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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的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
，伴激昂歡快的進行曲步入會場的國
家領導人中，溫家寶的身影顯得尤為引
人關注。他特意挑選了鮮紅的領帶，來
襯托那臉上盈盈的笑意。走上主席台時
，他雙手相拱高高舉起，面向台上台下
作揖致意。已經進場的代表委員紛紛起
立，自發而有節奏地鼓掌，場面溫馨。

本報記者 鄭曼玲

足跡歷歷

「人們不僅看我說什麼，更看我通過
自己的努力能夠實現什麼樣的目標。我可
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苟利國家生死以苟利國家生死以

平民總理 年輕時代：從1968年到1982
年，溫家寶（左）在甘肅地質局一幹
十幾年，從普通技術員擢升至地質局
副局長。

不言而喻的，這是這位 「大國總理」向代表委員
、向全體國民所做的一次 「告別演說」。依照習慣深
深鞠躬之後，溫家寶站上演講台，開始宣讀他任內的
第十份政府工作報告。他的語調一如往常的平緩，惟
有在唸到 「感謝全國人民」時，特別加重了語氣。

如果沒有從政，他或將成為一位優秀地質學家。
但命運的機緣和選擇，讓他從天津舊城小巷走到了中
南海。大國總理不易為，溫家寶深知這一點。他時常
用林則徐的兩句詩自勉：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
福避趨之。」十年來，他走了很多路，操了很多心，
瘦了五斤，一直長不上來，但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而今，當我們回望他在關鍵時刻的那些亮相，腦
海裡總能浮現那飽含深情的眼神，那清瘦單薄的身體
，和那隨時迸發出來的驚人力量。他以沉毅、果敢的
形象，呈現出國家在社會轉型期的艱難努力。相信很
多中國人會在心裡慶幸，這大喜大悲的十年裡，有過
這麼一位可以作為感情慰藉的總理。

關鍵詞 農家過年
冬日的舟曲透露寧靜祥和。這片曾經遭受 「5

．12」汶川大地震和 「8．8」泥石流災害雙重重創的
土地，如今已煥然一新。蛇年除夕，溫家寶驅車行駛
720多公里來到這裡， 「過年了，我最放心不下的是
災區群眾」，他在貧困戶馬青芳家圍炭火與他們聊
家常，同受災群眾一起吃餃子。

與民眾過年，已經成為中南海獨特的政治傳統，
十年來，溫家寶的新春足跡遍及遼寧、河南、安徽、
山東、江西、四川、廣西等地，在汶川安置房裡給災
民炒菜、在720米深的礦井下與工人一起吃餃子、同
60多位 「愛滋孤兒」圍爐，成了這位大國總理留給民
眾的新春剪影。他曾在與網民交流時表示，已經連續
近十年沒能在家吃團年飯了， 「但我覺得和群眾在一
起不僅高興，而且心裡踏實。」

關鍵詞 多難興邦
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映秀碎了，溫家寶

位於中南海的辦公室也在晃動，他迅速乘坐飛機趕往
災區。夜色漆黑，風雨交加，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已經
淪為一片瓦礫。走在廢墟上的溫家寶眼含淚花，他突
然感覺腳下踩了東西，低頭一看是一隻白色耐克運
動鞋。他彎腰撿了起來，又向前走了一步，一個黑色
的書包，上面印大白兔的卡通圖案，他又彎腰慢慢
地撿起。面對操場上的幾十具學生遺體，他彎下腰，
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人們已經習慣於在災難發生後第一時間見到總理
。2011年 「723」動車事故，他坦誠地向國人解釋，
之所以事故發生第六天才到現場，是因為連續病在
床11天。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廢墟上的中外記者會上，
身體抱恙的他，眉頭緊鎖、神情憔悴，花白的頭髮被
勁風吹亂，卻依舊耐心回應公眾訴求，厲聲要求鐵道
部門公開徹查，給民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關鍵詞 「爐邊談話」
2009年2月28日午後，距離向全國人大代表報告

政府工作還有五天，自稱 「難免緊張」的溫家寶，開
始他政治生涯中的首次網聊。被喻為網絡時代 「爐邊
談話」的此次網聊，是從他患有腦血栓雙目幾近失明
的母親破題的，他希望以此表明自己敞開心扉、坦然
相對、誓與民眾共渡時艱的心跡。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溫家寶表示， 「我一直認為群
眾有權知道政府在想什麼、做什麼，並且對政府的政
策提出批評意見，政府也需要問政於民、問計於民，
推進政務公開和決策的民主化。」

