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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姜银祥，1952年生，1998年至2011年任
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党支部书记。杨红马，1968 年
生，2003年4月任下姜村党支部委员、副书记，2008年4
月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2011年3月至2017
年3月任村党支部书记。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2日

采访组：姜书记、杨书记，你们好！下姜村是习近平
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的基层联系点，请你们简单介绍
一下当时下姜村的情况。

姜银祥：我们下姜村地处浙江省的西部山区，是杭
州市淳安县的一个山村，村四面都是高山。全村面积
10.67 平方公里，山林面积 12375 亩，最高的山峰海拔
1078 米。下姜村山林多，耕地面积比较少，只有不到
600 亩。当年习书记来的时候，我们还没并村，有 144
户，502 口人。2007 年村庄规模调整之后，原来的下姜、
乍尔、伊家、后龙坑 4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新的下姜村，
现有 231 户，768 口人，分 8 个村民小组。

杨红马：那时候的下姜村可以用“面黄肌瘦”来形
容。人均年收入 1000 多块钱，集体收入只有 1 万多块，
经济状况、卫生条件、文明程度在全省来讲都比较落
后，村子里大多还是土房子、泥土路。我们怎么也没想
到，习书记还把我们下姜村定为他的基层联系点，更没
想到这给我们下姜村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到下姜村调研走访，请
你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姜银祥：我们这个省委书记基层联系点原先是张
德江书记建立的。张书记调走以后，习书记就接着来，
在任期间曾先后来过 3 次。第一次是 2003 年 4 月 24 日，
还有两次分别是 2005 年 3 月和 2006 年 5 月。另外，他到
淳安县、千岛湖镇也去了两次，分别是 2003 年 9 月和
2004 年 10 月，陪同中央领导到千岛湖视察工作。那两
次因为他没有时间来下姜村，就利用晚上时间召开下
姜村工作专题会，叫我过去汇报下姜村各项工作。这样
算下来，我一共向他汇报过 5 次工作。

我先讲讲他来下姜村调研的几次经历吧。
2003 年 4 月 24 日，习书记第一次来下姜村调研，

我作为村支书要在座谈会上汇报村里的主要情况，时
间 10 分钟。为了保证能在 10 分钟内讲完整，我提前用
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把下姜村的基本情况和心里面
想说的话写在笔记本上，写了满满五页。我想这样汇报
起来流畅一点、更快一点。24 日那天，我陪着习书记先
去看了村里的效益农业基地，走访了几家农户，最后回
到村两委会议室。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拿出笔记
本，刚刚打开，还没张口，习书记就说：“不用对着笔记
本念了。”听了这句话，我一下就愣住了，紧张地不知道
该说什么。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县委书记提醒我：“老
姜，书记让你口头汇报。”于是，我就把笔记本合上，向
习书记作了一个口头汇报。听了我的汇报，习书记说：

“农村干部汇报工作，就不要看笔记本了，想到哪里就
讲到哪里，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漏了、说错了
不要紧，等一下再补充也可以。但是，一定要说实在话，
说心里话。”他接着又说：“我们省委领导到一个村里面
也不是常事，来一次是一次，来两次就两次，我们下来
的目的就是想听到村里的一些真实情况。下姜村是我
的基层联系点，也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我们就是想通过
你们这个联系点，来了解我们全省 25 个欠发达县的农
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的工作。如果我们下来了解不到真
实情况，听不到心里话，那我们这个联系点工作就没有
意义了，我们省委省政府在制定欠发达地区农村政策
的时候，就没有针对性了。”

听到这一番话，我心想，这个省委书记可真实在，
讲到了我们心里，而且他并没有批评我，让我心里暖暖
的。按道理来讲，我们农村干部也是农民，要汇报工作，
应该就是实事求是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好就是好，
差就是差。从那次之后，我就暗下决心，下次再有机会
向习书记汇报工作，一定把村里情况烂熟于心，好好向
他再讲一讲真心话。

