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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周咏南，1960 年 3 月生，浙江舟山
人。1993年2月到浙江日报社工作，先后任浙江日报
政治与社会新闻部主任、要闻采访部主任、时政新闻
采访部主任、政治新闻部主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编
委。2012年6月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党委
委员。2020年5月任浙江省记协副主席。

采访日期：2017 年 9 月 19 日首访，2020 年 4 月 8
日核访

采访组：周咏南同志，您好！您参与报道了习近
平同志在浙江期间的很多活动。就您了解，他当时对
浙江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周咏南：我很高兴接受中央党校的采访，很愿意
分享参与习书记活动报道的珍贵片段。2002 年 10
月，习书记从福建来到浙江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时隔一个月零九天就任省委书记。他一直非常重视和
关心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新闻媒体要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人民，坚持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
人，充分发挥党的喉舌和舆论引导的作用。他强调，
要把新闻报道摆上重要位置，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
工作中切实抓好。他主政浙江期间，对新闻报道提出
了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改革举措。

习书记刚到任没多久，省委就对新闻报道的字数
作出规定：省两会、党代会和省委全会报道稿件的字
数在 1500 字到 2000 字之间。除此之外，包括省委常
委会在内的其他会议，都不能超过 1000 字。省领导
的新闻报道也作了字数限定，省委书记、省长的活动
报道不超过 1000 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活
动报道不超过 800 字。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下乡调研活动不予报道，
他们出席的会议和活动原则上不报道，如果要报道，
也要从会议中抓群众关注的有价值的新闻，根据工作
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且不报道
会议和出席的领导名字。比如，当时我们报道省里召
开养老保险工作会议的情况，重点就是以新闻形式报
道保费调整情况，讲清楚国家和单位出的比例是多
少、需要老百姓自己掏多少钱等内容，而不是报道领
导的会议活动。习书记的意思，是将报道的重点主要
放在老百姓关心的新闻动态，以及民生方面的政策变
化等，从新闻报道工作的角度改进作风。

习书记还规定，《浙江日报》 头版要更多地反映
来自基层的鲜活新闻和先进典型，领导活动新闻最多
刊登两条，其余的都要放到后面的版面。在这件事
上，我还受到过习书记的批评。有一次，我们在 《浙
江日报》 头版发了三篇稿子：书记一篇、省长一篇、
省委常委会一篇。习书记看到后说，省委常委会活动
也是领导活动，超过了制度规定的两篇上限。他还严
肃地说：“我们不能把制度当儿戏，既然制定了就要
坚决执行好。”

采访组：在您跟随习近平同志活动进行新闻报道
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咏南：能够在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跟随他参加
各种会议，下基层调研，走访和慰问困难群众，经历
严寒酷暑、暴风骤雨、冰雪灾害以及抗台救灾、抗击
非典等，是我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的事。这期间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中表
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

在前后 5 年时间里，从东海之滨到浙西山麓，从
杭嘉湖平原到瓯江两岸。在农家小屋中，在山林田野
间，在千米矿井下，在火热工地上，在隆隆车间里，
在巍巍码头边⋯⋯他的足迹遍及浙江大地的角角落
落。我真切感受到习书记驾驭全局和宏观决策的非凡
能力，也见证了他对浙江大地的一片深情。

我记得，习书记至少每周都会安排一次调研，他
最显著的工作特点就是用调查研究开路，包括后来的

“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
浙江等重大决策部署，都是他在深入调研之后作出的。

习书记到浙江工作后才 10 天，下基层调研的第
一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嘉兴南湖。到浙江任
职刚刚两个多月，他就把全省 11 个地级市都走遍
了，随后一年时间里，又走遍了全省 90 个县 （市、
区），还包括很多村、乡镇、街道、企业、学校。

习 书 记 一 直 强 调 ， 到 基 层 调 研 要 做 到 “ 五 个
字”，就是“深、实、细、准、效”。“深”，就是要深
入基层。他常说，我们去基层调研，不仅身体要到基
层来，心也要到基层来，一定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实”，就是要实实在在，不能搞花架子，更不能仅仅
为了拍电视、登报纸。他规定，到基层调研，不准打
横幅、不铺红地毯，当地负责人直接在考察点会合，
不能到高速公路出口处迎接。“细”，就是不能走马观
花，要仔细了解实情。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调查就
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就是
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时候仔细考虑到方方面面。

