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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首到前海深港合作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8日上
午在深圳蓮花山給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結束後，回答港媒記者提
問 「有什麼話對香港人說」 時，稱 「香港一定會繁榮昌盛」 。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八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8 日上午在深
圳結束公務行程後，前往深圳羅湖看
望居住在那裡的母親齊心。

1990年，退居二線的習仲勳選擇
在深圳安度晚年生活。他與夫人齊心
住在深圳迎賓館的 5 棟別墅 「蘭園」
，大女兒橋橋常年在身邊照顧，習近
平等其他子女經常去看望父母。

習仲勳夫婦在蘭園共同生活了12

年，2002 年 2 月，習仲勳病重回北京
治療直至 5 月病逝。據悉，習仲勳對
深圳的這個家情有獨鍾，夫人齊心也
對深圳充滿感情，習仲勳病逝後，她
還是習慣每年冬天到深圳居住。不過
，據知情人士透露，齊心目前已經搬
離了蘭園，在深圳羅湖區的另一住所
居住。

據透露，齊心目前的身體狀況非
常健康。

曾經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對香
港有特殊感情，2008年他到香港訪問
時順便到廣東視察，專門對廣東的領
導強調加強粵港合作。今次到廣東視
察首先便到前海深港合作區調研，要
求前海快馬加鞭加快建設速度，其中
蘊含着對這塊深港合作區域未來發展
的期待，借前海 「特區中的特區」讓
港人受惠。

對於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後首次出
巡選擇深圳特區，行程與已故中央領
導人鄧小平1992年南巡相似，有香港
政界人士認為，習近平此行已向外界
明確表示，共產黨會堅持改革開放路
線不動搖，而他視察時減少擾民的安
排，亦有助他建立務實親民的改革者
形象。

親民作風令人耳目一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表示，

新的中央領導層早前明確表示，會繼
續深化改革開放，並提出八項改進工
作作風的規定，這兩者的意義都充分
體現在這次習近平的南巡視察。她認
為，習近平將緊隨鄧小平開創的改革
開放之路，而他視察時減少排場、親
近民眾的做法，更反映他務實的工作
作風，令人耳目一新。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習近
平上任後的首次巡視，選擇作為改革
開放排頭兵的深圳特區，寓意深刻，
不但突出了他改革者的形象，更反映
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執政黨，意識到
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劉夢熊又說，習近平的父親習仲
勳 「文革」後得到平反，其後成為中
共廣東省委領導人，在推進廣東省改
革開放上功不可沒，而習仲勳晚年亦
長期居住在深圳，習近平選擇深圳視
察亦反映他對深圳的情意結。

對於習近平寄語香港一定會繁榮
昌盛，劉佩瓊認為，香港如果要在國
家改革開放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必
須提升自身競爭力，充分發揮市場經
濟、法治制度的優勢，例如在金融領
域，建設好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功能，
發揮內地與國際的橋樑作用。劉佩瓊
又說，香港的投資者必須要有準備，
應對內地產業結構升級的挑戰。

劉夢熊表示，中央政治局七常委
裡有五人當過上山下鄉的知青，包括
習近平，他們深知民間疾苦，懂得如
何逆境求存。他認為，在習近平的領
導下，中國會進入黃金的十年，香港
自然會 「大樹底下好乘涼」，保持繁
榮穩定。

對於 32 歲的漁民村居民
鄧國華來說，2012 年 12 月 8
日是他人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剛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到他家做客！鄧國華稱，習近平總書記一點
架子也沒有，講話語氣十分平和，與其父親坐在一
起聊家常時，始終面帶微笑。習總書記向他們家拋
出了一個問題：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生活
變化？

此前，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曾到當時擔任
漁民村村支書的吳柏森家做客，而 2010 年 9 月 5 日
，胡錦濤來到漁民村吳柏森的弟弟吳錦清家，問了
吳錦清當年吳柏森也曾聽到的同一個問題：改革開
放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生活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漁民村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有目共睹。」1980年出生的鄧國華，趕上了
改革開放的好時候，同時也是與深圳三十年輝煌發
展同步成長的一代人。目前家中共有六口人，包括
其父母、妻子以及一對龍鳳胎子女。鄧國華稱，以
前的小區是一個小漁村，到80年代的小別墅花園，
再到現在的新社區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八日電】

領導人漁村話家常

習近平深圳探望母親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 7 日到深圳特區考
察，這是他擔任總書記
後地方視察的第一站，

也是他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第二次視察深圳。
深圳人對習近平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習近
平的父親習仲勳曾主政廣東，一手促成了深
圳特區的建立，而他的晚年生活也是在深圳
度過。

1978 年 7 月，習仲勳在擔任廣東省委第
一書記 2 個月後第一次外出考察，就選了當
時還是寶安縣的深圳，那次考察中，習仲勳
強調，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搞的，就要大
膽幹，資本主義有些好的方法也要學習。1年
後，他又來到深圳，檢查阻止偷渡外逃工作
的情況。這兩次視察讓習仲勳意識到深圳香
港兩地巨大的差距，也促使他萌發了開放的
思想。

隨後，習仲勳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請求
允許廣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以
及重要僑鄉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管理。
習仲勳特別向中央提出賦予廣東實行特殊政
策、試辦經濟特區的權力，力求爭取到 「先
走一步」的 「尚方寶劍」。

1979 年 7 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
了廣東的請求，而深圳也從此成為中國改革
開放的窗口。可以說，沒有習仲勳的高瞻遠
矚，就沒有今日的深圳。

深圳成習仲勳第二故鄉
在習仲勳上調中央後，依然心繫特區，

始終以熱切的眼光關注着深圳的發展，他對
深圳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地高興，他曾多次
到深圳調研，並叮囑深圳領導： 「小平種的
這個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
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發展。
」他晚年住在深圳，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深圳
最大的支持，他把深圳當作第二故鄉。