2005 年 3 月 22 日，习书记又来到下姜村，这一次
我就不用笔记本向他汇报了，而是很自信地口头汇报。
我说：“习书记，2004 年风调雨顺，我们下姜村各方面
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特别是去年一年人均收入增
加了 522 块钱，这个增收对农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话还没说完，习书记打断了我：“老姜同志你停一
下，这 522 块钱，你要给我详细地算算账，哪些方面增
加了，增加了多少？一笔一笔地算一算。”听他这么一
讲，我心里很感动，他对增收数字如此较真，就是对关
系百姓民生的事上心。我就一项一项地给习书记汇报：
第一项，下姜村在 2000 年的时候就通过土地流转连片
种植了 169 亩蚕桑，到了 2004 年正式投产的时候，光养
蚕这一块，总共增加了 8.5 万块钱。第二项，下姜村有
240 亩茶园，其中 150 亩是老茶园，原来产量比较低，效
益不好。2003 年冬天，我们对其中 50 亩进行了低产改
造，增加施肥，茶叶产量就上来了。而且我们在茶叶炒
制上进行改进。老百姓原来只会炒制遂炒青（茶叶品
种），后来我们雇了两个师傅指导农民炒制千岛玉叶

（茶叶品种），产量虽然下来了，但是价格一下子上去
了。原来我们的老产品卖十多块钱一斤，这个产品卖一
百五六十块，甚至两百块钱一斤。茶叶收入也增加了
5.5 万多块钱。第三项，是 2004 年比 2003 年外出务工多
了 20 多个人，增加了近 12 万多块钱收入。当时全村
500 多人，这三项合起来，人均收入增加了 522 块钱。我
还对习书记说，我们每年都做年报，农民卖茧子也都有
发票，都是有据可查的。习书记认真听我讲完，点了点
头，说：“农村党员干部，心中都要有这样一本账。”后来
我想，习书记就是要求我们农村党员干部，要时刻关注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把村里的情况摸得透透的，记得牢
牢的，想尽一切办法带领村民致富。

杨红马：我记得那一次，习书记让我们其他几个村
干部都发言。我刚要开口自我介绍，他笑着说：“你不用
介绍了，我知道，你是那个‘黑马’。”大家全都哈哈大笑
起来。我们都觉得习书记既风趣又亲近，而且时隔两年
还记得我，非常感动。

那时候，我们村头村尾各有一座桥，分别叫大桥和
小桥，之间距离比较远，村中间没有桥。因为上游枫树
岭水库要跨流域发电，河道里面水不多的时候，我们就
在河床上架几块木板，沿着防洪堤的台阶走到溪边，踏
着木板在两岸通行。习书记来的时候也这样走，但对我
们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这个地方有一座桥，那

村民出行就更方便了。”如今，这中间已经架起了一座廊
桥，成为村民日常通行使用率最高的一座桥，回想起来，
还真得感谢习书记！

姜银祥：2006 年 5 月 25 日，习书记冒着细雨再次来
到下姜村，主要是调研新农村建设和第三批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他水还没顾上喝一口，就开始视察村
容村貌，察看防洪堤、财务公开栏，还到放心店，了解商品
供应和销售情况。他还记得我上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时，提
到我们下姜村从 2000 年开始种桑养蚕，有 169 亩蚕桑基
地，他说一定要到桑园看一看。我们一班人就随着他去
了。路上，他很直爽地跟我说：“我是北方人，对你们南方
的蚕桑生产不太熟悉，你一会儿给我多介绍介绍。”到了
地里以后，我就跟习书记简单介绍了下姜村农户养蚕的
情况、大致的蚕桑面积和生产效益。我当时以为这样简单
介绍一下就行了，因为习书记下来考察时间比较紧，还要
赶到别的地方。而且我想着，一个省委书记联系我们小小
的下姜村，对这么小规模的蚕桑养殖产业不可能看得那
么认真仔细。没想到他听完我的介绍，又很认真地问我：

