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日，李克強與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湖南代表團共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我想就有些問題提些建議行不行？」聽
完代表發言後的李克強正在圍繞大家的建議和意
見談自己感受之時，臨時 「冒出」思路的湖南團全
國人大代表肖安江突然插話問。

「要的，要的，你說吧！讓他把 『錦囊妙計』說
完嘛。」看到工作人員提醒肖安江縮短發言時間，李克
強模仿湖南方言笑說。

這位來自湖南基層的代表提出的建議是關於如何更
好推進城鄉協調發展，建設新型城鎮化。

至於為何臨時提出發言，他直呼突然來了靈感，找
到了問題的答案，必須得講完， 「不然我的思路就沒有
了」。

「代表發言是法律賦予的權利。」李克強認真傾聽
肖安江講述 「錦囊妙計」。

「你講得很好！」李克強笑說。
李克強當場還與肖安江作了一個 「約定」。 「你可

能還有更多的想法，我們約定一下，你費一點工夫，把
它寫下來轉給我，我會認真閱讀。」

「我覺得剛才這位代表所講的，可以說他對農民
的感情大於他發言的勇氣」，李克強說， 「你之所以
堅持要把這個話講完，是因為希望農民能夠脫貧致富
，能實現在城市裡與城市融為一體，在農村脫貧致富
。」

除了臨時插話發言，還有代表徑直走過去，將自
己的書面建議遞交給李克強。會議結束時，李克強揚
揚手中的材料說： 「又送來幾份材料，我今天收穫頗
豐啊！」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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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請直接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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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一個建議啊。」
6日上午，首次以常委身份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天津代表團審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
五度向代表們提出同一個建議， 「大家發言時，請直接
講建議。」

第一次 「建議」是在孔曉艷代表發言後提出的，她
是天津濱海櫃台交易市場股份公司副總經理。張高麗說
， 「天津是我的第四個家鄉，對大家也都很熟悉，有什
麼問題都可以提，咱們的發言和建議是交流式的。」

天津市副市長兼濱海新區區長宗國英顯然沒有理解
這番肺腑之言，剛剛拿出講稿的他即被張高麗喊停， 「
你就不要照本宣科了！」

「高麗書記來到天津團，我們非常高興。」略顯尷
尬的宗國英打起了 「太極」。張高麗再次插話， 「這個
你就不要再說了，大家一起並肩戰鬥那麼多年，直接講
建議。」

在張高麗的五度建議下，代表發言中 「穿靴戴帽」
的少了很多，津廳內笑聲、掌聲頻頻。

「我最近看電視，心裡很不舒服，奶粉很多是跑到
香港去買，這不是很大的諷刺嗎？」針對李樹起代表提
及的食品安全問題，張高麗如是說。

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包景嶺就生態文明建設提出
的建議，引起張高麗共鳴。 「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不
要再搞了。」張高麗提高了語調說， 「關注民計民生，
很重要的是把環境保護給搞好。」

他特別提醒說， 「有水平，不能單看GDP的速度
。天津的高水平，要高在生態環境上，高在適合老百姓
居住上。」

「將來呀，我們都要告老還鄉。」言及此，張高麗
把目光轉向了左側的孫春蘭，以及右側的天津市長黃興
國身上， 「大連不錯，福建廈門也很漂亮，但選來選去
啊，我還是選天津」。一番話，代表們笑了，張高麗也
禁不住樂了。 （中新社）

「人的毛病如果積累時間長了，改起來挺
難的。比如吧，我這人駝背，身邊人老是提醒
我挺起（腰）來，這樣對身體好。那天在主席
台坐時我也有意識地挺起來，可挺一會兒就
堅持不住了。」

5日，在所在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北京代表團
參與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上述一番繪聲繪色的
「自我調侃」，引發一陣笑聲。

王岐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市長，儘管坦言此行有 「回家之感」，但他
的上述 「調侃」絕不僅是為了拉家常。作為中
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他是借上述言論
提醒在座代表，中央 「八項規定」持之以恆的
難度很大，需要人們做好打 「持久戰」的準備。