習仲勳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
年 2 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療，當年 5 月 24 日，
在京辭世。據稱，彌留前，習仲勳多次向習
近平表示，想念深圳的家。

習近平承襲父親改革理念
習仲勳在深圳曾經說過， 「改革開放這

條路只能向前走，不能回頭」，習近平承襲
了父親的理念。

歷史總是有驚人的巧合之處。2012 年 12
月 7 日，在父輩開創的土地上，身為中共總
書記的習近平再次來到深圳，今日的深圳正
面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到 「特區
中的特區」的前海深港合作區考察，前往蓮
花山頂給鄧小平雕像獻花，與鄧小平、胡錦
濤曾經到訪的漁民村村民話家常，改革的話
題再次被點燃。習近平今次來深，被深圳人
看作是對深圳的極大支持，激發深圳人再改
革的熱情。 【本報深圳八日電】

習家父子與深圳情緣
本報記者 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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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領導人及時間：
江澤民：2000年11月14日，江澤民親自為銅像題

字和揭幕
胡錦濤：2003年4月12日，2010年9月6日
習近平：2012年12月8日

蓮花山鄧小平銅像
蓮花山公園位於深圳市中心區北端，鄧小平銅像矗立在
廣場中央。那裡是市民和中外遊人緬懷一代偉人風采、
飽覽中心區景色的好去處。

▶ 1997年 10月
，習仲勳（前排
中）和夫人齊心
（前排左），妹
妹習冬英以及子
女合影

資料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漁民村文化廣場上與群眾親切交談，期間更與部分民眾握手並送上親切祝福 黃仰鵬攝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八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8日
上午前往深圳羅湖區漁民村，進村入戶探望民眾，整個安排過程
簡樸，親民、和善，給當地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視察期間，習
近平寄語漁民村社區，要沿着鄧小平走過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堅
定改革開放的信心，再走出一條新路。

漁民村臨近羅湖口岸，與香港僅一河之隔。受益於改革開放
大好政策，該村從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成為內地最早的 「萬元戶
村」，而現在更成為環境優美的現代化花園式住宅區。漁民村是
深圳特區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歷程的縮影，此前，鄧小平、胡錦
濤等中共幾代領導人都曾到該村視察。習近平此次到來，讓漁民
村居民喜不自禁。

望社區繼續走鄧小平的道路
8 日早上8 時45 分左右，習近平在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等多位

廣東及深圳主要官員陪同下，抵達位於羅湖區的漁民村，實地了
解居民生活狀況。期間，他在漁民村參觀了一組反映社區舊貌新
顏的展覽。該展覽陳列了十張圖板，除了簡要展示漁民村的發展
史以及當前村內居民收入及單位出租等數據之外，還包括鄧小平
、胡錦濤分別於1984年和2010年到訪漁民村與村民的合照。

現場陪同講解的漁民村股份公司總經理黃興炎向本報透露，
習近平認真仔細地觀看了展板，期間還特別提及改革開放總設計
師鄧小平的貢獻。黃興炎說，習近平總書記聽取漁民村發展歷程
的相關介紹後，稱讚漁民村發生的巨變是深圳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的一個縮影，他還希望漁民村社區沿着鄧小平走過的道路繼續走

下去，堅定改革開放的決心，再走出一條新路，在創新發展的路
上為社會做出貢獻。

「看到老百姓生活好我就開心」
隨後，習近平一行前往漁民村黨群服務中心了解黨員生活和

基層黨建工作，並臨時要求去漁民村警務室參觀，期間還與負責
片區安全保衛工作的晏姓警務人員交談。隨後，習近平又走進社
區居民鄧偉雄家，在寬敞明亮的客廳裡，習近平同這位57歲的漁
民村本地村民聊起家常。從家庭情況到全家的經濟收入，再到改
革開放以來給家裡帶來的變化，習近平問得十分詳細。 「看到老
百姓生活越來越好，我就開心了。」鄧偉雄的大兒子鄧國華憶述
稱，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令他印象最為深刻。

在漁民村文化廣場上，一大早就有很多村民聚集於此準備迎
接習近平的到來。9時15分左右，當習近平走到廣場上，村民立
即沸騰起來。習近平走在村民的中間與村民熱情握手，親切攀談
，他還與小朋友打招呼，抱起了一個小朋友。

早上9點20分左右，習近平一行離開漁民村，前往蓮花山。
上車時，習近平還打開車窗與群眾微笑揮手，在場群眾雀躍不已
，紛紛鼓掌相送。

記者在現場採訪發現，習近平此次在漁民村的視察活動，從
安防到現場布置，都體現了諸多變化，給民眾留下深刻印象。人
們都覺得現場的安保措施並沒有想像中的嚴格，大家都用 「親熱
」、 「和善」、 「親民」等詞語來形容這位國家領導人給他們的
感覺。

沿鄧公足跡探漁民村

習：再走出條新路

前海深港合作區
位於深圳南山區，被定位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
範區。

到訪領導人及時間：
習近平：2012年12月8日

漁民村
位於羅湖的漁民村，1980年，漁民村就成為了全國第一
個 「萬元戶村」 。

騰訊公司
成立於1998年11月，是目前中國最大的互聯網綜合服務
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國服務用戶最多的互聯網企業之一。

到訪領導人及時間：
胡錦濤：2010年9月5日
習近平：201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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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領導人及時間：
鄧小平：1984年1月25日
胡錦濤：2010年9月5日
習近平：2012年12月8日

◀漁民村
建中國改
革開放後
第 一 個
「萬元戶
村」
王一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