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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吴国华，1948 年 3 月生，浙江杭州
人。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浙江省主委、省监察厅副厅
长。2003 年 1 月，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08 年 1 月，
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7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0日

采访组：吴国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浙江
省委书记时，您是民建浙江省主委，请您谈谈他当时
是怎样抓统战工作的。

吴国华：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对统战工作高度重
视，抓得很实。我们有过多次工作接触，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2003 年 1 月 27 日，习书记来浙江工作刚刚三个
月，就召开了民建、致公党负责人座谈会。在讲话
中，习书记提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的领导，充分认识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地位和作用，
更多地关心、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积极开展工作。他非常明确地提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健全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出台前，要主
动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努
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二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安排民主党派、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到各级人大常委会、政府和政协任
职的规定，切实帮助和指导他们尽快适应领导工作，
并为他们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积极创造条件。
要注重抓好民主党派队伍建设，加强各类人才的培养
和选拔，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和梯次。

三是建立完善省委常委联系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 无 党 派 人 士 的 制 度 ， 经 常 交 流 工 作 ， 互 通 情 况 ，
开展谈心。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与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广交朋友，做到政治上关心，思想
上交心，感情上知心，事业上同心。省委常委联系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从张德江书
记任上就开始了，习书记进一步把这项工作从制度
上确定下来，反映出他很高的政治眼光。他提出的

“四心”工作理念，也充分贯彻于他在浙江统战工作
的全部实践中。

四是建立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开展调研、进行外事和
出访等活动时根据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参加的制度。党委、政府有些方面的工作可以邀请
党外人士参加，以沟通联系，加强监督，形成合力，更好
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

五是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
策。既要出课题、交任务，又要根据实际需要提供必
要的物质保障，为民主党派成员学习考察创造条件。
对一些特殊接待任务和开展工作所需经费，要积极给
予支持。

六是切实改善和提高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的工
作条件。要抓紧解决省级各民主党派机关办公用房修
缮、省工商联大楼建设用地、民主党派机关人员紧缺
和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楼建设等问题。

七是切实关心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家队伍建设。
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要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素质，推动企
业发展。

八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加
强民族宗教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切实加
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支持宗教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
针，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这八个方面的要求，既是对统战工作提纲挈领式
的要求，同时又切实涉及到民主党派开展工作的方方
面面，给我们参政议政提供了广阔平台和宽松条件，
让我们都能够为建设浙江出一份力。习书记的一番深
意，让我们民主党派感受到别样温暖。

习书记还在 2004 年 1 月 13 日与民建、致公党省委
会领导座谈时讲道：“从我个人来说，对多党合作工作
是很重视的，在每个适当的场合，包括每次参加全会
等综合性会议，我都会对多党合作工作进行强调。在
过去的一年中，通过走访民主党派机关、主持召开座
谈会、对相关材料作出批示、同相关负责人谈话等方
式，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时间里，让我们共同努力，齐
心协力，围绕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
实现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把多党合作工作做得更
好。”习书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于民主党
派的参政议政，习书记一直大力支持、充分鼓励，让
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精
髓所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出台了两个
关于多党合作的重要文件，请您介绍一下这两份文件
的情况。

吴国华：这两个重要文件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的统
战思想。第一个文件是 2003 年 7 月 2 日省委下发的 《关
于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工
作的若干意见》（浙委 〔2003〕 13 号文件），我们称为
13 号文件。文件中对多党合作的有关工作制度 （协商
会制度、通报会制度、谈心交友制度、特约人员制
度、对口联系制度、重要内外事制度等） 和充分发挥
党外人士作用 （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办公经费、人员
编制、办公条件等） 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个文
件是习书记 2003 年 1 月 27 日在与民建、致公党负责人
座谈时讲话的进一步细化，对很多具体的事项作了妥
善安排。可以看出，习书记从不说大话、空话，他承
诺的事情一定有头有尾，对我们民主党派的关心和爱
护都是实实在在的。