“那么，蚕桑苗是哪里买来的？叫什么品种？一亩地能种多
少棵桑苗？”我感到很意外，习书记他不懂蚕桑，怎么还问
得这么专业、这么仔细呢？我就继续汇报，这个蚕桑苗的
品种是“浙农 12 号”，是从县里一个国营茧丝绸公司买来
的，一亩地可以种 800 到 1000 株。习书记又问：“蚕桑苗种
下去，几年能投产？投产了以后，一亩地究竟有多少收入？
老百姓愿不愿意种？”我说，蚕桑苗种下去当年就能投产，
可以养一次蚕。第一年收入不多，但是当年就可以把农民
买蚕桑苗的成本收回来。真正大投产，要到三年以后，一
亩地收三千五六百块钱是有的，比种粮食效益高。我还向
习书记报告，之所以养蚕比种粮食好，第一是因为我们是
山区，土质也不太好，容易旱；第二是山区野猪特别多，野
猪一来，老百姓种的玉米、地瓜，就都没有了，一分钱都收
不着。种桑养蚕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老百姓愿意种桑
养蚕。这几年，我们下姜村搞新农村建设，好多农民家的
房子就是靠养蚕赚了钱才建起来的。习书记又问我：“老
百姓蚕桑种下去，蚕养起来，那茧卖不卖得出去？卖到哪
里？”我说，我们家家户户种桑养蚕，是跟县里的茧丝绸公
司签订过合同的，有保底价格，老百姓不会吃亏，养好拿
去卖，马上就给钱，一分钱都不拖欠。习书记肯定这个“公
司+农户”的模式好，他问：“你们党员有没有带头发展蚕
桑？”我说，带头啦，我们村 20 个党员，有 5 户党员户带头
发展，种了 30 多亩蚕桑。习书记说：“对，党员就应该带头
发展生产，给老百姓做个好榜样。”

那次调研，习书记特别高兴。他说：“我每次到村里
来，都能看到村里发生的新变化，特别是通过开展先进性
教育活动，下姜村的面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村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下姜村的发展，就好
像一滴水，折射出全省农村发展的整体状况。”他在考察
之后的座谈会上，向镇村干部和党员提出了做“四个人”
的要求，就是：要做发展带头人，主动带领群众树立大农
业、大市场、大合作的新观念，发挥科技示范基地的作用，
引导群众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要
做新风示范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带头遵守村规民约，积极引导群众关心支持集
体公益事业，主动参与民主管理村务工作，在建立农村新
风尚中体现先进性；要做和谐引领人，带头抓好村里矛盾
纠纷的排查调处，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保持
农村的和谐稳定献策尽力；要做群众贴心人，进一步完善
农村党员干部联系点制度和农村普通党员分片联系群众
制度，经常性地开展与农民群众的谈心交心活动，集中民
智，尊重民权，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我当时就
想，习书记今天考问我，用意就是想考考一个农村干部，
生在农村，了解不了解农业，了解不了解农民生产，能不
能达到“四个人”的要求。

杨红马：2015 年七一前，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优
秀县委书记时提出四点要求，“要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做
发展的开路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做班子的带头
人”。我们看到以后，觉得特别亲切，这可能就是从习书记
在下姜村提出的“四个人”引申发展出来的。

采访组：你们认为，习近平同志在下姜村调研有哪些
突出特点？

姜银祥：习书记联系下姜村 4 年多时间，可以说走遍
了下姜村的山山水水、乡间小路。他走访农户、体察民情、
了解民意、访贫问苦，与老百姓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我认为他联系下姜村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个特点
是“三走访”，就是每次到下姜村，都要走访慰问老党员、
困难群众和种养殖搞得比较好的农户。有时候他自己工
作忙不过来，就会委托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过来调研，内容
也总是离不开这三项。第二个特点，每次不管时间多么紧
张，都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除了县、镇、村干部，还要请村
里的老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一起参加，要听一听方方面面
同志对村里情况的反映。他从杭州出发到下姜村，一般早
的话也要 10 点多才能到，再加上走访、座谈，总是到两点
多才能吃上午饭。尽管这样，座谈会一次也没少开。第三
个特点，就是每次考察都非常认真仔细，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追问增收具体数字的例子那样，谁都不能和他打“马虎
眼”，必须实事求是。

