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句金句汪洋汪洋 網民朋友們：
今天，我已從廣東省委

書記的崗位上卸任，值此之
際，謹致信向廣大網民朋友
道別，對過去五年間大家給
予廣東省委、省政府及我個
人工作上的批評、意見和建
議表示感謝！

過去幾年，廣大網民朋
友踴躍建言謀策，對推動廣
東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
揮了積極作用。可以說，加
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
的成就，凝聚着廣大網民朋
友的智慧和力量。

今後，希望大家繼續關
心支持廣東以及國家的發展
，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國家
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作出貢獻！

祝網民朋友們身體健康
、事業進步、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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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A4要聞責任編輯：彭智明
美術編輯：李錦霞

祖籍安徽宿州的汪洋1955年出生，少時家境貧
寒，父親早逝，他十幾歲時曾在當地食品工廠當工
人，深知基層疾苦。

1981 年 10 月，時年 26 歲的汪洋被任命為共青
團安徽省宿縣地委副書記。隔年，出任共青團安徽
省委宣傳部部長，一年後又當選共青團安徽省委副
書記。1984年，29歲的汪洋離開了共青團組織，隨
即出任安徽省體委副主任，三年後晉升主任。

《醒來，銅陵！》振聾發聵
1988年，汪洋出任銅陵市市長。銅陵是個貧困

市，在安徽地位並不特別顯要，但在銅陵 4 年，雷
厲風行的汪洋卻做出海內外注目的創舉。1991年11
月14日，他以 「龔聲」為筆名在《銅陵日報》發表
文章《醒來，銅陵！》，呼籲 「改革大潮洶湧澎湃
。歷史不允許我們躺在計劃經濟上酣睡了。必須解
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陳腐、封閉的思想觀念開刀
」，一場有關思想解放大討論的序幕轟轟烈烈地拉
開。

此文猶如平地驚雷，由這個貧窮的皖北山區傳
遍了神州大地，顯示出汪洋敏銳的政治嗅覺。不久
，《人民日報》特地為此發表了一篇社論：《醒來
，不僅僅是銅陵！》銅陵百姓也對他這個 「娃娃市
長」的做法從懷疑到逐漸認可，並評價他：聰明能
幹、思維超前、魄力很強、做事果敢。

「銅陵改革」讓汪洋獲得了高層賞識。有媒體
稱，鄧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並特別
召見了汪洋，認為其是個人才。」

此後不久，汪洋即調離銅陵，擔任安徽省省長
助理兼省計委主任。1993年，38歲的汪洋出任安徽
省副省長，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並繼而
進入省委常委。在皖省工作期間，汪洋鮮明的施政
風格，給當地官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稱，汪洋
的超前意識很強，在任常務副省長分管財稅工作時
力推改革，連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都說他 「年
紀不大、膽子不小」。

危機處理能力過人
由於在安徽的良好表現和工作業績，1999 年 9

月，在朱鎔基任內，汪洋調入國務院工作，出任前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他的政治前途也因此
發生重大轉折。2003年3月，溫家寶接任國務院總
理後，汪洋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負責國務院
辦公廳日常工作，並兼任國家機關黨組副書記。

在此期間，汪洋就表現出危機處理的過人能力
。2004年，四川大渡河興建瀑布溝水電站，漢源縣
約10萬人將被迫遷移。由於居民不滿政府的土地徵
收賠償方案而引發抗議，並與警方發生衝突。當時
，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汪洋帶着胡溫的四點重要
指示前往漢源。平息 「漢源事件」，讓外界對汪洋

的手腕與才幹評價頗高。
2005年12月，汪洋接替黃鎮東出任中共重慶市

委書記。據稱，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國家計
委工作，熟悉經濟課題，並參與制訂 「十一五」規
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脈絡非常清楚，可助力這座
中國最大直轄市新階段的發展。

在渝期間，爆發了震驚中國新聞界的 「最牛釘
子戶」事件。當時， 「釘子戶」戶主楊武爬上孤島
般的樓頂大喊：我要見汪洋！輿論一下子將汪洋推
到了風口浪尖。汪洋沒有尋求有關部門封鎖媒體的
報道，沒有動用執法部門 「硬來」，而是指示各方
與戶主積極談判，並最終以一種開明、冷靜、務實
、理性的方式圓滿解決了此事，贏得了國內外媒體
的稱讚。

有媒體說， 「最牛釘子戶」結局皆大歡喜，汪
洋為內地私權保護，寫下一個理想註腳，此舉為各
級地方政府解決同類糾紛提供可資借鑒的模板。還
有媒體甚至評價，在危機處理上，汪洋通過了 「考
試」並獲得高分。 【本報廣州十八日電】

從高倡 「解放思想、殺出一條血路」，
到力主 「騰籠換鳥、建設幸福廣東」；從柔
性平息 「烏坎風波」、推動農村民主選舉，
到善待網民 「罵娘」、力挺輿論監督，五年
來，汪洋主政下的廣東，力排眾議，篳路藍
縷，為進入深水區的改革開放繼續摸石頭過
河。他的開放包容、超前思維、果敢魄力、
自信磊落，讓這場充滿智慧和勇氣的 「自我
革命」，烙上了濃烈的 「汪氏」印記。