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
见》。6 月 27 日，浙江省委发出 《实施意见》，这是对
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我们称为 9 号文件。9 号文件出
台以后，省委重抓落实，同年 11 月组织了 4 个督查
组，由省委办公厅、统战部领导带队，对各地和有关
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这两个文件对浙江省推进统战工作具有标志性意
义。在习书记亲力亲为下，浙江统战工作搞得有声有
色，亮点很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负责联系民建、致
公党，请您谈谈他是怎样关心民主党派的？

吴国华：习书记联系民建、致公党，是我们的荣
幸。他工作做得很到位，每年要和我们面对面地座谈 2
次，有时候是 3 次，省委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领导等陪
同参加，民建、致公党主委、副主委参加。短短 4 年多
时间里，习书记就和我们座谈了 11 次之多。

记得第一次座谈是在 2002 年 10 月 28 日，当时他是
代省长，刚来到浙江就和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见面座
谈，让我们心里感到格外温暖。

第二次座谈是同年 12 月 26 日，习近平同志已经担
任省委书记。习书记主持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稿的意见。与
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凡是他听了认为有道理
的建议，往往会当场加以采纳。

第三次座谈是 2003 年 1 月 27 日。习书记亲自走访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后召开座谈会。习书记充分
肯定了省级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在这次座谈会上，他
明确提出了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的八个方面要求。

第四次是考察调研，时间是 2003 年 3 月 21 日。当
时中央比较重视长三角的发展，我们民建也较早地向
省里提出长三角协调发展的建议。为了落实党中央关
于长三角地区经济联动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积极发
挥浙江在长三角地区的作用，习书记带队到上海、江
苏学习考察。前面我提到，八项要求中有一项是建立
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开展调研、进行外事和出访等活动
时视情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制
度，习书记言出必行，让我也一起参加了学习考察。

第五次是 2003 年 8 月 15 日，习书记主持召开党外
人士座谈会，征求省级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
表人士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作为民建代表参
加了会议，记得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电力不足将
制约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建议电力生产领域向民营资
本开放，实施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二是建议组建省
级统一招投标平台，把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产权交
易、土地交易、技术交易都纳入一个平台，以节省资
源，提高效率，防止腐败。习书记仔细听取大家的意
见建议，并认真做了记录。

第六次是 2004 年 1 月 13 日，习书记和我们民建、致
公党班子领导进行座谈。每年春节以前，不管他工作多
忙，都要和我们坐在一起，见见面、谈谈话，有的时候长
达两三个小时。一般春节前的座谈会流程是，我和致公
党的主委简要汇报一下全年的工作，讲一讲工作亮点，
同时给习书记准备一个书面汇报材料，用黑体字把重点
标出来。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习书记都听得很认真，而
且不时记笔记，听到他在意的问题时还会插话询问。这
次座谈会上，习书记还特别称赞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做诤友发诤
言。他还认真翻看了民建编印的诤言集、规章制度和机
关建设论文集等书刊。

在这次座谈会上，习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十个
“要”：新的一年要进一步落实省委 13 号文件；省委省
政府大的决策要让民主党派知道；中共中央有关文件
要在最快时间让民主党派看到；民主党派的监督要加
强；对民主党派的建议要转化为政策决策；对民主党
派建设要支持；专项调研经费要继续给予；基本条件
要逐步改善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深入基层，有
组织调研，吃透精神，选准切入点，形成合力，提升

效果；要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注重思想政治教
育，加大培训力度。这十个“要”大部分是对中共党
内领导干部的要求，从中反映出对民主党派的关心、
支持和希望。

第七次是 2004 年 8 月 9 日，习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
士座谈会，征求省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
表人士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书记说，你们要
谈什么都可以，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出来，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我当时提出，我们民
主党派人士出国的机会和同级中共干部相比较少。后
来习书记回应时讲到，不管是党内干部还是党外人
士，到国外去必须有必要性和实际作用，不能只是为
了出去“新鲜”一下、单纯地走走看看。习书记讲得
很中肯，切中了当时热衷于出国观光的弊端，我们都
心服口服。

