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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与心的交往
1984年的一个春天，年轻的

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听时任石家庄
市委书记贾然说正定打破了“高
产穷县”的魔咒，心里一亮。4月
17日，他只身前往。县委宣传部
同志把他领到时任县委书记习近
平办公室，两人第一次握手。31
岁的习近平同志瘦高个儿，说话
不紧不慢。

“我建议你先下去看看。”“县
里的吉普车，你坐上，下去采访方
便。”习近平同志说。赵德润得知
县委只有这一部车，连忙摆手：

“不行，那你怎么办？”习近平同志
笑道：“我有自行车呀。”

习近平同志安排报道组组长
高培琦陪同，转身对赵德润说：

“你可以随便走、随便看，有好的，
也有一般的。如果发现什么问
题，告诉我们，我们改进。”言语不
多，但透着实在、诚恳和自信。

走村入户，赵德润看到，许多
农户家有余粮、碗里有肉、桌上有
酒，有些时髦的农民企业家还穿
西服、打领带。当地干部告诉他，
习近平同志一心想着改善群众生
活，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联名给
中央写信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宁
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方高产
第一县的桂冠”，上级深入调查后
决定减少征购粮2800万斤，正定
腾出一部分土地、开发两大河滩
地发展农副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边赵
德润在紧张地采访，那一边习近
平同志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在乡
村里抓生产。滹沱河水凉寒未
消，习近平同志卷起裤脚，扛着自
行车，过河入村。

白天两人忙着各自的工作，
晚上两人风尘仆仆归来聚在招待
所的平房里，赵德润抽着几毛钱
一包的香烟，习近平同志习惯抽9
分钱一包的地产烟。两个人，还
有一旁的高培琦，你一言我一语，
不时笑声四溢。

一连20天，赵德润越采访越
兴奋，伏案写稿思绪飞扬，5000多
字的通讯《正定翻身记》精编后登
上了《人民日报》。

……
第一次跟随采访，福建电视

台记者赖晗便同习近平同志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1998 年 6 月中
旬，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率团前
往。途中，随团医生产生严重的
高原反应，习近平同志连忙安排
他留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林芝八一
镇休息，宽慰他说：“放心，我身体
好，不需要医生一路陪着。”

在西藏的第一个晚上，《福建

日报》的记者因缺氧感觉身体不
适，得知情况后，习近平同志马上
叫人把配给自己的氧气瓶送去。

22日，翻过一座雪山后，一辆
越野吉普不小心一头冲进路面的
大坑，车里的人和设备腾空而起
又重重落下。赖晗随身携带的摄
像机寻像器撞断了，“不知道还能
不能拍摄？回单位怎么交待？”心
里忐忑不安。习近平同志看到小
赖神色紧张，过来拍拍他的肩，
说：“人没事就好。设备坏了，不
是你的原因。你已经拍了很多，
之后的不能拍也没关系。”他还开
玩笑说：“别担心，需不需要我回
去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证明一下？”
赖晗涨红着脸，嗫嚅道：“还好，我
试了试，绑住了还能用。”“轻伤不
下火线呀！”习近平同志幽默调
侃，逗得大家松快大笑。

在米林县、朗县，在布达拉
宫、扎什伦布寺，习近平同志热
情、坦诚、随和，与藏族同胞、僧人
握手、拉家常、叙友情，气氛热烈、
其乐融融。他平易随和的人格魅
力，赢得了藏族同胞的心，也深深
地感染了赖晗及新闻同行。

1999年11月，时任福建省代
省长的习近平率经贸代表团赴重
庆开展三峡库区移民对口支援工
作，赖晗随团采访。在万州，习近
平同志察看了几家在当地投资的
福建企业，到援建的福建小学看望
师生，同援派干部座谈，一路马不
停蹄。万州是赖晗的家乡，3年前
父亲病逝，母亲独居于此。得知情
况，习近平同志专门给赖晗放假，
要求他：“你不要‘三过家门而不
入’，赶紧抽时间回家一趟，也请代
我向你母亲问好。”小赖回到家中，
把习省长的问候转达给母亲，老人
十分感动，连连赞叹：“这位领导了
不得啊！对人真贴心。”老人亲手
灌了香肠，要儿子一定捎给习省长
尝尝地道的重庆小吃……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习近平
同志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种尊
重、支持和信任，洋溢着的真诚友
好、平易近人、细心体贴的人品风
范，在记者的心中酝酿发酵，感染
着自己，也传播给他人。