“准”，就是要对基层调查的东西认真研究。他要求大
家在调研过程中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效”，就是调
查研究要有效果。他说，没有效果的走马观花式基层
调研，就是劳民伤财，就是扰民，还不如不去。

“八八战略”就是习书记深入调研的产物。2002
年 10 月调任浙江之后，习书记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
调研，10 月下旬到嘉兴。11 月下旬分别在丽水、杭
州。12 月跑了 3 趟，分赴湖州、宁波、台州、温州、
金华、衢州。2003 年 1 月初到舟山、绍兴。他的日程
排得满满当当。

这是习书记第一次走遍浙江 11个市的调研，他一
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那个时候，他的脑
海中已经逐渐清晰地勾画出一个指引浙江未来发展的重
大战略。2003 年 7 月 10 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
体 （扩大） 会议上，习书记在总结浙江多年发展经验的
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
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便是“八八战略”，成为指
引浙江改革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宏图大略。

习书记到中央工作后，多次讲到“八八战略”是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决策，对浙江今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回浙江考察
时特别说到，他在浙江工作时，省委就提出“八八战
略”，这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
提出来的发展战略，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
板这两个关键问题。

不仅是“八八战略”，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

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等重大决策和部署，都是从深入调
研中来的。

采访组：请您详细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基层调研中有
哪些特点？

周咏南：习书记不仅面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深、
实、细、准、效”的调研要求，他自己也一直这样身体
力行、率先垂范。他的调研有许多鲜明特点，比如到基
层调研之前，省委办公厅一般会列出大致的日程安排
表，但他要求不要具体规定几点几分到哪里，停留多少
分钟。他跟安排调研工作的同志讲：“可以提前预计几
个调研的点，至于我们去了以后，到哪里去，在一个地
方停留多久，都要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每次调研，除了定好的调研路线和调研点之外，习书
记经常会去一些日程表里没有的调研点。特别是调研途中
经过的一些农村，他经常会临时让车子停下来，走到村子
里去看看，到老百姓家中去坐坐，听听群众说一说心里
话，请大家讲一讲实际情况。他说，我们的大政方针确定
了，反响怎么样，有些政策要不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就
得到基层听一听、看一看，做到心中有数。这么一来，调
研的地点和时间就很难把握了。我随同他调研，中午1点
以后吃午饭、晚上7点以后吃晚饭都是很常见的事。但即
便如此，只要是事先定下来的调研地点，习书记都一定会
去。有一次调研途中，习书记对我说：“省委书记到一个
地方去调研，当地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肯定提前两三天就在
准备了，群众听说了也都会等着、盼着，我要是一句话说
不去就不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都会很扫兴。”我跟随习
书记到各地调研报道前后5年时间，他每次只要到基层去
开展调研和慰问工作，都是这样将心比心，宁愿自己辛苦
些，也不让基层干部和群众失望。

记得 2005 年 7 月，温州遭受台风袭击，习书记到苍
南县、平阳县、瑞安市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抗灾救灾第
一线的干部群众。一直到晚上 7 点多，还有一个慰问点
没去，当晚还要回到温州市里召开全省抗台救灾工作会
议。当地陪同的温州市一位负责人对习书记说，已经这
么晚了，大家都没吃饭，返回市里还要一个多小时的路
程，建议接下来的慰问点不要去了。没想到习书记非常
严肃地说：“你倒说得轻巧。灾民们有没有饭吃？晚上
住在哪里？这些我们都还不清楚，我们这个饭吃得下去
吗？再说了，我们通知了要去这些灾区，怎么能说不去
就不去了呢？再迟也必须去！”后来，我们就跟着习书
记又去了平阳县和瑞安市，慰问了那里的灾民和正在受
灾现场抢修的电力工人。回到温州市区已经是晚上 10
点钟，大家简单用自助餐后，习书记又召开了全省抗台
救灾工作会议，听取省里有关部门和温州市委的汇报，
并作了讲话。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习书记连夜赶回
杭州，第二天一早又主持召开省委的一个重要会议。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
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特别是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的相关
规定，这在调研工作中有哪些具体体现？