类似这样的座谈还有四次，分别在 2005 年 2 月 1 日、
2006 年 1 月 20 日、2006 年 8 月 11 日和 2007 年 2 月 13 日。
最后那一次，习书记已经要离开浙江赴上海任市委书记
了，交接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依然按原定计划与我们进
行座谈，足见统战工作在习书记心中的分量。

习书记对民主党派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
他身体力行与民主党派交友交流，重视发挥民主党派
参政议政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在
联系民主党派等工作上都恪尽职守，极大地推进了全
省统战事业的发展。

采访组：您讲到习近平同志对民主党派发挥作用
提供了施展舞台，请谈谈这方面的具体事例。

吴国华：习书记对党外人士的重视，不仅体现在
总的方面，而且抓得很细、抓得很实。我举几个具体
例子。

在习书记任职期间，浙江省的人大、政府、政协、两
院及各市人大、政府、政协等，都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配
备了党外领导干部。拿我本人来说，2003 年担任省政协
副主席，2008 年又到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

又如，省委重大调研活动都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
联同志参加。2003 年 1 月，习书记带队到舟山考察调
研，他指定我参加，大家坐在同一辆中巴车上。当天
考察结束后，在回宾馆途中，习书记回过头来找我，
说：“国华，明天我们和舟山市领导班子交流的时候，
你也要发表意见。”这是我陪同领导考察调研中从来没
有遇到过的事，习书记没有把我当“外人”和“客
人”，而是与党内同志一视同仁，一样信任。第二天交
流中，我坦率地就发展舟山的船舶制造业和海岛经济
提出了意见建议。

还记得有一次，习书记与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
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座谈，内容是关于浙江未来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就这样一个全局性议题听取我们
意见，体现出习书记对民主党派的重视。一般来讲，
省委领导征求民主党派意见，不会提出这么宏观的议
题，所以那次活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谈了
一点关于党政关系的意见，讲到帅才和将才的区别。
我说，以市级为例，市委书记应该是帅才，市长是将
才。帅管方向和战略，将管执行和落实，帅将分工而
不相互取代。习书记当时没有直接回应，后来我看到
他在 《之江新语》 中，以 《共演一台“二人转”的好
戏》 为题，形象地谈到了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关系。
我觉得，习书记有长期党政工作历练，在丰富的实践
中提炼出来的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内涵深刻，
值得我好好学习，深入理解。

还有就是，省委常委保证每年领办民主党派的重
点提案至少一件，确保提案落实。记得民建先后有三
个提案被领办。2005 年，我当时代表民建在政协会议
上提出 《加强我省地面沉降防治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建议》，习书记 5 月 25 日在提案上作了批示。不久，
省政府按照习书记批示精神出台了一个防治地面沉降
的文件。民主党派的提案能够转化成政府文件，实施
的力度就大了。再比如，在 2005 年 2 月 2 日，民建副主
委黄小杭撰写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倡廉制度建设的建
议》 登载在省委统战部 《情况反映》 上，习书记看到
后作了批示：“倡廉既要进行教育，也要建立制度，尤
其在当前要加强倡廉的制度建设。黄小杭同志的建议
很好，很有针对性。”2 月 28 日，省纪委印发了 《关于
印发习近平同志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倡廉制度建设建议
上的重要批示的通知》，将习书记的批示以及黄小杭的
建议印发各市、县 （市、区） 和省直各单位，要求认
真组织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采访组：在您印象中，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关心
支持民主党派建设和发展的事情？

吴国华：除了给我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习书
记急我们所急，帮助民主党派解决了几件难事和急
事。从 2003 年开始，每个党派增加了常规调研经费 8
万元，拨发特别经费 20 万元，主要是用于民主党派开
展调研，还给各民主党派都增加了一辆公务用车。习
书记还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各市委会至少有三个专职编
制。当时各地级市都有民主党派组织，但专职人员很

少，有的地级市一个编制都没有，开展工作很困难。
习书记提出并落实了专职编制，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难
题。2003 年，在习书记关怀下，统战部、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参事室所在的 5 号办公楼全面进行装修，
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办公条件。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给
民建以及您本人专门写过信，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
况。

