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2008年）1月11日至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习近平到河北省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行考察调研。这是1月12日，

习近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困难群众闫增生家中看望。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新华网石家庄7月13日电（记者
李斌）（2013年）７月11日至12日，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来到自己联系的河北省调研
指导。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
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
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
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
的‘赶考’远未结束。”

11日下午，习近平在上午到石家
庄正定县进行调研之后，来到革命圣地
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
郑重作出这个表示。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
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地处太
行山东麓的平山县西柏坡办公，指挥了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
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
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
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西
柏坡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

个农村指挥所”。
习近平30多年前在石家庄市正定

县工作时就到过西柏坡，其后又多次
来。这次是他到中央工作后第二次来。

青山滴翠，细雨蒙蒙。11日下午4
时许，习近平首先来到西柏坡纪念馆。
广场上，五大书记铜像前，“新中国从这
里走来”——鲜花铺就的几个大字格
外引人注目。

“总书记来了！”惊喜的人们纷纷
围了上来，有的大声问好，有的抢着握
手，更多的是拿起手机、相机，记录下这
难得的一刻……

西柏坡纪念馆内，一块展板让习
近平久久驻足，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
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
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
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
定下的规矩——伫立展板前，习近平
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
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
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
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
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

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
有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用过的转椅，周恩来用过
的办公桌，董必武用过的最新华北详图
……从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到
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前，习近平
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不时询问有关
情况。

17时许，习近平在一间长方形的
土坯房——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召开
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
谈会。

“党的生日刚过，我们来到革命圣
地西柏坡，瞻仰旧址，重温革命前辈的
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
们。”大家围坐在一起，习近平开门见
山，“这次来，主要是就开展好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围绕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同
大家谈谈心，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不讲套话，请大家有啥说啥。”

“百姓生活在逐渐提高，为什么感
觉和我们的距离反而有点远了？”平山
县委书记、西柏坡管理局党工委书记李
旭阳第一个发言。他说，平山县委把干
部和群众的感情问题作为突破口，带着
真情教育干部，带着亲情服务群众，带
着激情干事创业，一方面加强干部队伍
作风整顿，向717个村派出小分队，宣
讲政策，进行帮扶，一方面积极谋划把
县域经济做大做强，力争 3 年摘帽
脱贫。

西柏坡镇党委书记李新海在西柏
坡工作已有7年多。他说，为加强同
群众的联系，镇党委采取了措施，第一
个就是在今年年初向群众发放民心
卡，上面写有镇里干部的电话，便于群
众联系和监督。

习近平听了马上问：“民心卡是发
到所有的村？”

“对，发到村里面。”
习近平又问：“干部都联系到村？”

“干部都有包村，有的干部包一个
村，有的两个村。”

“一共多少个村？”
“16个村。”
“把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好，把

西柏坡优势资源利用好，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建好景区，为群众多办实事，让

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李新海表示。
“这项活动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说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希望
活动不是短期的，希望领导干部经常
到农村看看，多了解百姓想法”“希望
把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扎扎实实搞下
去 ”“ 建 议 加 大 惠 农 政 策 扶 持 力
度”……燕尾沟村党支部书记任建中、
西柏坡村老党员代表 闫青海、平山
镇孟堡村群众齐利沙也先后发言。

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插话交流
……

70多岁的闫朝书是西柏坡村的
老党员，身体不太好，习近平以前见过
她。见到老人，总书记关切地问候并
征求她的意见，叮嘱她要多保重身体。

18时06分，时间不早了，乡亲们
结束了发言。习近平环视着旧址，这
间屋子意义非同寻常。正是在这间简
陋的房间里，1948年9月8日至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九
月会议，提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要求军队向前
进。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增强纪律性，
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
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
良现象。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
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
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说，“刚才
几位同志从不同角度谈了一些认识，
对党的作风建设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都很好。”

习近平表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
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
考走。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
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
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
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
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
情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
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
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
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
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
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
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
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

‘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
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
一连串的问题，反映了总书记的深沉
思考。

这是总书记的深刻感悟——他
指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
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
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
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
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
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
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
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
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这是总书记的客观分析——他
表示，“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
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
扬得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
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
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
靠保持“两个务必”。

这是总书记的明确提醒——他
强调，这么多年中央经常讲、反复提

“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
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

“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
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
乐此不疲？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
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没有解决好。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
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
失之于宽、失之于松。

房间内十分安静，人们凝神倾听
……

习近平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使人
们进一步明晰了党中央作出开展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战略部署的初
衷所在，也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
的方向：

——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
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

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
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
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好
表率。

——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
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
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
级，一级做给一级看。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
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
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
的作风建设搞好。

——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现在
做起，雷厉风行，说到做到，带头坚持

“两个务必”，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履
行职责的各个环节，以实际行动取信
于民。

——解决干部身上的作风问题，
群众也有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多提建
议、认真监督。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
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群
众监督我们的党、我们各级组织、我们
的干部，责无旁贷……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习近平在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出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

习近平最后表示——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
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
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
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
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
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交给
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
接好这一棒。”

习近平的话语，在人们耳畔久久
回响……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原标题为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
平再访西柏坡侧记》）

——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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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编者按：1982年3月25日至198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正定他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
实施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由此，正定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热潮，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诗篇。

习近平习近平：：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

● 锐意改革，广揽英才

● 心系人民，端正党风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

国强。”198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一
次会议上这样说。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领导班子
建设，要求切实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
个问题：一是解决好政治路线、政治立
场问题；二是解决好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问题；三是解决好党的组织生
活不健全、不正常问题，要充分发扬党
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四是解