周咏南：习书记不仅调研深入，贴近群众，关爱百
姓，而且很讲究方式方法和实际效果，从来不搞花架
子，用“钉钉子”的精神一个个抓制度的落实。党的十
八大召开以后，中央政治局提出并实施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实习书记早在主政浙江的
时候，就已经制定颁布了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决定》
和 《关于转变作风的决定》。《关于转变作风的决定》 对
参加调研的人数作了明确规定，提出省委领导到基层调
研不带无关的陪同人员，当地不能搞层层陪同。到县里
去调研，市、县两级最多各出一位负责人陪同，有时市
里一个领导也不能陪。到乡镇调研，市领导不需要陪
同。甚至好多次，习书记下基层调研，都没有提前告诉
市领导，让他们安心工作。

有一次，习书记到杭州市一个较偏远县调研，事先
并没有通知市委主要负责人陪同。到了调研点的时候，
看到这位市委主要负责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习书记就严
肃地问：“谁通知你来的？”这位市委主要负责人解释说
是从县里得知习书记要来调研，就来迎接。习书记很严
厉地批评了他：“如果我需要你来，就会通知你。没有
通知你，就把你手头的工作做好。”这位市委主要负责
人就说：“我陪着你调研，你讲的一些要求和精神我可
以学习。”习书记说：“如果我讲的一些内容需要你知
道，办公厅会出通报发给你，需要你解决的问题，我也
会告诉你，我们不搞层层陪同。”

过去，省里领导到基层调研，一些市县的领导就到
高速公路出口处去迎送，有的单位还打欢迎横幅，有些
企业还铺红地毯。习书记对这些东西很反感，明确规定
领导下基层调研不准打横幅、不准铺红地毯，更不能到
高速公路出口处迎送，当地有关负责人直接到调研点会
合。有一次，习书记到一个市里去调研，快下高速公路
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位市委负责人等候在高速公路出口
处。平时一向和蔼可亲的习书记马上就严肃起来说：

“谁通知他们来等的？”办公厅的同志就说没人通知，是
他们自己要来的。习书记接着说：“车不能停，开过
去！”这个时候车已经开到了这位市委负责人面前，司
机也把车慢慢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市委负责人一上
来，习书记就开始批评：“你来干什么？省委不是有规
定么，不允许迎送。”这位市委负责人解释说：“我上午
刚好有空，过来迎候您。”习书记毫不客气地接过话：

“你要是有空，就多去批阅批阅文件和群众来信，多接
待几个群众来访。”他声音虽然不大，但话的分量是很
重的。习书记又接着说：“我讲过了，就要说到做到。
你以为我是出尔反尔的人吗？你以为省委在做表面文章
吗？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你们这样做，老百姓就会误
以为，省委的文件是儿戏，省委书记说话不算话，他下
来调研，还是要有人在马路上迎接他。”他又转过身来
对坐在后排的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说：“你们要抓好落
实，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去督查，看看是不是还存在
这种有令不行的情况。”接着，他还对我说：“咏南，你
是记者，经常到下面采访，你也应该去调查暗访。”从
那次以后，整个浙江省再也没有人敢到高速公路口去迎
送省领导了，调研风气为之一变。

“发扬钉钉子精神”，是习书记经常说的一句话。什
么是“钉钉子精神”？他解释说，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
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
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
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
都钉不上、钉不牢。他反复强调，抓作风、抓落实就好
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
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
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

固。抓落实必须一抓到底。
那时候，我们跟随习书记出去调研，经常是早上七

八点钟出发，晚上九十点钟回来。有一次，习书记在车
上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这批人早出晚归，就像游击
队，我是游击队长，你们都是游击队员。”大家被他风
趣的语言逗得哈哈大笑。习书记对基层干部群众和我们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关怀备至、照顾有加。一般来说，跟
随省领导一起下基层，吃饭的惯例是领导同志们坐一
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坐一桌。有一次调研活动结束
后，他在车上问我们：“饭吃得怎么样？”我们说还好。
他就说：“我们来调研，下面的同志眼睛都盯着我们这
些领导，往往会把你们忽略了，可能没照顾好你们
吧。”听了习书记的话，我们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习书记还特别注意清正廉洁和勤俭节约。他刚来浙
江工作时，地方政府安排在招待所里吃的都是桌餐，还
没有吃自助餐的习惯。习书记就要求一律改吃自助餐，
这样既节省时间，又不浪费食物，还能更好地与大家交
流。有的地方提出当地不时兴吃自助餐，还要添置设
备，平时用处也不大。可习书记却说：“买了自助餐的
设备，以后就要用起来，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游击
队’的同志们都吃。‘游击队’的吃了以后，下次‘正
规军’来了也可以吃，以后省领导下来都吃自助餐。”
从那以后，自助餐很快在浙江省全面推广开来，减少和
杜绝了浪费现象，更是改进了干部作风。