讓中國互聯網沸騰了的這場特殊訪談，被視為開
啟中國式 「網絡問政」的先河。此後，越來越多的各
級黨政領導也主動走進互聯網，問政於民，問計於民
，不怕批評、敢於對話，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不斷擴
大，成為新時期中共踐行宗旨觀的政治自覺。

關鍵詞 民惟邦本
「豆你玩」、 「蒜你狠」、 「薑你軍」、 「糖高

宗」、 「油你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直播間裡，
無線電波這一頭的溫家寶被這些年度流行網絡詞彙刺
痛了心。

溫家寶在中國重要產糧大省密集考察，掌握了田
間地頭第一手信息後，國務院密集出台穩定物價的政
策，從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穩定農副產品供應、降低
農副產品流通成本等方面全方位出擊。隨後，各地蔬
菜價格持續上漲的態勢得到有效遏制，持續走高的
CPI開始下降。

而房價的調控，則更為艱難。十年來，調控逐漸
升級，但房價並未調整至合理價位。 「群眾也在責怪
，說房價越調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溫家寶曾說
， 「我聽了，感到十分痛心。」

上月20日他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本屆政府最後一次
國務院常務會議，出台了 「國五條」，被視為其任內
針對房價的 「最後一次狙擊」。這位曾全家五口人居
住九平方米住房的大國總理說， 「我也深知蝸居的滋
味。」

關鍵詞 信心黃金
2008年，金融危機彷彿一夜間降臨，中國經濟遭

遇巨大的下行壓力，溫家寶幾乎成了全中國最繁忙和

憂慮的人。國務院常務會議，幾乎每周都在出台新政
，猛藥頻仍。

隔年初，溫家寶展開了主題為 「信心」的歐洲之
行。期間，他歸心似箭急於回京，研究出台造船和紡
織的振興規劃。回國前一天，他一起床，就問警衛員
，今天的股市是多少？警衛員回答他：今天是禮拜天
，不開市。

他曾在不同場合強調， 「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
要！」他還曾在重慶一個村莊裡，跟一群農民說起雪
萊的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麼？

至於外界褒貶不一的 「四萬億」計劃，溫家寶在
回顧總結中指出， 「我們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有
人不顧事實地歪曲和指責，甚至說是不必要的代價。
我想鄭重地說明，正是因為當時的果斷決策和科學應
對，我們才避免了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農民返鄉，
繼續保持了中國發展的好勢頭，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
，防止了現代化進程出現大的波折。」

很多人說，對於 「一攬子計劃」的角色他們無意
置評，他們只是感動於年近古稀的溫家寶，在危機時
刻所表現出的勤勉、熱忱和中國士大夫傳統。

關鍵詞 港台情結
2003年春，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疫病悄然

來襲。當時正在曼谷出訪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透過
媒體鄭重宣布，凡是香港需要的醫療衛生物資和醫護
人員，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一切需要保證供得上、拿
得出，全部費用由中央財政承擔。他還飽含深情地說
： 「我和你們一樣，身上都流中國人的血。在這場
災難面前，我們應該同舟共濟，共渡難關。」

說完這席話不久，溫家寶就於當年6月30日，親
身來到當時 「生人勿近」的九龍淘大花園E座，探望
那裡的居民。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主席葉興國接
受媒體採訪時回憶道， 「溫總理來，連口罩都沒有帶
，對我們有很大鼓舞。是淘大居民和外人對淘大花園
重建信心的轉折點。」

對於台灣，溫家寶同樣懷有深厚感情。2003年他
就任總理之初，有台灣記者問及兩岸 「三通」問題，
溫家寶便引用于右任臨終哀歌表達他期盼祖國早日統
一的迫切心情：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
不可見兮，只有痛哭……他說自己真心希望能有機會
到台灣去走一走、看一看， 「走不動了就是爬我也願
意去。」

不久前，有記者詢問國台辦發言人，是否會促成
胡錦濤和溫家寶卸任後赴台，得到的答覆是 「雙方可
積極創造條件。」

關鍵詞 十年記者會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2003年，溫家寶以這

樣一句自我介紹開始其總理任內首次記者會， 「大家
普遍認為我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我又是一個有

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在我當總理以後，我心
裡總默念林則徐的兩句詩：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
因禍福避趨之』。這就是我今後工作的態度。」