杨红马：那时候开座谈会，就在村委会里开。会议室
桌子不大，所有人挤在一起，面对面坐着。第一次开会时
大家都有点拘束，但了解了习书记随和的性格之后，他第
二次来，就感觉很熟了，心里就不会有紧张感。他每次开
座谈会的时候，给我们的指导意见都非常切合实际，有几
句话，我感触最深，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一定要因地
制宜、实事求是，想尽办法拓宽路子，带领老百姓致富。”
另外，他还要求我们农村党员干部在产业发展上、在新农
村建设上要带头示范。

习书记到老百姓家里，问得最多的话就是：现在生活
怎么样？家里面几个人？靠什么维持生活？有什么困难？他
还经常到厨房掀一掀锅盖，看看老百姓到底吃得怎么样，
可以说每一次调研慰问都是既深入又实在。

姜银祥：有一次，我陪习书记慰问村里一位困难老党
员。老人家当时已经 73 岁了，身体不太好，家庭条件也很
差。慰问结束后，习书记问我：“你是村支部书记，我问你，
像这样的困难老党员，村里面还有几户？”我说：“还有 3
户。”他接着问：“为什么困难？”我说：“都是因为年纪大
了，七八十岁了，身体不好，行动不太便利，生活肯定就有
困难。”他又问：“困难群众有多少户？”我一下子没答上
来，旁边的村委会主任说，还有 13 户。习书记接着问：“那
你们怎么帮助困难群众、困难老党员？”我实话实说：“村
里一年到头集体收入也就两三万块钱，集体经济太薄弱
了，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当时以为习书记在路上这样

问问就算了，没想到后来在座谈会上，习书记又提起来。
他一再嘱咐我们党支部，大家生活都慢慢好起来了，但千
万不要忘记这些困难群众和农村老党员，要想尽一切办
法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这
些老党员，他们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了一生，为人民工作了
一生，现在有困难了，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在习书记的教
育下，我们后来制定了一个政策，下姜村再穷也不能穷困
难老党员，60 岁以上的老党员，每年补助 400 元到 600
元；老党员生病了，上门慰问；老党员去世了，我们给他送
党旗、送花圈。10 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都这样做。

杨红马：习书记每次来都会给我们这些村干部讲，对
待困难户要发自内心地关心，更要有明显的帮扶举措，不
仅要让他们渡过难关，还要越过越好，越过越富，不光从
经济上支援，还要从就业、产业发展指导等方面多想办
法，多出管用、管长远的实招。

姜银祥：还有一次，我带习书记走访一户经济搞得比
较好的农户。户主名字叫姜德明，他家种了 20 亩茶叶。习
书记到了他家，坐在八仙桌边，和姜德明聊起家常。姜德
明的老婆没想到省委书记会到她家来走访，激动得不得
了，在给习书记沏茶的时候，由于使用的是一次性塑料
杯，一紧张把滚烫的开水倒在习书记的裤腿上。当时，在
座的所有陪同领导都感到十分尴尬，我心里也觉得，哎
呀，没有接待好，还把习书记给烫着了！那夫妻二人更是
愣在那里，不知所措。我马上对姜德明媳妇说：“赶快拿条
干毛巾过来，给习书记先擦一擦。”她这才回过神来，赶忙
拿了一条干毛巾，准备给习书记擦一擦，习书记一边接过
毛巾，一边擦，一边笑着跟姜德明夫妇说：“没事，我自己
擦擦。幸好今天衣服穿得多，没有烫着。”他又跟在座的各
位领导说：“茶水倒在身上，是常有的事儿，没有什么好大
惊小怪的。”听了习书记这番话以后，现场的气氛一下子
轻松起来。习书记继续向姜德明了解茶叶生产、销售和经
济效益情况，一样样问得很仔细。在整个过程中，姜德明
老婆就站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红着个脸，一直为自己的
错误自责。这个细节被习书记看在了眼里，临走时，习书
记走到大门口时又回过头来，跟姜德明说：“我和你们一
家人照一个照片吧！留个纪念。”还特意向姜德明老婆打
了个手势，招呼她过来照相。就这样，习书记在姜德明家
的大门口，跟姜德明夫妇以及姜德明的父亲拍了一张合
影，到现在还挂在他家正堂上面。事后，姜德明总是不住
地对人讲：“习书记这个省委书记，热情、亲切又和气，一
点官架子都没有，真是大好官啊！”