吴国华：习书记给民建和我个人一共写过 3 封信。
第一封信是 2005 年 5 月浙江民建成立 50 周年之

际，习书记专门给民建发来贺信。内容如下：
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委员会：

值此浙江民建成立 50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
烈的祝贺！并向全省民建会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50 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在民建中央和中共浙江
省委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民建的优良传统，认真履
行参政党的职能，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希望你们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
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参政能力建设，
团结一致，开拓进取，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
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05年5月13日

那一年，民建编印了一套参政议政系列丛书，11
月初，我写信给习书记，感谢他对民建工作的关心支
持，并送上系列丛书。11 月 11 日，习书记给我回了
信：
国华同志，你好：

来信和资料收悉。
欣悉中国民主建国会60周年暨浙江民建50周年纪

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再次表示诚挚祝贺！感谢浙江
民建对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的支持，希望继续积极建言
献策，努力开展社会服务，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衷心感谢你对我本人工作的
支持。顺问近好！

习近平
2005年11月11日

习书记赴上海任职以前，还给民建写了一封真挚
而充满感情的信。信是这么写的：
民建浙江省委会：

这些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
导下，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参政议政，为浙江省的改
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建浙江省委会是我的联系单位，我每年都与部
分民建的朋友聚一聚，听取你们的真知灼见，我们之
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民建浙江省委会对我的工作
一直非常支持，在此谨表感谢。日前中央决定调我到
上海任职，因时间甚紧，未能前往话别，特此致歉，
并向各位朋友表示问候！

希望民建浙江省委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共浙江省
委的工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自身职能，
更好地服务于浙江发展大局，也为促进长三角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欢迎你们到上海考察访问！
习近平

2007年3月26日
习书记是 3 月 28 日赴上海上任的，在时间这么紧

迫的情况下，还牵挂着我们，令全省民建会员非常感
动，也备受鼓舞。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他
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吴国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习书记记忆力惊人，
知识面广博。由于工作关系，我参加习书记考察调研
机会较多，无论在车上、调研中或者饭间聊天，习书
记总能随口说出这个地方的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确
实令人折服。我在浙江大学当过经济学教授，也一直
关心经济方面的现实问题，但每次听习书记谈经济问
题时仍然能学到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让人不
得不佩服。一次茶话会时我坐在习书记旁边，就借机
问他的记忆力怎么炼成的，习书记非常谦虚，只是淡
淡一笑作答。

我对习书记的第二个深刻印象就是他对自己和家
人要求十分严格。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生活简朴，从
不奢侈浪费。那时候浙江大型工程很多，从未听说他
给谁介绍过工程项目。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同志是著
名歌唱家，从未到浙江来演出过。他的孩子在浙江上
学，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说，习书
记的这种品格不仅源自其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与他在
陕北插队的七年知青岁月也有很大关系。从他的身
上，我们总是能领略到一种朴实无华而饱含力量的风
范，如今虽已过去十余年，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感受
都历久弥新。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原载3月10日《学习时报》）

“习书记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了广阔平台和宽松条件”
——习近平在浙江（七）

【上接第3版】
习近平同志通过上面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给即将走

上人生新征途的同学们讲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
“作为一个普通的经历者，因为你有过在浙江上学的经
历，将来许多人还要在浙江创业和生活，就起码要对当
地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情况有一定的了
解。特别是对一名大学生的要求，就是既要读好课堂上
的书，又要读好社会这本书，要了解浙江、热爱浙江，进
而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激发起应有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省委书记，听众是大学
生，是基层干部，他是怎样拉近与听众距离的？

张曦：坦诚相待，推心置腹，是习近平同志报告的鲜
明特点。他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总是能一下
子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有一次，他在报告中随口讲出当
时高校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
排队，短信发到欠费，逃课成群结对，恋爱谈到反胃，考
试基本不会，听得全场师生都笑开了。在和大家谈人生
问题时，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说教、训
话的，而是想作为同学们的长辈，作为一个过来人，结合
自己的人生感悟，同大家交流、共勉。”“给自己出了这个
题目之后，我也在深入地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觉得：
虽然人生道路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虽然人生问题
很复杂，但要害在于把握住最基本的东西。每个人的人