22次高倡 「解放思想」
要追溯汪洋五年來的改革道路，就不得

不重溫當年他初抵廣東時，高倡 「解放思想
」的那個先聲奪人的登場。

2007年12月，在與廣東官員的見面大會
上，甫一上任的汪洋開宗明義： 「改革開放
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也靠改
革開放起飛。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
首先必須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開
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廣東省委會議上，兩
小時的講話，汪洋22次提到 「解放思想」，
說廣東官員應重拾改革開放初期 「殺開一條
血路」的氣魄。時值改革開放30周年，改革
面臨向前向後的十字路口，各種論調不斷浮
現，在這樣的背景下，汪洋在廣東高調掀起
解放思想運動，自然引起輿論的關注，一時
間，大江南北， 「解放思想」成了新的政治
流行語。

騰籠換鳥和幸福廣東
汪洋提出的 「解放思想」主要體現為在

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尋求新變，即推行 「騰
籠換鳥」和 「幸福廣東」。

他接掌廣東後最大的 「動作」是推動珠
三角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鼓勵東莞等地忍
受 「缺氧」的痛苦，不要被暫時的落後影響
信心。 「現在有多少痛苦，將來就會換來多
少幸福，無限風光在險峰。」

他強力推行順德、東莞，深圳等地開展
行政體制改革，實行簡政放權。他為 「轉正
」受挫的坤叔公益團隊打抱不平， 「我們不
能對公益組織在成立時就搞 『有罪』推定，
而成立後卻疏於監管。有什麼理由從他姓
『俞』，就推斷人家會去 『偷』，實在沒道

理。」 他說一切施政必須以民眾的幸福為
依歸， 「不能官員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
『牛市』中陶醉，群眾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

的 『熊市』中埋怨。」
在粵港澳合作上，汪洋始終持積極態度

。在其任內，促成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正式簽署，粵港澳合作上升
為國家發展戰略。他說，粵港唇齒相依、親如手足，
共促合作發展是大勢所趨，只要雙方繼續發揮各自優
勢，共同提升國際競爭力，就能實現互利共贏。

另一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事，是汪洋2008年剛到任
廣東時，召開最高規格的粵省全委會，缺席者竟有50

多人，佔到應到會者的十分之一。汪洋遂從吏治
入手，同時兼以治貪整肅。2009年，廣東爆發官
場大地震，原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省紀委書
記王華元、深圳市長許宗衡先後因違紀被革職查
辦。廣東強勢治貪力度一時震驚全國。

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
除了是一名個性官員，汪洋還是一名 「資深

網友」。2006年，汪洋被評為 「年度網絡知識分
子」，使他聚集了 「粉絲」無數。汪洋說，自己
平時也愛上網，知道網民的意見， 「看到很多網
民罵我，把我說得一塌糊塗，當然也看到挺我的
」。他說， 「為什麼領導可以發脾氣，群眾不能
發脾氣呢？為什麼領導可以罵娘，群眾不能罵娘
？」這一席話贏得坊間一片喝彩。

五年來，汪洋多次與網民在線交流，甚至面
對面 「拍磚」，在他推動下，廣東網絡問政經歷
了從 「聽」到 「答」，從 「答」到 「辦」的探索
和跨越， 「官民」攜手，互信互動互補的網絡問
政和諧關係正在逐步建立。

另一個引發海內外關注的舉措是社會管理上
的創新，特別是在烏坎事件處理上，廣東省委宣
告 「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力解決群眾
的合理訴求」，平息了一場可能走向極端的官民
衝突，得到輿論的普遍讚賞。

事後汪洋在回應外國記者提問時表示， 「我
們對烏坎村事件的處理是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執
政理念和人民政府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就是我
們要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他也在分析農村自
治問題時指出， 「依法化解基層矛盾，就是要加
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積極探索良法善治。」

外界普遍認為，汪洋主導下的廣東省委對烏
坎事件作出柔性回應，預示着維穩模式開始由傳
統向現代轉型，是政府走出維穩體制困局的嘗試
，具有標誌性意義。

力挺監督善待媒體
「以後遇到困難告訴我，我派人保護你。」

對於汪洋書記的這句承諾，南方日報深度報道組
的胡念飛記者至今仍記憶猶新。

2010 年 10 月 22 日，汪洋來到南方報業集團
與部分新聞工作者座談。聽說長期活躍在採訪第
一線的胡念飛曾遭遇威脅和打擊，接到不少 「小
心一點！」 「少管閒事！」的匿名電話，汪洋特
意起身走到他的身邊，緊握住他的手說， 「我派
人保護你。」那一刻，讓胡念飛和他的同行們感
覺特別溫暖。