采访组：刚才，你们系统回顾了习近平同志3次到下
姜村考察的主要情况。那么，他在联系下姜村过程中，帮
助解决了哪些具体困难？提供了哪些具体支持？

姜银祥：我干了一辈子村支书，我知道，带领村民奔
小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说光有一腔热血就够
了，就像习书记讲的那样，还得有办法，要结合实际开新
路。他对下姜村的深厚感情，除了表现在他对我们这些村
民起居、温饱的关怀上，更重要的就是为我们指引正确的
发展道路，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下姜
村，不仅倾注血浓于水的“情”，更授以发展致富的“理”。

2003 年 4 月 24 日，我第一次向习书记汇报工作的时
候，我说我们下姜村有“三缺”：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
人才。习书记问：“我们省里面今年有 100 个科技特派员，
派到村里作具体指导，你们下姜村没有吗？”我说：“没
有。”他马上跟随行的省委办公厅领导说：“你们看能不能
增加一个。”后来我们省里面科技特派员就增加到 101
个，特地给下姜村多派了一个。来下姜村的科技特派员叫
俞旭平，是专门研究中药材种植的。他根据下姜村的自然
环境，帮助我们选择适宜的中药材品种，指导老百姓种了
很多中药材，面积很大，效益也很好。过去，我们靠的是茶
叶、竹叶、蚕桑叶这“三张叶子”，中药材广种之后，又有了
药叶这“第四张叶子”，规模达到近 600 亩。习书记为我们

“钦点”的这位特派员在村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后来还被
评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

采访组：我们来的时候一路上看到，下姜村不仅农民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生态环境也很优美。当年的下姜村也
是这样的吗？

姜银祥：这就是我想讲的另一个关于习书记指导我
们下姜村搞生态建设的故事。

关于生态建设，习书记曾经讲过这么几句话：“新农
村建设中，一定要考虑生态的承受力。你们搞新农村建
设，要首先考虑生态条件能不能吃得消；一个保护不了生
态环境的干部，不是一个合格干部。”我们下姜村是一个
藏在山坳里的村庄，自古代就比较贫穷，思想观念也比较
落后。到 2003 年，由于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养牛，下姜
村光露天厕所、露天猪圈、露天牛棚就有 154 个。全村到
处都是鸡屎、猪粪，晚上走夜路，一不小心就踩到猪粪里
面去了。夏天的时候，苍蝇蚊子特别多，老百姓生肝炎、得
痢疾、生传染病的也多。我们门口有一条河，叫枫林港，流
经我们村，最终要汇入千岛湖。由于我们当年不重视，垃
圾之类的全都往河里倒，枫林港就变成了臭水河、垃圾河
和污水河，老百姓意见很大，但一直无力改变。更为严重
的是，由于长期砍伐山上的树和竹子做饭烧水，村民上山
烧木炭卖，很多山都变得光秃秃的。我们这里流传一句
话：“土墙房，半年粮，烧木炭，有女莫嫁下姜郎。”这样下
去，过不了多久，下姜村赖以生存的这点自然资源就要被

“烧”没了。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就曾经想过用办沼气代替

砍柴烧火，但当时技术条件不成熟，花几千块钱建起来的沼
气池，用不了几个月就不能用了，老百姓觉得是“白扔钱”。

习书记第一次来下姜村那次，对我说：“老姜书记，你们
村里需要省委省政府帮忙解决哪些事情，今天跟我们说说，
只要条件允许，省委省政府给你们大力支持。”我就“斗胆”
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说：“习书记，我们下姜村居住环境
太差了，到处都是垃圾、鸡屎、猪粪。我们想改变，想建沼气，
通过建沼气来改变下姜村的生态环境。”习书记一听，他说
这个项目好，省委省政府要大力支持和帮助。