「我們必須反思現在形式超乎內容的形式
主義作風，」王岐山歷數種種亟待轉變的風氣
─會議多而濫、文章長而空、抄來抄去、大
吃大喝、各種總結會表彰會開成了 「聯歡會」
、公款吃喝。 「這不就異化了嘛。」他說。

「大家都知道， 『八項規定』的要求其實
並不高，但持之以恆卻很難。」王岐山故意躬
下身去，指自己的腰說： 「就像我這駝背，
一會兒就這樣了。」但他提醒， 「八項規定」
一定要長期持續下去，一直要 「盯」下去， 「
從過年到兩會，再到 『五一』，再到暑假，再
到 『十一』，都要盯，八月十五和清明節也要
盯！」

「這個事輸不起」，王岐山警告說。
（中新社）

王岐山以駝背喻轉作風

▲張高麗參加天津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遼寧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溫家寶參加四川代表團的審議。四川甘孜的
全國人大代表英措向溫家寶敬獻哈達 中新社

▲李克強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湖南代表團
的審議 新華社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了遼寧代表團審議。
習近平指出，要大力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
地戰略，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讓群眾得
到看得見、摸得的實惠。要大力加強思想道德建
設。雷鋒、郭明義、羅陽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
、大愛的胸懷、忘我的精神、進取的銳氣，正是我
們民族精神的最好寫照。要充分發揮各方面英模人
物的榜樣作用，為實現 「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
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參
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說，中部地區在中國區域發展
格局中佔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要力推動轉型發展
，在理念上有創新，在實踐上有行動。要把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更好地結合起來。要力解決重點民生
問題，加大扶貧攻堅力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

推動中部地區轉型發展
李克強希望湖南加快推進「兩型社會」建設，在

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中邁出更大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

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參加港澳地區全國政協
委員聯組會時強調，中央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方針不會變，支持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的決心不會
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
參加了他所在的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他指出，我
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特點是
發展，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
的關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參
加了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團審議。王岐山指出，黨風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事關黨的生死存亡，必須全
黨動手一起抓。要嚴肅黨紀，維護黨的集中統一，
確保中央政令暢通。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享樂主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參加所在的天津代
表團審議時指出，要做好穩增長、控通脹、防風險
工作，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要強化創新驅動，
支持科技型企業發展，化解產能過剩，加快經濟結
構戰略性調整。

【本報訊】中共和國家領導人習近
平、溫家寶、李克強、俞正聲、劉雲山
、王岐山、張高麗，6日上午分別參加了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
二屆一次會議一些團組的審議和討論。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 5 日作完《政府工作報告》後深深鞠躬。6
日，這位即將卸任的老人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四川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再抒心聲，攬過於己
，並引古詩 「雛鳳清於老鳳聲」相信後任會比他做
得更好。

「我擔任國務院總理10年，任期即將結束，今
年是我最後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溫家寶說
： 「四川是我特別有感情的，今天來到四川團聽取
大家的意見，也算和大家告個別，和全體人民代表
告個別。」

「我第一次來北京，第一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第一次親眼見到總理。」眉山市仁壽縣文林鎮文
林路社區黨總支書記唐群容掩飾不住自己的激動，
「總理您好，我有一個請求，我想和您握個手，合

張影。」
溫家寶微笑說： 「這個要求不高。你是 『小

巷總理』啊，你的工作不比我簡單，因為就業、社
保、醫療，各項工作最終都要落到基層，群眾對政
府滿意不滿意，都是從基層體驗得來的，你們的工作
代表政府的形象，所以等會後我們又握手又照相。」