生各有不同，但不同的人生，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每个
人都需要认真把握的，比如理想信念、价值观、责任感、
人文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大学生应该正确把握自己的人
生目标”时讲起自己的故事，说：“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
勤奋的。我觉得世界上少有特别聪明的人，成功的经验
就是笨鸟先飞，勤能补拙。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
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我像你们这么
大的时候，甚至比你们还小、只有 15 岁时，就到陕西延安
地区下属的一个山沟沟里插队落户。那个时候政治决定
一切，而我在政治上已被判‘死刑’。⋯⋯即便如此，我也
没有自暴自弃。虽不得兼济天下，也要独善其身；虽无以
治国平天下，也应修身齐家。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为此，
我在放羊时带上书，在窑洞的油灯下埋头苦读，甚至还
涉猎军事书籍，早上起来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我深信，天
生我材必有用。当年所学的很多知识直到今天还管用。”

在谈到“培养吃苦的精神”时，习近平同志说，浙江
自古是卧薪尝胆之地，人文荟萃之乡，浙江人人不怕吃
苦。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就曾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
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他还说自己也是苦
出身，对浙江人不怕吃苦的精神感同身受。

在鼓励大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习
近平同志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长辈的影响，家里老是吃
面，以至于家里的厨师都被人笑成是面条师傅。后来，他

在农村也学会自己揉面。他说，人进入社会的过程就如同
揉面粉的过程。面粉加上水揉一下，然后一捏，很容易散
开，但你继续揉，揉了千遍万遍后，它就再也不会散开，你
给它拉长了，它也不会散架，反而变成了拉面，这是因为
它有了韧性。人走上社会，就像面粉一样被社会不断地搓
揉，刚开始可能会散架，但你信念坚定，受得了压力，越揉
反而越韧，最后变得非常有韧性，再也不怕搓揉。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讲到一位河南籍的农
民工李学生，在温州务工期间勇救儿童，献出了自己年
轻的生命。他评价李学生是一个作为平凡之人而作出不
平凡壮举的英雄，他见义勇为的表现不是偶然，是做人
的理想和价值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他虽然是一个平凡的
农民工，但却是一个高尚的人。习近平同志借此勉励青
年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内化为心灵的坚守和生活的航标，
树立并实践高尚的理想信念，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在讲到交朋友时，习近平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要择善
而交，多交一些益友、诤友，而不是酒肉朋友。习近平同
志说起在福建的时候，台商很多，他就经常跟领导干部
讲，要亲商爱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他
还说，领导干部要学会拒绝，学会包公的“黑脸”，不要被
人情和面子所累，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
于五色之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对于年轻的大学生，习近平同志希望他们树立为人

民服务的观念。他讲到在延安农村插队时与群众打交道
的一些亲身感受：“我的成长始于陕北。插队时离群众最
近，7 年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
的基础。也是同样原因，1982 年，我主动要求从中央机关
再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我说要像爱父母那样爱老
百姓。”他说，自己最深的一个人生体会就是，最难时最
大的靠山是人民群众，一是不信邪，在你最需要时伸手
援助；二是教你做人做事长见识，实事求是精神来自于
群众，看干不看说；三是具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
神，做事没有浮躁之心。

几天前，我和浙大的一位年轻老师交流，她说最近
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忍不住感动得落泪。巧
合的是，她在 2005 年正读研究生，那年 6 月聆听过习近
平同志的报告。回忆起当时场景，这位老师说有两个“没
想到”：一是没想到身居要位、日理万机的领导竟有如此
之高的人文素养，大量的故事、大量的数字信手拈来，演
讲时基本脱稿；二是没想到他列举自己的生活经历如此
坦率，小小年纪下乡锻炼，但不随波逐流，正确把握自己
的人生目标。

俗话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几年过去
了，习近平同志当年那些朴素话语、殷殷期望，犹如涓涓
细流，始终流淌在浙江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原载3月8日《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