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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鄉情 淳樸溫和
本報記者 楊奇霖、楊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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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祖籍山西天鎮縣的王岐山，雖然未在家鄉出生和生
活，但卻對家鄉有着深厚情誼，長期關注山西的發展，
並多次回晉參加公務活動。

王岐山去年出席在晉召開的第六屆中博會開幕式時
，對包括家鄉大同市在內的幾個地市進行了考察。在此
期間，王岐山 「秘密召見」天鎮縣委書記進行了四十分
鐘的談話，詳細了解家鄉的發展情況。

十八大會議期間，王岐山作為山西團的代表，在與
代表討論時特別提到，山西是革命老區，希望大家多關
心老區群眾，也希望相關部門能想方設法改善老區群眾
的生產條件，多措並舉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

曾和王岐山有過 「密切」接觸的山西日報天鎮籍記
者李強告訴本報記者，王岐山對家鄉人很有感情，在與
他交談時可以感受到王岐山那份濃厚的鄉情。

寄語天鎮 當北京 「後花園」
在 2005 年全國兩會期間，當時在人民大會堂遇到

被眾多記者圍攏的王岐山，李強前去自報家門。令他驚
喜的是，在聽到他濃郁的鄉音時，王岐山饒有興趣地與
李強攀談起來，並詢問家鄉近年來的發展情況。李強回
憶說： 「雖是大人物，但他絲毫沒有架子，淳樸又溫和
，十分親切。」

在李強提出給家鄉人民題詞的邀請時，王岐山凝神
考慮了一下說， 「我還是簽個名比較合適」。當時，王
岐山在一張兩會首日封上鄭重的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並
寄語家鄉人民依託首都，做大做強北京 「場地掛鈎」蔬
菜基地縣，成為北京 「後花園」，建設和諧天鎮。

人們都知道王岐山曾被譽為 「救火隊長」，卻鮮有

人知道 「救火隊長」有個曾長期從事城市排水設計及規
劃工作的父親。王岐山的父親，王德政出生於山西天鎮
縣馬家皂鄉安家皂村，7歲上私塾，13歲入縣立第一高
等小學校，後考取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49 年
參加革命工作，先後在青島市政府建設局、中央城市建
設部給排水設計局等部門工作。

而王岐山的老家安家皂村位於天鎮縣城正南約 50
公里。據村裡的老人講，安家皂村多注重教育，也出過
許多治世經國的人才。村子原本是一個堡城，堡內大都
是式樣考究的瓦房宅院。而王岐山的祖父王步清是個樂
善好施的大善人，常做修橋補路的善事，被鄉親們尊稱
為王善人。

2003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 「非典」肆虐京城，履新海南省委書
記才5個月的王岐山，於4月22日 「火線」就任北京市代市長。當天
，他就走進新發地批發市場、崇文門菜市場和王府井醫藥大樓，調研
解決因 「非典」疫情造成的蔬菜、副食品和醫藥短缺問題。

第二天，北京市政府果斷下達政府令，對受 「非典」感染的人員
、場所依法實施隔離，切斷傳染途徑。

第三天，他舉行就任後的第一次市政府常務會議，部署 「非典
」防治工作。開會伊始，王岐山就撂下了一句響噹噹的話： 「軍中
無戲言」。只開了30分鐘的會議一結束，小湯山醫院即於當日火速
開工……

第十天，王岐山出席新聞發布會並接受媒體專訪，妥善引導輿情
，消除市民對 「非典」疫情的恐懼心理，增強了信心和勇氣。

王岐山在北京市日以繼夜地工作，在半年的時間裡，體重下降了
10 公斤。他說， 「做北京市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重於泰山
，我時刻銘記於心」。

「救火隊長」 迎難而上
更早前，王岐山就以善於處理棘手問題著稱。1998 年初，他受

命擔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其時，廣東經濟發展正面臨亞洲金融危機
的嚴重衝擊。走進廣東省政府的辦公室， 「廣國投」和 「粵海」的巨
額債務問題接踵而至。對他來說，最嚴峻的考驗，是如何化解廣東地
方非銀行金融機構1000億元人民幣支付硬缺口的難題。

「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內外部一片激烈爭論中，王岐山果斷拿
出一份 「廣國投」破產和 「粵海」重組的方案，並隨即提出對843家
農金會、150家城信社、28家信託公司、48家證券營業部，涉及2000
多個營業網點和200多萬自然人的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進行妥善處置，
很快形成了化解廣東金融風險的 「三步走」戰略。在黨中央、國務院
和廣東省委的領導下，王岐山以一天一個億的速度，用三年時間全面
化解了巨額內外債支付缺口，制止了企業濫借、銀行濫貸，釐清了政
府信用和企業信用，防範了道德風險，捍衛了廣東人民改革開放以來
的既得利益。

反腐倡廉 潤物無聲
今年11月30日，剛剛擔任中央紀委書記半個月的王岐山主持召

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就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問計 「高參」。他
說 「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 「反腐敗鬥爭要
『潤物細無聲』，不搞 『三把火』。」

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們普遍感到，會議討論熱烈，互動頻繁，稿
子 「可念可不念」，讓人耳目一新。王岐山說， 「要清醒地看到，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可能 『畢其功於一役』。反腐敗鬥爭要
讓人民群眾感到越來越有力度，越來越實在」。 「要有深邃的思考和
植根於我們土地的調查研究，研究並實施制度創新」。

