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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委曾歷知青歲月

李克強：大公報助河南開放 本報記者 王艷華 高 毅

特稿特稿
2003年 2月

18日下午，春寒
料峭。時任大公

報副總編輯周貽昶帶領本報記者一行五人
前往黃河迎賓館。在會客室等了大概十多
分鐘，李克強出現在我們面前，微笑的臉
上寫滿歉意： 「對不起，那邊會議剛結束
。」 一邊握手，一邊問寒問暖： 「外面天
氣可冷，大家辛苦了。」

第一次接受外媒採訪
從1998年調入河南以來，李克強一直

低調行事做人，幾乎從不接受任何媒體的
專訪，拒絕題詞。他說： 「我很少接

受媒體專訪，這也是第一次接受境外媒體
的專訪。」

在這次專訪中，李克強系統闡述了工
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三化」 協調
發展的理論，表達了對 「中原崛起」 的殷
殷期望。李克強還表達了他對中原這片土
地的一腔深情。從中央空降河南，在中原
的六年崢嶸歲月，他幾乎走遍了河南的每
一個地方。他以一顆赤子之心，傾注滿腔
熱誠，研究河南，為中原尋找出路。

採訪之中，李克強誠摯地說： 「讓河
南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河南，這當中少
不了《大公報》的功勞。」

採訪結束之後，他和大公報一行合影

留念，又一一握手道別。至始至終，神態
謙和，語句紓緩，舒展着那特別的 「李氏
微笑」 。

喜歡算帳，用數字說話，是李克強的
一個特點。據河南一位在他身邊工作過的
官員介紹，李克強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什
麼事情都要算個明白帳。跟他匯報工作數
字要非常精準，否則，會很難堪。某市一
個市長跟他匯報工作，匯報完以後，李克
強立刻指出有兩個數字是不準確的，還有
兩個數字是一年前的，弄得這個市長很難
堪。據這位官員回憶，有一天晚上，窗外
大雪紛飛，突然接到通知 「省長找」 ，省
長要和規劃人員一起研究河南 「十五」 規

劃，李克強和規劃人員一起
對規劃的每個章節、逐個行
業的研究， 「我們提供數據
，省長拿着計算器算，算投
入，算產出，算比較效益，算哪個
行業拉動能力強，然後他要將這些行
業當作扶持重點」 。

李克強博學，有一次陪外國專家在殷
墟參觀，這個專家感嘆殷墟宮殿建築的不
對稱美時，李克強就問，是不是看過李澤
厚的《美的歷程》，於是就用外語跟這個
外國專家聊得非常開心，這個專家在殷墟
的留言本上寫下 「河南很美，河南美得偉
大。」

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對於身居高位的習
近平而言，無論是祖籍河南南陽還是下鄉插隊的陝
西延安，又或是基層工作伊始的河北正定或後來生
活工作了近17年的福建，都被其視為念茲在茲的故
鄉。十八大為外界打開了一扇窗，令這些地區的點
滴變化如電影膠片般，一一在世人面前閃映。

延安： 「已融入自己血液中」
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說，陝西是他人生旅程重要

的一個驛站。在許多場合，他都表現出對故鄉的深
厚眷戀。 「我對延安的感情很深，對延安精神的理
解也很具體，」16歲就在延安插隊的習近平回憶稱
， 「在延安，我明白了做人一定要有理想和信念，
要有進取精神，特別是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對
群眾有真感情。它已經融入了自己的血液當中。」

如今，談起延安鄉親對習近平的印象，延安市
委書記姚引良說， 「用當地陝北人話說他是 『好後
生』（ 「後生」為陝北方言，意為年輕人）。習近
平當年和二萬八千多北京知青一起到延安下鄉插隊
，當地的老百姓對他的評價很高，因為他那個時候
在那裡呆了七年時間，很艱苦的一個小山溝，他後
來做了大隊生產隊的幹部。」

姚引良說，習近平和其他知青到延安，是繼黨
中央、毛主席到延安以後的又一次對延安政治經濟
社會，特別是延安人民思想觀念的一個極大衝擊和
提升。他還告訴大公報記者說，延安精神內涵豐富
，博大精深，永遠也不過時。

南陽： 「心嚮往之 近鄉心切」
在一次和港澳台青年見面時，習近平提醒在海

外生活的青少年尋根要牢記 「根、魂、夢」，習近
平自己也是這麼做的。他的父親習仲勳祖籍河南南
陽，2011 年 3 月，習近平參加全國 「兩會」河南代
表團審議時袒露了尋訪祖籍地的心聲。面對作家二
月河的邀請，他的回答情深意切： 「請您也向南陽
的父老鄉親轉致我的問候。南陽我從來沒有去過，
但是心嚮往之，也是近鄉心切，但是往往是家鄉呢
，反而往後排。」

正定： 「我的基石在正定」
中華文化歷來提倡遠鄉游子情繫桑梓，而親近

故鄉的人總是受人尊敬、受人愛戴。正定是一個距
離北京不到 300 公里的河北小縣城，習近平從那開
啟了基層工作生涯。他說，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
，是我真正作為一名領導幹部從政的起步點，我的
基石在正定。」