获得习书记肯定以后，我就有了主心骨，专门把能源
专家请到村里来，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设计沼气建设方
案，并且决定在老村干部姜祖海等几家先搞。2004 年 12
月，全村第一口沼气池终于建好了，火苗很清洁，水壶底
烧过之后还都是干干净净的。建沼气不仅能变废为宝，还
能给村民节省大量开支。我们计算了一下，每个农户建设
一个沼气池，一年可以节省五六桶煤气钱。最重要的是，
这样一来山林还得到了保护。一个农户砍柴生火，一年大
概要砍掉将近 3 亩山林，沼气一建起来，每家每户就不用
再上山砍柴了，生态建设就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村民们看
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也都争先恐后要建沼气，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了。

随后，在习书记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市、县两级的具
体组织，下姜村启动了生态能源示范村沼气项目建设和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沼气项目建设，是用一年时间，在全村
46 户农民家里建成沼气池，以沼气作为替代能源，全村一
年节省居民用电 9000 度，节省液化气 6000 公斤，附近 340
亩山林得到彻底保护。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主要有五大块内
容：一是建沼气池。二是建两个污水处理池，规模分别是
80 立方和 120 立方。三是铺建污水处理管道 1800 多米。四
是 80%以上的农户都要用上太阳能热水器。当年因为太
穷，村里没有人用热水器，老百姓特别是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回家过年，都要先在县上洗个澡再回家。五是对村里
154个露天厕所、露天猪圈、露天牛棚进行拆改。

从 2004 年 12 月到 2005 年 12 月，整整一年时间，下姜
村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枫林港的河水清
澈起来了，漫山遍野又绿起来了，村容村貌也变美了。
2005 年 3 月，习书记再来的时候，看到我们下姜村焕然一
新的环境，看到老百姓家里烧饭炒菜用的沼气，特别高
兴。他风趣地说：“30 年前，我还是建沼气的‘专业户’呢！
我在陕北农村的时候当大队支书，带了一帮人到四川去
学建沼气，陕西省第一个沼气示范村就是在我手里建起
来的，这个我最有发言权。陕北那边建沼气条件很差，没
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们现在建沼气，用的是钢筋
和水泥。那个时候没有钢筋和水泥，用什么呢？就用黄土、
沙子，加点石灰，这三样东西一‘拌’，就建起来了。”他一
再嘱咐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实，让老百姓真正得到
实惠。他还问我是哪一年当的村支部书记，我还挺骄傲地
说我 25 岁就当村支部书记了。他笑着说：“那我比你当得
早，我 20 岁就当村支部书记了。”

杨红马：习书记当年建的是陕北第一口沼气池，我们
下姜村也是浙江省建沼气最早的一个村，在全省起到了
示范推广作用。后来我们总共建了 80 多个沼气池，全村
60%的村民都用沼气。

采访组：在加强生态保护、改善生活环境方面，习近
平同志还为下姜村提供了哪些支持？

姜银祥：习书记思想比较超前，很早就非常重视生活
垃圾处理的问题。我刚才讲了，那时候下姜村的环境脏乱
差，习书记来调研的时候就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
我，下姜村的生活垃圾是怎么处理的，我就如实向他汇
报：下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搞得比较早，从 2003 年开始，
村里聘请了两个保洁员，每年每人给 3500 块钱，两个人
就是 7000 块钱。说是保洁员，其实就是村里的两个老人，
都 70 多岁了，不可能每天都叫他们打扫，就是一个礼拜
在村里面打扫一次。且不说次数不够，垃圾处理也是个问
题，他们就用三轮车，把这些垃圾从村里拉到村头，倒在
河边。冬天还可以，放个火烧一烧，但夏天一到，洪水一
来，垃圾就全部沿着枫林港冲到千岛湖里面去了。习书记
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说：“你们这样做不行，既害了自
己，也把千岛湖的水污染了。一定要马上解决。”