這一幕的發生並非偶然。人們還記得，2007
年汪洋剛一到任廣東工作，就反覆強調要善於聽
取批評意見，推動工作改進。今年5月，他在談
及製假販假現象屢禁不止時公開表示， 「鼓勵記

者暗訪，必要時安排警方保護」。善待媒體、善用媒
體，借輿論監督改進工作，成了這片改革開放熱土的
品格特質，更是廣東引領風潮的特有精神稟賦。隨着
紙媒監督、市民討論、民意合成、官方互動成為常態
，汪洋主政下的廣東， 「民意庫容」不斷擴大，很多
問題也在和諧的 「監督合圍」中迎刃而解。

汪洋身着中山裝出席了18日下午的幹部交接大
會。他在回顧廣東5年工作時說，廣東是人口大省
、經濟大省，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育程度最高、改
革開放意識最強的省份。特別是廣東毗鄰港澳，國
內外關注度高，改革、發展、穩定等各項工作，既
有獨到的機遇，也有着特殊的挑戰，辦好廣東的事
情不容易。

請批准我為 「廣東人」
「在過去的 5 年中，我努力把黨中央的大政方

針與廣東的實際相結合，着眼長遠，認真做事。過
去的5年，是我在工作中向廣東的幹部群眾學習，
獲益良多的 5 年。廣東不僅有全國人民耳熟能詳
的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進取精神，還有在全國
保持和傳承得比較好的包容、務實等優秀傳統文
化。兩者相得益彰，形成廣東獨到的軟實力。」汪
洋說。

永遠會服務於廣東
汪洋又深情話別道： 「5 年前我首次與大家見

面時，曾表示要努力成為一個 『廣東人』。5 年後
的今天，在我即將離開的時候，如果大家認為這 5
年我真的融入了廣東，請批准我為 『廣東人』。今
天我雖然在這裡與同志們話別，但我與廣東、與同
志們的感情，將伴隨着我的一生。無論工作崗位如

何變化，友誼會地久天長。儘管我今後要講普通話
了，但我能聽懂廣東話；今後要在新的崗位上為國
家做事了，但廣東是國家的。我永遠不會忘記廣東
！永遠會服務於廣東！」

臨別致信感謝網民
時常有創新之舉的汪洋，在臨別時還別出心裁

地致信廣東網民，感謝他們長期以來的支持和理
解。

在網絡中素有 「汪帥」暱稱的汪洋一向人氣頗
高。自2007年底就任廣東省委書記以來，他已連續
五年與粵省省長攜手向網民拜年，多次提出希望網
民 「手握鼠標，胸懷天下」，盡情揮灑才華，充分
展示睿智，對廣東發展話題 「打好鐵」，對廣東民
生熱點問題 「織圍脖」，對廣東工作中的不足 「拍
大磚」。2009年5月，汪洋首次對人民網網民留言
進行公開響應，同月，廣東省委發布《關於建立與
人民網、南方網、奧一網網友良性互動機制的工作
方案》，每天安排專人負責分析整理歸類網友留言
，編發《網友留言周報》。

今年 5 月 24 日，汪洋帶頭視頻接訪市、縣、
鎮、村的信訪群眾，就群眾關心的問題作出回覆，
解決了一批信訪訴求。也是從今年5月起，廣東省
每兩個月有一名省委常委和副省長參與網上視頻接
訪。

主
政
廣
東
留
下
改
革
足
跡

本
報
記
者

鄭
曼
玲

五年治粵畫下完美句號

汪洋汪洋赴京履新赴京履新

特稿

從娃娃市長到改革幹將
本報記者 鄭曼玲

在廣東高層交接大會上，剛卸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顯然十分動
情。他在回顧五年工作後與大家依依話別， 「在我即將離開的時候，
如果大家認為這5年我真的融入了廣東，請批准我為 『廣東人』 」 。他
又透露自己 「即將在新的崗位上為國家做事了」 ，但承諾將 「永遠不
會忘記廣東！永遠會服務於廣東！」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八日電】

五年前我首次與大家見面時，曾表示
要努力成為一個 「廣東人」 。五年後的今
天，在我即將離開的時候，如果大家認為
這五年我真的融入了廣東，請批准我為
「廣東人」 。今天我雖然在這裡與同志們

話別，但我與廣東、與同志們的感情，將
伴隨着我的一生。無論工作崗位如何變化
，友誼會地久天長。儘管我今後要講普通
話了，但我能聽懂廣東話；今後要在新的
崗位上為國家做事了，但廣東是國家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廣東！永遠會服務於廣
東！

▲ 「娃娃市長」 是汪洋在任職安徽銅陵市長時
，當地政界及老百姓對他的戲稱 網絡圖片

▲2010年7月2日，汪洋與9位網民代表現場交流
資料圖片

▲汪洋治粵期間致力建設珠三角綠道網。圖為汪
洋騎上自行車，在綠道上體驗一回 網絡圖片

▲在烏坎事件處理上，廣東省委宣告▲在烏坎事件處理上，廣東省委宣告 「「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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