十年來，兩會記者會成了溫家寶與國人、與世界
溝通的重要平台。在這裡，他引經據典，闡述理念，
解釋立場，回應各界關切。不過，外界印象最深的還
是2012年他的第十次記者招待會。一位媒體主編後來
感慨， 「這是十年來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場發布
會。」

那一次，他談到 「文革」、政改，還有大家最關
心的 「王立軍事件」。他的答案出乎意料，幾乎在面
向全世界的鏡頭前公開責備： 「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
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當
時沒有人會想到，就在十幾個小時後，重慶市委的主
要領導人換將，重慶翻開新的一頁。

三個小時見面會後，一種振奮情緒似乎重新開始
在全社會激活升騰。外界認為，這不是簡單的總理告
別預演，實際上是最高決策層又一次為歷史去魅，為
改革張旗，為熱點事件脫敏的時刻。一位英國記者說
， 「第一次看到一個中國政治人物這麼有力量。」

關鍵詞 壯志未酬
「這些年過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總覺得還有

許多工作沒有做完，許多事情沒有辦好，有不少遺憾
。」溫家寶曾如此評價這過去十年。

與其他中共高層不同，溫家寶屢次在公開場合談
及政治體制改革。2010年9月23日，他接受CNN訪問
時坦率談到： 「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兩個詞
來表達我的決心： 『風雨無阻』， 『至死方休』。」

此後，他曾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說， 「如果問我為
什麼關注這件事情，我出於責任感。粉碎 『四人幫』
以後，我們黨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
了改革開放。但是 『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
沒有完全清除。」他更進一步警醒國人，沒有政治體
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
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
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2010年4月，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
章《再回興義憶耀邦》，紀念已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
記胡耀邦。儘管文章看上去只是一篇懷人憶舊的人生
隨筆，絲毫不涉及，或者小心迴避了對主人公的政治
評價，但人們還是不免從字面以外去猜想文章的意義
，激起複雜的政治想像。

不過，溫家寶也清楚， 「人們不僅看我說什麼，
更看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實現什麼樣的目標。我可
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
口氣，我就奮鬥一天。」這匹負軛的老馬，
不到最後一刻絕不鬆套。

【本報訊】擔任總理十年，溫家寶給國
民留下最震撼的記憶，莫過於他親臨汶川大
地震指揮救災。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溫家寶
在震災發生兩小時後已經身先士卒趕到震區
，安頓災民，指揮救災。溫家寶告訴災區民
眾， 「廢墟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我們都要搶
救到底。」在都江堰市新建小學救災現場，
他不顧自身安危，攀上瓦礫堆，流眼淚向
瓦礫底下被埋的小學生喊話： 「我是溫家寶
爺爺，孩子們一定要挺住，一定會得救！」

作為救災最前線的最高指揮者，溫家寶
嚴厲要求救災人員爭分奪秒，克服道路中斷
的困難險阻，直插震心汶川。他甚至在電話
中斬釘截鐵地向救災部隊官兵發出嚴厲指示
： 「我就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
己看辦！」當新華社現場記者用微博傳出
這一幕時，多少國民感動得熱淚盈眶、熱血
沸騰。

不僅是汶川，十年來，幾乎每一處巨大
災難發生後，國民都會在災區看到這位白髮
總理矮小而難忘的身影。

溫家寶

十年總理 最感人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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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央：1985年，溫家寶被
調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從此留在中
央。圖為溫家寶1990年在北京。

機要中樞：1992年，溫家寶開
始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圖為溫家寶
（左）與朱鎔基的合照。

探訪威院：2003年6月，新任總
理溫家寶來到香港威爾斯醫院看望與
沙士作鬥爭的醫護人員，並題詞 「向
醫護人員致敬」 。

1968

外交風采：2006年，溫家寶向
訪華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介紹太極柔力
球的玩法，大國總理的個人魅力自然

流露。

帶病視災：2011年7月28日，
「7．23」 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溫
家寶在金球國豪酒店看望部分死傷人
員家屬，向家屬深深鞠躬，表示深切
慰問。

◀3月5日，溫家寶
總理發表任職以來
的第十份政府工作
報告，這也是本屆
政府的最後一次工
作報告

中通社

▲2008年5月13日，溫家寶總理在四川都江堰市新建小學
察看災情時，蹲坐在廢墟上對孩子說，我是溫家寶爺爺
，孩子們一定要挺住，一定會得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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