在加強紀檢監察機關自身建設上，王岐山說， 「信任不能代替監
督」， 「絕不能 『透支』黨的信任和信用」， 「要用鐵的紀律打造一
支忠誠可靠、服務人民、剛正不阿、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
。每一句話都擲地有聲。

奧運世博 圓滿完成
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執行主席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組

委會主任，王岐山扎實工作，付出了辛勞和智慧。面對奧運 「大考」
，王岐山提出：奧運工程要實現 「安全、品質、功能、工期、效益」
五統一， 「北京要借奧運會契機全面提升城市的服務和管理水準」。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上海世博會勝利閉
幕，以 「成功、精彩、難忘」載入史冊
。閉幕式上，王岐山動情地說， 「在
184天裡，190個國家、56個國際組織以
及中外企業踴躍參展，200 多萬志願者
無私奉獻，7308萬參觀者流連忘返，網
上世博永不落幕，這一切共同鑄就了上
海世博會的輝煌！」

王岐山夫人姚明珊現已退休。

王岐山王岐山 論反腐倡廉

●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
生死存亡。

●信任不能代替監督。各級紀檢監察
機關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努力建
設一支忠誠可靠、服務人民、剛
正不阿、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
部隊伍。

●要清醒地看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
腐敗鬥爭，不可能 「畢其功於一役
」 。反腐敗鬥爭要讓人民群眾感到
越來越有力度，越來越實在。

新華社在《 「求真務實 盡責奉獻」 ─記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長篇人物特稿中介紹，從當年
一名農村插隊知青，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
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歷經廣東金融風險、抗擊
SARS（非典）、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以及籌辦
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多次 「大考」 ，他都風雨無
阻，自信從容。在不同領域、地區、行業、崗位上磨礪
成長的王岐山，因其 「求真務實、盡責奉獻」 的理念而
得到廣泛認同與信賴。

【本報北京二十六日電】

王岐山的務實，既體現了實事求是的
精神，又折射着他對歷史和哲學的思考。
他經常要求廣大幹部： 「要想明白，說明
白，做明白。」

在建設銀行行長任上，王岐山提出：
「特色就是魅力，要一心一意辦銀行。」

新世紀初，他作為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積
極參與國家若干重大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
研究、設計和制定。

為金融業撐起「安全傘」
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王岐山還主持建

立了金融旬會制度，加強 「一行三會」的
協調配合，推進金融發展、改革、開放、
創新、監管和服務。他經常強調，各部門
必須加強基礎工作，切實做到 「情況明、
數字準、責任清、作風正、工作實」。

2008年9月，正在美國訪問的王岐山
，接到美方通報第二天雷曼即將破產的消
息，他立即部署國內金融部門做好應對國
際金融危機的各項準備，確保中國經濟金

融穩定。
10月6日，中央果斷決

策，成立國務院應對國際金
融危機小組，由王岐山擔任
組長。在之後召開的多次會
議上，王岐山強調，要堅定
信心，冷靜觀察，研判形勢
，有效應對，努力把國際金
融危機的影響和損失降到最
低限度。

面對這場危機，王岐山
始終冷靜清醒。他多次重申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極為

複雜嚴峻，充滿不確定。不確定中可以確
定的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引發的
世界經濟復蘇低迷將長期化。立足當前，
要確保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不平衡的復
蘇比平衡的衰退要好。中國 「首先要把自
己的事情辦好」。 「百業興則金融興，百
業穩則金融穩」，金融要更好地服務於實
體經濟。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
金融風險的底線，這是加快轉變金融業發
展方式，調整金融結構，深化改革，擴大
開放的前提。 「底線論」為中國金融業支
起了一把 「安全傘」。

堅定維護國家利益
2008年，王岐山首次率團赴美主持中

美戰略經濟對話。針對美國因金融危機引
發的貿易保護主義，他即席發表演講：
「我這次來美國之前，很多朋友對我說，

你要小心，美國的大門就要關上了，因為
美國盛行着保護主義。但是，我認識的美
國不是這樣的，歷史上的美國就是貿易立
國，是一片能夠容納世界各族人民的熱土
。」他話鋒一轉：在我訪美的第一站聖路
易斯市，矗立着一座巨型拱門， 「有框無
門」，是當時美國開發西部的起始點，美
國應該像這座拱門一樣，永遠開放。

作為分管中國對外經濟事務的國務院
副總理，王岐山率其工作團隊與美歐等主
要發達國家和金磚國家財金領導人以多種
形式進行密切的信息溝通，加強形勢研判
和對話，在雙邊和多邊領域，共同應對國
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挑戰，堅定地維
護國家利益。特別是為中國元首出席二十
國集團峰會，做了卓有成效的準備工作。

經濟危機 從容應對

▲ 2011 年
9月26日，
王岐山在山
西太原舉辦
的第六屆中
國中部投資
貿易博覽會
場館內參觀

資料圖片

▲ 2004年8月
30日，王岐山
在雅典奧運會
閉幕式上接過
奧運會會旗

新華社

▲2011年5月10日，王岐山出席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簽約儀
式 新華社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農
研室領導在福建莆田調研，為起草中央一號
文件做準備 新華社

▲ 2003年1月7日，王岐山在海南省陵水縣
看望慰問困難群眾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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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8日，防治 「非典」 期
間，王岐山在北海公園與北京市民共度
周末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