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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尊師重情 多才多藝
本報記者 何德花 羅申

特稿

生在福建，先後任職廣東、深圳、山東和天津，66歲的張高麗一直與大
海結緣。11月15日，在京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張高麗當選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

掛帥濱海 造 「天津速度」
2007年3月，入主天津時，張高麗因為長期在沿海發達省份和改革開放前

沿地區工作、具有管理大城市的豐富經驗而備受各界期待。
到任第二天，張高麗就來到濱海新區，此後，他親自擔任濱海新區開發

開放領導小組組長，幾乎每月去一次濱海新區調查研究。同年5月底，張高麗
把 「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寫進了天津市黨代會報告的主題，一場體現
「天津精神、天津速度、天津效益」的生動實踐隨即展開。

在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 「雙趨緩」的背景下，2007年至2011年天津實現
連續五年GDP年均增長16.5%，人均GDP去年達到1.3萬多美元，躍居全國第
一，GDP單耗五年下降了21.3%。大力發展高端高質高新產業， 「天河一號」
和 「曙光星雲」超級計算機、新型運載火箭、直升機、無人機、航天器、納
米技術、大造船、大乙烯等項目建成投產。其中，被譽為 「中歐合作典範」
的空客A320系列飛機天津總裝線目前已經下線百餘架。 「中新生態城」用新
的發展理念取得可喜成果。天津這個傳統的老工業基地的經濟結構正在發生
質的變化。

據統計，2011年，天津市財政用於民計民生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達76.2%
。在天津期間， 「為民、務實、清廉」是張高麗反覆闡述的工作要求。

主政山東 實施 「三突破」
2007年3月，即將赴任天津的張高麗在山東幹部大會上作告別時，淚水奪

眶而出。主政山東期間，張高麗致力於發展外經外貿、高新技術、民營經濟
「三個亮點」，積極實施東部突破煙台、中部突破濟南、西部突破菏澤的「三

個突破」和建設半島城市群的戰略，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從產業和區域發展的
角度為山東經濟謀劃了戰略布局。山東的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優化，發展速度
不斷加快。2006年，山東省的GDP總量超過2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二。

張高麗高標準、高強度的工作風格也讓很多地方幹部頗感壓力。他在山
東和天津工作時都開展互看互比互學活動，不聽信匯報，就看實際成果，曾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帶領山東各級主要領導，分兩次走遍了全省17個市中的
11個。張高麗每年還帶有關領導幹部到先進省區市學習考察，主動找問題差
距，保持清醒頭腦。

積極實幹 除幹部惰性
在許多幹部看來，營造充滿激情的幹事創業的環境氛圍，是張高麗激勵

調動幹部積極性的一個工作方法。他親力親為，帶頭發揚 「五加二」 「白加
黑」的精神，消除幹部的惰性，讓他們都 「動起來」。

張高麗常在晚上給區縣、部門領導打電話，詢問工作情況或直接到基層
檢查工作。有的地方領導不無詼諧地說，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張書記晚
上打電話，和隨時檢查作業。」張高麗經常只帶一兩個人深入居民小區、菜
市場、公園等地方明察暗訪，直接聽取老百姓的意見，有時乘坐出租車暗訪

，有時在街道邊與老大
爺下棋，他還召開和網
民的對話座談會，親自
回覆網民的留言，並督
導解決問題。

母親一手撫養成人的貧寒子弟張高麗，在福建晉江
僑聲中學畢業之後，1965年考入廈門大學經濟學系的統
計專業。據他大學同學回憶，張高麗不僅愛寫詩，還會
譜曲彈唱，多才多藝；更令同學倍感溫暖的是，這位
「上鋪的兄弟」非常重師生、同學情誼。每每有機會回

到福建，他總要召集同學敘舊、拉家常、了解大家的生
活情況。

張高麗所在的經濟學系當年共有四個班，而統計專
業僅有一個班，共六十名學生。由於 「文革」的關係，
他們這屆學生直到 1970 年才分配工作。據一位與他同
班兼同寢室的同學介紹，張高麗一入學就當班長，後來

當上系學生會主席，還是校文藝隊的，與同學關係很好
。 「文革」期間，學生四處遊蕩無所事事，一向好學勤
奮的張高麗，提出希望同學們在宿舍裡組織學習，後來
即開始組織大家學習毛澤東著作等。 「當時我們的班主
任是黃良文老師，張高麗經常帶着大家去請教他。離開
學校之後，張高麗始終與黃良文老師保持聯繫，常常去
看望他，至今還非常敬重黃老師。」據這位同窗介紹，
從廈大畢業之後，張高麗回母校參加了兩次校慶活動。

「我們那時候沒有太多的娛樂，但是張高麗多才多
藝，學習之餘也會搞些文娛活動，他組織能力強，不僅
會寫詩，還會彈唱。」這位同窗說，1996年張高麗到福
州，召集同學聚會，他現場寫詞，用一首名曲編了一首
「不忘同學情」的歌曲，現編現唱，十幾個同學興致昂

揚，高聲歌唱不忘母校情、不忘同學情，彷彿回到年少
大學時光。

生活簡樸 愛吃地瓜飯
「他小時候很苦，在學校的時候生活簡樸，後來當

廣東省領導之後，這個脾氣也沒改，到我家吃飯都是愛
吃地瓜飯，從不喝酒。調到山東工作之後，就更忙了，
很少回福建。」這位老同學介紹，張高麗的妻子姓康，
是一名普通幹部，他們倆直到 1989 年才生了一個兒子
。 「張高麗有個養女，是他堂哥過繼給他當女兒。」