采访组：从您的讲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调研
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他对待基
层干部是怎样的态度呢？

周咏南：习书记对待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和村
干部，可以用“宽严相济”这 4 个字来形容，更多的是
关爱和保护。

对基层干部，他能够做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每
次在基层召开现场座谈会，习书记一定会让参会的村干
部一一发言。他经常讲：“省委书记到乡村请一些基层
干部召开座谈会，对这些村干部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
会。他们开完会回去，别人就会问‘见到省委书记了没
有？你都在会上讲了什么呀？’这些村干部没发言，就
会觉得在百姓面前没面子，心里就会感到很失落。所以
我们请基层干部来开会，就一定要让他们、尤其是村干
部讲话，哪怕是每人仅仅五六分钟，即使只讲上几句，
也是好的。”

习书记“本事”大得很，那些基层干部讲的当地土
话，他都能听得懂。我们浙江有几十种方言，一个村和
一个村离得不远，但隔了一座山，可能就听不懂对方的
话。这里要数温州话、丽水话最难懂。有一次习书记到
温州一个村去调研，在与村民对话中，旁边有个当地负
责人要给他当“翻译”，没想到习书记摆了摆手，说：

“你不用翻译，温州话和福建话差不多，我在福建工作
过，能够听得懂。”他还说，农民的话别人是很难翻译
出来的，一翻译就不生动，不是“原汁原味”了。

习书记不仅鼓励基层干部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还与
每一位基层干部握手、合影。为了减少陪同人员，习书
记到基层从来不让我们报社安排专门的摄影记者跟拍，
也不让当地媒体随同采访和拍摄，都是由我这个写新闻
稿的文字记者兼任摄影。与村干部拍完照片，习书记常
常特地叮嘱我：“咏南，拍的照片不能忘记给他们啊。
我的照片，你不给我没关系，但是我和这些基层干部合
影的照片，一定要给他们。”

习书记曾形象地指出：“现在有些同志与新社会群
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
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
去。”习书记做过知青，插过队，又当过大队支书，知
道基层干部所思所想，对基层干部群众有天然的亲近
感，很容易就把话说到人的心坎里。2006 年 1 月 4 日，
习书记到嘉兴市海盐县调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
作，当天上午召开乡镇负责人和村支书座谈会。一些参
会的村干部都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领导，有点紧张。习
书记细心地察觉到这一点，开口就说：“大家别紧张，
我也是村支部书记出身的。我今天当了省委书记，说不
定你们将来也能当省委书记。”简单一句话，就打破了
大家紧张的气氛。他还同一个村支书开玩笑说：“你是
村里的一把手？”村支书赶紧回应：“是是是，我是村里
的一把手。”习书记接着问：“那你在家里是几把手
啊？”村支书就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说了。习书记接着
说：“你在家估计是三把手：你老婆、儿子比你权力
大。哎，不对，你连三把手可能也不是，你有孙子了
吧？孙子在家里肯定是一把手。”村干部们听了都笑了
起来。没想到习书记调转话锋，又说：“你在家里是四
把手，可要注意，不能把家里受的气带到村里来，冲着
老百姓拍桌子瞪眼睛。”话很风趣，很有道理，大家听
了印象都很深刻。他对基层干部该宽厚的宽厚，该提要
求的也不含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宽严相济”。