駱雲蓮是雅安市漢源縣永利鄉古路村支部書記
，這位彝族代表發言時操濃重的地方口音， 「總
理，對不起，我不會說普通話。」

溫家寶溫和地說： 「你慢慢說就好了。」
「我們那裡是多地交界，丈夫在山上砍柴，我

在家裡煮飯，一打電話就是長途加漫遊。」她講述
該新村將發展生態旅遊的同時間，還拋出了自己的
小煩惱。

溫家寶說， 「我對那裡也很了解，那是 『天梯
上的雲路』，是很偏遠的地方，最近幾年才不點煤
油燈，適齡兒童才能上學。」

溫家寶表示，中國的扶貧攻堅任務還很繁重，
相信省裡、中央都會重視解決，整個國家進步了，

不能讓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山區再存在這樣的落後
狀況。

「我想到李商隱的兩句詩：『桐花萬里丹山路，
雛鳳清於老鳳聲』。我相信，後人會比我做得更好
，在我即將退休的時候，我對人民懷深深的敬意
和感激之情，我希望我們國家的未來越來越美好，
人民生活得越來越幸福。」溫家寶說。

十年不了情 寄望雛鳳聲

溫總話別代表心繫扶貧

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八項規定
，改進工作作風，並承諾 「從中央政治局做起」，
率先垂範、革故鼎新。如果說剛開始中央七常委改
進作風、會風、文風的做法還被一些人視作個案的
話，今次全國兩會則充分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人
改進作風絕不是做過場。全國兩會作為全國各界共
商國是的最高政治舞台，也成了改進作風最好的檢
驗場。

4日下午，習近平參加科協、科技界政協委員
聯組討論。中科院院士姚檀棟當習近平的面背誦
了《沁園春．霾》， 「北京風光，千里霧霾，萬里
塵飄……空氣如此糟糕，引無數美女戴口罩」，借
此來表達對空氣污染的擔憂。

5日，張德江在參加全國人大浙江代表團審議
活動結束時，發言力主溫州擴權的人大代表鄭雪君
緊追張德江至電梯口，追問： 「張副總理，我剛才
講的話，您記住了吧？」張德江回答道： 「知道啦
。溫州已經要求了很久了。是應該把這個問題解決
掉了。」

同日，俞正聲到湖北團參加審議。當武漢市負

責人發言提到 「武漢正處於大建設時代，今年全市
工地超過了一萬個」時，俞正聲笑說， 「阮成發
， 『滿城挖』，這個我知道。」現場笑聲一片。阮
成發是現任武漢市委書記。

而在天津代表團，當一位代表剛拿出講稿要照
讀時，就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打斷，讓他直接
講意見建議。

讓政治充滿人情味
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追求的就是一種生動活潑

的政治局面。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統一意志又
有個人舒暢心情。這種局面的形成，既需要最高領
導人的開闊胸襟、務實作風、親民情懷、個人魅力
，也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並真正貫徹落實。

在今年全國兩會，這兩點得到高度融合。新一
屆領導人敢於也善於表現自己的幽默風趣，而代表
委員們受此鼓勵，更敢於講真話、說實話，甚至是
帶刺兒的話。這種上下良性互動，打破了以往權力
層級制下形成的刻板緊張的話語體系，讓政治充滿
了人情味。

全國兩會的警察們在訴苦：既不能封路，又要
保證安全。以往適逢舉行重大活動一封了之的做法
行不通了，警察們只能想盡辦法，定時管控，雙向
疏導，來保證交通秩序的運轉，因為中央給他們定
下的原則就是 「不擾民」。這實際上是一個縮影，
是新一屆中央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生動寫照。

中央高層以身作則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最高層的躬親示範

，是一種明確的行動導向和風氣引領。全國兩會不
再擺花了，不再在會場樹立直播間、宣傳屏了，不
再讀講稿、唱讚歌了，可以當總書記的面批評空
氣質量了，可以攔住政治局常委再提問題了……中
央如此，則省當如此，市當如此，縣當如此，自上
而下，順民意，得民心。

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參加山東團審議時說：
「改進作風必須認認真真抓，持之以恆抓，咬牙做

下去，不搞一陣子，防止反彈。」這次全國兩會，
讓外界看到了中央高層改進作風的決心和誠意，感
受了一種清明的政治新風。

喜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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