厲、一錯再錯
」 ，同時警告美國 「謹言慎行」 ，強硬地指出
「日方應該懸崖勒馬，停止一切損害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錯誤言行。希望美方從地區和平
穩定大局出發，謹言慎行，不要介入釣魚島主
權爭議，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勢更
加複雜的事情。」

另一方面，習近平在外訪時又展示出平易
親和的個人魅力。今年初他訪美期間，在洛杉
磯斯坦普斯中心觀看NBA湖人隊對太陽隊的比
賽。這是習近平本人也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

次現場觀看NBA比賽。平常不戴眼鏡的他一度
還戴上眼鏡，看得非常專注，和觀眾們一起鼓
掌喝彩，並與旁邊的洛杉磯市長維拉萊戈薩熱
烈討論，兩人不時開懷大笑。到場的美國球迷
直呼 「太酷了」 。

親和形象傾倒美國人
在觀看比賽間隙，維拉萊戈薩向習近平贈

送了一件印有他名字拼音（XI JINPING）的湖
人隊1號球衣；湖人隊當家球星高比拜仁也向
習近平贈送了簽名球鞋。不少美國媒體將此事
與1979年鄧小平訪問得克薩斯州時觀看馬術
競技表演期間戴上一頂牛仔帽的往事相提並論
，讚美習近平善於溝通和作風開放。

習近平訪美之行特意到訪艾奧瓦州馬斯卡
廷小鎮，與27年前他第一次訪問此地時結識的
老朋友舉行茶敘。在農場主家中與主人交流，
參觀和實際操作了農場聯合收割機、拖拉機等

大型農機用具。習近平富有人情味的言行，向
外界展示了中國領導人沉穩、開放、親民的形
象。

實際上，不僅在外訪場合，在國內，習近
平也多次展示自己的愛好和興趣。2008年7月
在秦皇島考察奧運籌備工作期間，他在足球場
上忍不住飛起一腳，過了一把射門的癮。美國
前財長保爾森一語雙關地稱讚：習近平是 「那
種知道怎樣攻破球門的人」 。

領導幹部工作上要大膽
，用權上則要謹慎，常懷敬畏之
心、戒懼之意，自覺接受紀律和
法律的約束。

──習近平

▲習近平檢查京奧服務保障工作，和年輕的志願者親切交談

▲習近平2008年7月首次訪港期間，抽空
拜訪港人王志勇家庭，了解香港市民生活

▶習近平首次訪港時，在香港官員
陪同下視察香港金管局資訊中心

▲習近平會見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香港救援隊
、飛行服務隊、醫療隊和防疫隊隊員

▲中共中央黨校2008年春季學期畢業典禮
。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為學員頒發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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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漢族，1953年6月生，陝西富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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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
隊知青、黨支部書記

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基本有機合成專
業學習

任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
秘書（現役）

任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後升為
縣委書記

調福建省工作，由廈門市副市長漸
次升遷至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

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班學習，獲法
學博士學位

調任浙江，歷任代省長、省委書記

任上海市委書記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央黨校校長

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

自十七大以來，習近平陸續擔任了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
主席、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
小組副組長、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副主任等許多要
職，並負責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分管中共全黨
的建設。作為中央黨校校長，每次黨校的開學典禮
、畢業典禮，他都親自出席。在一些重要大會和考
察基層時，也會有針對性地就黨建做指導部署和理
論闡述。

主持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
2008 年 1 月 12 日，習近平冒雪赴河北西柏坡

學習考察。1949年，中共在西柏坡舉行七屆二中全
會，對建國後的大政方針作出了部署。時任中共西
北局書記、西北軍區政委的習仲勳也出席了全會。
在全會舊址，習近平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黨的執
政能力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非常必要，我們要把
無數革命先烈打下的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必須要牢記 『兩個務必』的要求。……我們一代一
代共產黨人都要不斷地接受人民的 『考試』、執政
的 『考試』，向人民和歷史交出滿意的答卷。」

提五大優勢強調純潔性
這次考察兩個月之後，按照中共十七大部署，

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習近平擔
任了中央深入學習實踐科學觀活動領導小組組長，
負責全盤工作。活動自2008年3月開始試點、同年
9月正式啟動，自上而下分三批進行，每批歷時半
年左右，分為學習調研、分析檢查、整改落實三個
階段展開，到2010年2月底基本結束，共有
370多萬個黨組織、7500多萬名黨員參加。
這次活動成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
、提高執政能力、保持先進性的一次富有成
效的實踐。

2010年4月，中共中央又部署在全黨開
展創先爭優活動。2012 年 6 月 28 日，全國
創先爭優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大
會上提出，要充分發揮黨的五大獨特優勢，包
括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
勢和密切聯繫群眾的優勢，並強調五大優勢

是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根本法寶。
「純潔性」是習近平今年以來強調最多的一個

關鍵詞，這也為十八大之後的中共黨建思路做了鋪
墊和預熱。習近平強調，黨的純潔性同一切腐敗現
象是根本對立的，嚴肅查處違反紀律的行為包括各
類腐敗案件，切實做到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
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維護黨的純潔性
。必須嚴格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不能搞 「一
言堂」，不能由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而應該搞
「群言堂」。

主管港澳事務諳熟港情
2007 年 11 月 9 日，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陳佐洱首次對外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已
經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主管港澳事務
。其後，每年全國 「兩會」期間，習近平總要專門
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傾聽港人的意
見和心聲。此外，他還多次接見香港各界組成的訪
京團，譬如香港中華總商會訪京團、香港廣東客屬
社團聯合總會訪京團、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訪京團等。

今年6月， 「邁向更好明天─慶祝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成就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幕，
習近平出席開幕式為之剪綵。他稱讚展覽很有意義
，辦得很好、很精彩。習近平還會見了時任特首曾
蔭權和候任特首梁振英，表示中央政府將全力支持
新一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與時
俱進、穩中求變，開創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如今，當選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已經成為中
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他的 「全力支持」，無疑
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