还有一次，习书记到湖州市德清县一个村开展调
研，座谈会快结束的时候，习书记问大家：“你们觉得
这样开座谈会行不行？”有个村干部就说：“这会开得
好！我该讲的话也讲了，不该讲的也讲了。”习书记马
上站起来，走过去，跟他握着手说：“好！你这就把我
当作自己人啦！‘该讲的’，是对省委书记该讲；‘不该
讲的’，那就是把我们当朋友讲了。你做得好！”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生产状况。每年春节，
习书记都要亲自去各地慰问困难群众，还要去敬老院看望
老人。习书记慰问群众可不是去一两个地方做做样子，他
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跑，一户群众一户群众地走访。平时，
习书记到基层去考察，即便行程中没有安排，他也会专程
去看望困难群众和敬老院老人。有一次，习书记到远近闻
名的宁波奉化滕头村调研和走访，看到这个村经济发展很
快，老百姓早就过上了小康生活，各方面工作都很好，就
问当地干部：“我看到乡亲们生活过得很富裕，心里很高
兴，但是这里困难户有没有？”村干部如实回答个别还是
有的。习书记就说：“有困难户没关系的，但要全力帮
扶。我们这个村的情况比其他地方好多了，你们带我去最
困难的群众家里看一下。”到了这户困难群众家里，习书
记关切地问这问那，还再三叮嘱村干部一定要多多关心和
帮助，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2007 年 1 月，临近春节，习书记来到地处浙江最偏
远西南山区的庆元县慰问困难群众。中午 12 点左右，
他又来到屏都镇 （现屏都街道） 敬老院，看望和慰问一
位位老人，热情地与老人聊家常，关切地询问老人们的
身体状况和子女孝不孝顺等问题，并仔细察看宿舍、活
动室和洗漱间。接着，习书记又来到厨房看看老人们吃
什么。看到厨房里阿姨准备炒青菜肉片时，习书记就接
过勺子，熟练地倒油下锅，然后倒入肉片和青菜炒起

来。一下子，房间就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老人们知道
省委书记亲自为他们炒菜，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
什么好。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说：“做梦也没想到省里大
领导炒菜给我们吃，长命百岁享享福。”那天离开的时
候，习书记还特别要求当地政府一定要办好敬老院，让
老人特别是“五保”老人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2005 年 1 月 26 日春节前夕，习书记还专门到地处
浙江、安徽、江西交界处的长兴煤矿，下到 1000 多米
深的矿井去慰问煤矿工人。那也是我第一次下到这么深
的矿井，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矿井里伸手不见五指，空
气里混杂着煤灰和粉尘，令人窒息。矿井下空间很小，
在里面都得弯着腰，甚至有的地方还需要爬过去。就这
样，我们跟随习书记来到一个又一个采煤点，慰问每一
位煤矿工人。从千米深的矿井下上来后，县里本来给习
书记安排了午餐，但习书记谢绝了，他说：“煤矿工人吃
什么饭，我也吃什么饭。”他就带着我们与煤矿工人一起
吃两菜一汤的快餐。现在想起来那场景，还让人很感动。

在嘉兴，也有一段故事。2004 年 3 月 23 日，习书
记坐上了嘉兴的城乡公交车，“微服私访”，亲身感受嘉
兴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带来的变化。习书记从
101 路公交车始发站嘉兴市火车站上车，到凤桥镇三星
村公交站下车，现场察看了 101 路三星村站点公交线路
牌。我记得当时这辆公交车的售票员叫金利君。习书记
上车以后，就亲切地跟金利君和车上的群众交谈起来，
说他作为一名普通乘客，深切体会到了城乡公交给居民
带来的便利，嘉兴市作为全国首批开通城乡公交的城
市，真正给农村老百姓带来了更大的实惠。看到省委书
记这么和蔼可亲，完全没有架子，车上的乘客也纷纷说
开了。有乘客反映余新镇与乍嘉苏高速公路接口处人来
车往，希望安装交通红绿灯，习书记当即要求有关部门
采取措施方便群众。我记得习书记在乘坐公交车后也很
有感触，当时公交车所行驶的纺工路路幅较窄，习书记
就提出来建议拓宽路面，更加方便公交车辆通行，达到
城乡“便捷公交”的服务水平。随后嘉兴市委市政府按
照习书记指示，拓宽了纺工路。