决好班子涣散、软弱问题，要敢于坚持
原则，敢于抵制、纠正不良倾向和歪风
邪气。

1983年12月，在习近平同志主
持下，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
导作风的六项规定》，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总揽全局，抓大事，谋大势；反对
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班子
团结，维护班子统一；坚持以身作则，
不搞不正之风；努力加强学习，不断

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
化”创优争先。

● 深入调研，谋划发展

“守旧未必风平浪静，改革必然
海阔天空。”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
同志就提出，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
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
改革的保护者”。30多年过去，正定
许多干部群众仍对习近平同志当年
常说的话记忆犹新。他开全省“大包
干”先河，为企业松绑放权，推出震动
全国的“人才九条”，为正定发展破局
开路。

“栽上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习
近平同志说：“人才是发展经济的根
本，应该把人才的开发视为战略重点
来抓。没有人才，民不能富，县不能

强，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实现。”习近
平同志在正定大念“人才经”，礼贤下
士，爱才敬才，聚才用才，充分调动了
广大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根据习近平同志提议，1982年，
正定对全县知识分子进行三次大普
查，对各行各业技术人才进行登记造
册，对2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专业、
特长、工作经历进行分类、汇总，建立
了正定有史以来的第一本“人才
账”。同年11月，正定下发了《关于发
挥知识分子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
和生活条件的规定》，给各类人才安
心工作、献计出力吃了定心丸。

对于人才，习近平同志要求大家
围绕“看、用、养、招”4 个字来做文
章。他说，看待人才贵乎正，使用人
才贵乎当，培养人才贵乎周，招聘人
才贵乎广，才集贤众，方能振兴经济。

1983 年 3 月，正定颁布了招贤
纳士的“九条规定”，以大布告形式
在各生产队、机关、学校、工厂张贴
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3
月29日，“九条规定”在《河北日报》
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以后，在河北“一
石激起千层浪”，并在全国引起广泛
反响。一部正定“人才经”，创出发
展翻番路。

如何挖掘潜力，使正定经济发展
的根须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更
多营养，是习近平同志深入思考的一
个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
同志意识到，正定古建筑起集中，交通
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在今后发展中要
弘扬正定历史文化、凸现古城特色，要
让古建从沉睡中复苏，重放光彩。他
提出了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省
会，把正定打造成距石家庄最近的旅
游窗口的思路。

习近平同志多次找到河北省委，
详细汇报正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
路，得到了理解与支持，省直有关部门
随后向正定拨出古建修缮专用款172
万元。

利用这笔钱，正定对隆兴寺方丈
院、天王殿、戒坛、弥陀殿等进行了修
缮和彩绘，建了停车场，将这座千年古

刹修成了一
个旅游景区，
这在当时还
是一个新鲜
事物。从此，
来省会出差
办事的，路过
石家庄的，都
纷纷慕名前
来游览，正定
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

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
视连续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
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习近平同
志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习近平同志认
为，如果能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
筑，随着《红楼梦》的热播，正定旅游业
必将如虎添翼。习近平同志马上派人
与中央电视台联系，很快达成协议，由

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投
资搭建。1986年8月，“荣国府”景区
顺利竣工。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
楼梦》的播出，正定知名度大大提高，
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门
票收入就达221万元，旅游收入1761
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荣国府”景
区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
开创了旅游业“正定模式”。

● 深挖历史，旅游兴县

● 重视教育，解放思想
长期以来，正定很多农村几乎

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一些领导对群
众的文化生活也不够重视。习近平
同志对此十分关心。他说，要把文
化建设作为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
采取有效措施，丰富文化生活。在
他的推动下，正定文化建设稳步推

进。普遍建立公社文化站和文化中
心，并做到“四有”：有专职干部、有
活动场所、有活动经费、有活动项
目。凡有集镇的地方都建立文化中
心，并逐步建设“两室”（图书室、文
艺室）、“两场”（影剧场、体育场）、

“两队”（文艺演出队、体育队）。恢

复和建立俱乐部、青年民兵之家。
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举办农民夜校，
普及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到
1984年底，正定建立了13个公社文
化站，1 个集镇文化中心，103 个民
兵之家，45个村俱乐部和54个科技
小组。

1983年12月6日，正定县委印发改进领导

作风“六项规定”

习近平同志到任伊始，他就骑着
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
务之急”，习近平同志认为，高征购造
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
时纠正。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正定县委
副书记吕玉兰主张立即向上汇报，请
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并主动请
缨，处理此事。1982年初夏，国务院
派出调查组和省委、地委一起对正定
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正定反
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要求是合理的。
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
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
紧张问题。

习近平同志认为应该学习南方
地区推行农业“大包干”政策，先搞试
点，然后在全县推广。1983年1月，正
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
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
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
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
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

正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发
展商品经济的厚实积淀；紧靠石家庄
市区，有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有107
国道和京广线、石德线铁路大动脉穿
境而过，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交通；
粮食产量高，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条

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这些优势
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很快习近平同志
和县委班子一道，开展了发展思路的
大讨论，集思广益，统一思想，确立了

“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
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发展战
略，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习近平同志提出，正定要大力发
展乡镇企业。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正
定淀粉加工、肉制品加工、面粉加工等
逐渐形成规模。截至1985年底，乡办
企业、联合体企业产值达到8850万
元，比1980年增长200％。同时，建
筑、劳务、运输、餐饮、建材等领域也全
面拓展，呈现出“五业”兴旺的局面。

1987版《红楼梦》“荣国府”外景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