據了解，當年張高麗所在的那個統計專業班，現在
副處級以上職位的有二十多人，其中兩個高級經濟師和
會計師。與他同宿舍的八人中，一個留校、一個去了香
港、其他五人都在福建工作。 「但沒有一個人 『出事』
。」這位同窗說。 【本報記者福州二十六日電】

1946 年 11 月，張高麗出生在 「東海
邊上的小村莊」福建晉江東石潘徑村。他
的祖輩都是當地貧苦的農民。他的親兄長
現在還在農村，還是農民。

今年兩會期間，張高麗在回答記者提
問時說： 「我本身就是個苦孩子，我的責
任是恪盡職守做好工作，老老實實做人，
全心全意服務。」有網友評論說，官員記
着自己是 「苦孩子」，就是記着百姓的艱
苦，就是沒有忘記自己是百姓中的一員。

張高麗不滿3歲時父親就過世了，從
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和農民一起上山種田
下海捕魚，雖然家境十分貧寒，但張高麗
自幼拚搏進取，憑着勤學苦讀，他考入了
晉江僑聲中學，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廈
門大學經濟系。

1970年8月，大學畢業後遭遇 「文革
」，張高麗被分配到中央大企業石油部茂
名石油公司後勤部總倉庫當起重搬運工。
那時，他幾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
50 公斤。 「文革」結束後，張高麗從公
司團委副書記一直升到茂名石油工業公司
煉油廠黨委書記。1984年，張高麗以中國
石化總公司茂名石油工業公司經理身份兼
任茂名市委副書記。第二年，他升任廣東
省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張高麗的求學和工作起步階段可謂
「艱辛」，但他始終堅守自己的理想。他

曾與南開大學師生分享自己的 「艱辛」經
歷，並將中學時寫的一首詩送給了大家：
「人生道路曲折漫長／不能沒有理想／意

志是多麼的重要／當我孤獨無援的時候／
它給我力量／它給我希望……」

由於在宏觀經濟方面的造詣，1999年
張高麗被清華大學聘為兼職教授，並被母
校廈門大學聘為管理學院院長和教授。

【本報北京二十六日電】
1988 年，張高麗出任廣東省副
省長，之後擔任常務副省長、
省委副書記，並在10年後兼任
深圳市委書記。主政深圳的四
年正是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和香
港回歸祖國的最初四年，深港
合作掀開新的一頁。

張高麗着眼於縮小與香港
的差距，改造老東門、提升深
南大道、擴建機場、建設地鐵
和濱海大道等基礎設施，大力
支持華為、中興等民營科技企
業的發展，提出並促成享譽海
內外的深圳 「高交會」，推進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規劃建
設國際花園城市，深港合作也
揭開新的一頁。

張高麗和歷屆市領導一起
努力並經中央批准，於2000年
在深圳特區成立20周年之際，
將鄧小平的雕像立在蓮花山頂
。他還提出讓深圳 「天更藍、
地更綠、水更清」的目標，努
力保護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的理念也被之後的歷屆政府所傳承。
2001 年 1 月 8 日，正在香港訪問的張

高麗在與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會晤時提出，
深港兩地應加強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高新技術產業、環保、口岸、金融信息業
和旅遊業等六個領域的合作。他的深圳發
展藍圖借力香港，又以挖掘兩地潛力為基
礎，既超前又務實，可以說，某種程度上
為兩地發展謀篇定調。

張高麗於 2009 年 8 月和 2012 年 2 月兩
度在天津會見到訪的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
姜在忠，希望創刊於天津的大公報為促進
津港兩地交流合作作出獨特的貢獻。

張高麗張高麗金句

●我本身就是個苦孩子，我的責任
是恪盡職守做好工作，老老實實
做人，全心全意服務。

●凡是我的家屬、子女、親戚、朋
友到哪個地方去，你們第一不要
接待，第二不要給情面，第三不
要辦事，誰給辦事，我就追究誰
的責任！我已經要求就此發出通
知，一直到縣。

●一定要保持與老百姓的血肉聯繫
，當一把雨傘，為老百姓遮風擋
雨；當一頭黃牛，為老百姓耕地
種田；當一塊石頭，為老百姓鋪
路搭橋。

●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
與時俱進、真抓實幹，堅持廉潔
自律、無私奉獻，清清白白做人
，踏踏實實做事。

新華社在 「中共新陣容」 之人物特稿：《 「為民、務實、
清廉」 ─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一文中介紹，這位
石油工人出身的經濟專才，先後任職東部沿海多省，一路與大
海結緣，他的從政之路始終秉持寬闊和開放的 「海洋思維」 ，
始終立於改革開放的潮頭，低調做人做事，忠實踐行 「為民、
務實、清廉」 的承諾。 【本報北京二十六日電】

出身貧寒 奮鬥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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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6
月18日，張
高麗在地震
重災區陝西
省寧強縣漢
源鎮亢家洞
村五里坡組
，與當地領
導同志研究
天津市對口
支援該縣恢
復重建工作

新華社

▲1984年3月9日，張高麗（中）在中國石化
總公司茂名石油工業公司煉油廠加氫裂化裝
置調研 新華社

◀ 2012年 1月 16日
，張高麗來到天津市
北辰區雙街鎮雙街新
村慰問困難戶鮑振興
一家 新華社

▼2005年6月1日，張高麗來到山東省濟南市婦女
兒童活動中心看望小朋友們 新華社

◀張高麗在深圳工作期間乘坐公共汽車
體察民情 網絡圖片

▼2007年7
月 3日，張
高麗主持召
開天津市加
快濱海新區
開發開放領
導小組第一
次會議，研
究部署有關
工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