习书记对基层干部也很关心。他常说自己也是个
“老基层”，对各地领导干部常讲：“要注意保护和调动
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深入了解广大基层干部的所思、所
想、所盼，对他们的工作要多理解、多支持，对他们的
生活要多关心、多帮助。特别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
和问题时，不要一味责怪，要多鼓劲打气，要加强指
导，与他们一起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4 年 12 月 26 日，是那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下
着蒙蒙细雨，习书记来到温州瑞安市飞云镇，上门看望
和慰问在岗的每一位基层干部，给他们拜年。在潘岱街
道党工委书记陈连丰家，习书记握着他的手，动情地
说：“我也是个‘老基层’，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
记，一直同基层干部情同手足。我对基层工作非常牵
挂，对基层干部充满感情。”他还对老陈的妻子杨小兰
说：“你丈夫安心在基层工作，也靠你的支持。他取得
的成绩，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我们都要感谢许许多多
像你这样的贤内助。”接着，习书记还向瑞安市 10 余个
乡镇党政干部拜年，同乡镇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在村
干部座谈会上，他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
个部门下达的指令，都要落实到基层，这些线都是拴在
这根针上的。所以乡镇干部很辛苦，压力很大。乡镇干
部做得很辛苦，提拔的机会也不多，但大家没有怨言，
甘愿做‘老黄牛’。所以，一定要倍加关爱乡镇干部，
切实为基层干部排忧解难。”

2005 年 6 月，在习书记的倡导下，浙江省委出台
《关于认真落实“三真”要求，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
建设的意见》，提出切实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锻炼、
加大对优秀基层干部的选拔力度等十条措施，每一条都
言之有物，每一条都体现着问题导向，每一条都体现组
织的关爱。

2006年 8月，在仙居县白塔镇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
习书记搭乘海警船近两个小时，来到台州椒江区大陈岛调
研基层组织建设，关切地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
保障等情况。当听说岛上正在翻修办公楼，他一定要去看
一下。站在办公楼的脚手架前，习书记问当地党委负责
人：“办公室条件怎么样？够不够用？”听说岛上办公条件
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条件仍旧很艰苦时，习书记特
意叮嘱陪同的当地领导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加快宿
舍改造，上级党政部门要给予帮助和支持。”

习书记对基层的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关爱，让大家
十分感动，也让浙江的干部队伍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以“哲欣”
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专栏撰写了
230多篇短评，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 《之江新语》 一书
出版。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诞生过程。

周咏南：《之江新语》 专栏缘起于 2003 年 2 月，浙
江省委召开“两个年”（指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
活动总结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习书记要
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大局高度，进一步重视和加
强调查研究，就是我一开始介绍的，他强调调研工作必
须牢牢把住“五个字”要诀的那次。他讲道：“调查研
究最关键的是要解决问题。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所谓的调
查研究，一是劳民伤财，二是扰民，到下面去也没有个
目的，为了下去而下去，为了在报纸上登一下、电视上
亮相而下去。我们调查研究一定要深，一定要实，一定
要细，一定要准，这样才有一定的效果。”习书记类似
这样的精彩论述还有很多很多。他以“哲欣”为笔名，
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写系列评论式的文章，这就是后
来在全国乃至在国外形成巨大影响的 《浙江日报》 头版
专栏 《之江新语》。“之江”就是浙江，“新语”就是新
的言论，“哲欣”则取了浙江创新和浙江声音的谐音。
这些 《之江新语》 思想性、针对性、时效性都很强，语
言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
显易懂，不空发议论，言之有物、持之有理、文风朴
实，或赞美表彰、张扬正气，或批评鞭挞、斥责歪风，
或分析道理、揭示规律。这些短评，鲜明提出了推进浙
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主张，及时回答了现实生活
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之 江 新 语》 第 一 篇 题 目 就 是 《调 研 工 作 务 求
“深、实、细、准、效”》。发表出来过了几天，习书记
就问我们反响怎么样，我说：“反响蛮不错的，大家都
来问我这个‘之江新语’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这是
浙江的声音，是省委书记的声音。”他说：“好，就是让
大家知道，这是省委书记在考虑的、关心的、思考的、
要抓的事情，这种用‘之江新语’的形式，也是推动工
作的好方法。” 【下转第4版】

“《之江新语》是习书记在浙江期间思考与实践的宝贵结晶”
——习近平在浙江（三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