正定的一草一木都在習近平心頭留下難忘的記
憶。讓人感動的是，他時刻牽掛正定的發展變遷，
來人來信一概不拒。離開正定後習近平更親力親為
，幫助當地招商團到義烏小商品市場學習取經。
2008 年 1 月，習近平重回正定，行走在滹沱河兩岸
，他發出這樣的感慨， 「當年我經常穿梭於滹沱河
兩岸，每次上河灘地都要扛着自行車走。當時我就
想，將來一定把滹沱河好好規劃、改造一下，讓它

柳成蔭、樹成林。現在這些都
成為了現實，了卻了我多年前
的一樁心願。」

廈門：「一個大跨度」
今年初出訪美國時，習

近平故地重遊，與昔日美國
老友敘舊。27 年前，習近平
還在正定任職時，曾率團訪
問馬斯卡廷。這個極富感情
的情節，吸引了全世界期待
的目光，也喚起了各界的熱
情。當年有份參與接待習近
平的圖班特如此描述眼中的
中國貴客， 「習非常看重友
情和保持長期的關係。」

1985年，32歲的習近平從河北南下，首次踏足
廈門。回憶起這段時光，習近平說， 「從河北到廈
門特區，這一步是一個很大的跨度。」而發生在一
對美國夫婦身上的 「鼓嶺故事」，為一個充滿故鄉
情和人情味的習近平提供了最佳註解。1992 年，身
為福州市委書記的他在報紙上讀到《啊！鼓嶺》一
文，這篇文章述了一對美國夫婦對中國名叫鼓嶺的
地方充滿了眷念與嚮往，渴望故地重遊而未能如願
的故事。 「放下報紙，我立即通過有關部門與加德
納夫人取得聯繫，專門邀請她訪問鼓嶺。」習近平
說。

都說近鄉情更怯，習近平卻毫不掩飾自己對故
園的眷戀，並珍視這種人世間最原始、最樸素的情
感。這正應了一代鴻儒季羨林的故鄉觀， 「懷舊能
淨化人的靈魂，懷舊就是有人味的一種表現，而有
人味是有很高的報酬的。」

【本報北京十五日電】

習近平四地故鄉情
本報記者 李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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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知青一代開始左右中國和世界命運」、
「這代領導人可能賦予執政黨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

的評價不絕於耳。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不久前發表新
著指出： 「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經歷過中國的動盪歲
月，這種經歷使他們在面對當前各種挑戰時更加堅強
。」這位讀懂了中國的美國人顯然抓住了要害，他還
說，對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有很高的期待。

動盪歲月磨礪品格
習近平在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度

過了六年知青歲月，李克強在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
插隊四年，張德江在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太平大
隊當過兩年知青，王岐山則在陝西省延安縣馮莊公社
當過兩年知青。他們在偏僻貧窮的中國農村歷盡艱辛
，動盪的歲月磨礪了他們腳踏實地的品格。

習近平曾追憶往昔歲月： 「我幾乎那一年 365 天
沒有歇着，除了生病。扛200 斤麥子，十里山路我不
換肩。」正是因為有了在底層的特殊經歷，這一代領
導人會對基層有比較清晰、準確的認識和把握，容易
與底層社會和民眾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
聯繫，熟知國情民意。

今天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曾說： 「上
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對於
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
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中國最基
層的鄉村走進權力核心，習近平帶着對鄉土中國的記
憶和對百姓的真摯情感走進中南海，走進新的更高崗
位。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
。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
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
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 『上山下鄉』
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
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
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
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
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習近平曾這樣
說起當年的經歷。

習李在 「上山下鄉」 中入黨
白天幹農活，晚間挑燈夜讀。由於 「文革」期間

父親被打倒，習近平不滿十六歲就被迫前往陝北插隊
；而李克強不僅學會了幹農活，還帶領農民科學種田
。習近平、李克強這對即將開啟中共新十年的搭檔，
在艱苦的知青歲月裡以出色的表現贏得公社黨委和老
鄉認可，他們在上山下鄉的鍛煉中加入中國共產黨，
還在中國的 「一南一北」成為大隊黨支部書記，這不
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機緣巧合。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史學的朱政惠教授提出建
立中國 「知青學」的主張，得到出身知青的諸多學者
的響應。著名媒體人秦曉鷹指出， 「知青」情結中的
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承認現實、尊重實踐的素養；是
不受種種虛幻、空洞、華麗辭藻和假革命的誆騙，能
獨立地思考問題，尋找矛盾的真實癥結的思維特點。

「風雨多經志彌堅」。 「文革」的動盪歲月鍛造
出知青這一代領導人堅毅果敢的性格，他們懷有理想
主義情結，對民族的復興、富強、文明、民主道路有
着強烈地追求；他們在改革開放中成長成熟，是改革
開放的參與者、受益者和推動者，較少受到傳統教條
和舊體制的束縛，更懂得自我思考和探索，更具國際
視野；他們吃過苦，有承受能力，懂得怎樣在逆境中
求存。無疑，中國知青一代領導人將在歷史上打下他
們獨特的印記，帶領中國尋找在世界的坐標。

知青歲月，玉汝於成。新一屆政治局
四位常委，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和王
岐山簡歷的起始，有一個共通之處─都
清晰地標註着知青經歷。這個治國理政新
班底的知青烙印，將給未來的中國乃至世
界帶來怎樣的影響？他們會有何種政治品
格？又會展現怎樣的施政特色？一連串的
問號令人充滿好奇。

【本報記者孫志北京十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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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在人民大會堂與
記者見面 中新社

▲張德江在人民大會堂
與記者見面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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