在他的支持下，省、市、县联合出资 12 万元，在下姜
村建了一个垃圾中转站。我们又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垃圾
保洁人员，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垃圾处理模式：户集（每户
的垃圾都集中起来）、村收、镇运、县处理。这个模式在我
们下姜村试行了半年，效果很好，就在全县推广。

杨红马：我还记得，我们的垃圾处理试行期间，习书
记还一直关心工程进展，工作实在抽不开身，就委托省委
办公厅的同志联同建设厅、环保厅的相关负责同志来村
里查看具体情况。

姜银祥：习书记在安吉县余村调研时说过，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对浙江甚至全国都发挥着重要影
响。那时候，他每次到下姜村来，都会一再嘱咐教育我们，
要把山林保护好、把水保护好。他多次跟我们说，山区人
民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经济发展一定要与生态保
护统一起来。这些年我们按照习书记要求做，山林面积达
到 12370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90%以上。我们现在的水也
好了，河水都很清澈。现在我们利用这个自然资源，来发
展我们下姜村的乡村旅游，民宿都住得满满的，农民收入
也增加了。所以下姜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村里
面这么干干净净，那真是靠习书记关怀的结果。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曾经与下姜村通过几
次信。请你们介绍一下通信的故事吧。

姜银祥：这是我们全村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事情，虽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说起这段经历，我和村民们仍然都很
激动。2006 年 1 月，习书记就给我们这个基层联系点写
信，信中既有诚挚祝福，也有殷殷期望，我们把这封信叫
作“鼓励信”。2007 年习书记原本打算开完全国两会后再
来我们下姜村调研，但后来他要调到上海去当市委书记，
就来不了了。可他没有忘记我们，要求省委办公厅带领有
关厅局的领导到下姜村来调研。2007 年 3 月，省委副秘书
长、办公厅主任潘家玮同志带领省农办、农业厅、建设厅、
环保厅、文化厅、林业厅 6 个单位的领导来下姜村调研，
主要目的就是对习书记在下姜村提出的工作要求进行督
查落实。后来，省委办公厅形成了一个调研报告《淳安县
下姜村有关项目协调落实情况汇报》，习书记对这个报告
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下姜村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 月 25 日，也就是到上海上任前，习书记又给我们下
姜村写了一封信。我们把这封信叫作“告别信”，至今我还
能把文中的内容熟练背出来。他信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
说的：“下姜村是我的基层联系点。这几年，我的心一直惦
记着下姜村的建设和发展，挂念着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基
本上我每年都会到村里去，通过与村民拉拉家常，听你们
说说心里话，了解了不少农村情况，也结交了不少农民朋
友⋯⋯日前中央决定调我到上海去任职，因时间甚紧，未
能再次前往看一看并与村民朋友们话别，甚为遗憾和牵
挂。愿今后有机会再往下姜村，与村民朋友们叙叙旧。”

我作为一个下姜村人，看了这封信以后，感动得哭
了。习书记在这封信里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下姜村老
百姓的感情。“拉拉家常”“听你们说说心里话”“农民朋
友”“遗憾和牵挂”⋯⋯我当时就想，我们平常人写信给最
亲的亲人，最好的朋友，才会用这些词。可是现在，这些词
出自一位领导人之手，足见他是打心眼里把下姜村的乡
亲们当成了自己人。后来，我把这封信读给我们全体村民
听，大家也都非常感动。

习书记在上海工作了大概 7 个多月后，就调到了中
央，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 2010
年冬天。那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因为要过年了嘛，村里
的老百姓都过来我家聚聚，围坐在我家里屋的大火炉前
烤火，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聊着聊着，大家不约而同地聊
到了习书记。大家都说，习书记当了国家副主席以后，我
们都没有跟他联系过。 【下转第4版】

“习书记对下姜村不仅倾注血浓于水的‘情’，
更授以发展致富的‘理’”

习近平在浙江（三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