赵德润再次见习近平同志是
2006年8月。时任《光明日报》副
总编的赵德润到浙江调研。西子
湖畔风景独好，两位老友漫步湖
边，习近平同志敞开心扉，畅谈自
己的心路历程，一路走来执政为
民的感受，以及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的坚定信心。22年过去，习近
平同志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再
到省委书记，地位高了，但以诚相
待一如始初。

晚风送爽，赵德润倾听着，心
里涌起阵阵热流。

二、让媒体成为腾飞的助推器
革命圣地延安，延川县梁家

河村，从1969年到1975年，习近
平同志在这里从15岁成长到22
岁，7 年时间，白天苦干，晚上苦
读，稚嫩的肩膀长期担起几十斤
百余斤的重担，吃粗粮、战跳蚤、
亲村民，建沼气、修淤地坝、创铁
业社……

有一天晚上，在小油灯下，已
经被大家推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翻阅1974年1
月8日的《人民日报》时，发现4版
上刊登了两篇介绍四川办沼气的
文章。放下报纸，他陷入沉思，梁
家河64户人家点灯缺油、烧饭缺
柴，如能建成沼气就解决大问题
了。他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并得到
支持，前往四川实地取经，率领村
民挖土修池，成功修建了28口沼
气池，改善了群众生活，打破了

“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
从此，运用新闻媒体来启发

思路、推动工作、发展经济成为习
近平同志主政一方之道。

1982年，习近平同志到正定
工作后，在调研中深切感受到，人
才稀缺是正定发展的一大短板，
他和县长程宝怀等商量要破解这
道难题，亲自起草“人才九条”。

“人才九条”被油印出2000张
大字通报，在全县张贴。这颗“石
子”不小，但并未溅起水花。20天
后，习近平同志找到程宝怀说：

“老程啊，招聘人才不能光在县
里，县里有多少人才啊？咱得全
省全国招。”在习近平同志的建议
下，程宝怀联系行署机关报，该报
负责人因担心突破现行政策受处
分拒绝刊发。时任《河北日报》总
编辑林放思想解放，在他的支持
下，这篇题为《正定县为有志之士
敞开大门》的报道，以“加花边”的
醒目方式在头版头条刊出。

报道发表后浪花四溢，习近平
同志还亲自给华罗庚、于光远等著
名专家写信，请他们参加经济顾问
团，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84岁的
程宝怀至今如数家珍：“一年多的
时间招来科技人才257人。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79 年增长
63.3%，年均增长10.3%。”

1990年，习近平同志来到福
州担任市委书记，全市仅有的报
纸《福州晚报》只有四开四版。报
社和宣传部都有改扩版的意愿，
习近平同志和大家想到了一块
儿，全力支持晚报变成一张对开
四版的大报。第二年，习近平同
志要求《福州晚报》再次扩版，变
为对开八版，并支持报社盖起了
大楼。

改版扩版信息量大增，机关

报的功能得到彰显，同时晚报的
特色也得以保留，43%的自费订阅
率，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走进千家
万户。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习近平
同志都始终保持读书看报的习
惯，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立即批示。2000年9月14日，已
经担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
阅读《闽东日报》（原《闽东报》）反
映宁德蕉城区洪口乡脱贫致富的
通讯后作出批示，希望“全乡干部
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立
足本地实际，坚持走科技兴农的
道路，尽快将昔日贫穷落后的洪
口乡建设成为富裕兴旺的社会主
义新洪口”。

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
习近平同志每天都要阅读《解放
日报》《文汇报》等，常常到凌晨一
点。一次，习近平同志看到《解放
日报》上有篇短文，写的是诸葛亮
识人的“七道”，于是专门批给市
委研究室，要求在起草党风廉政
建设有关文稿时引用。

舆论监督工作在习近平同志
的心中分量很重。对实际工作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习近平
同志从不回避。在宁德，他大力
支持媒体曝光干部非法占地建房
问题；在福建，习近平同志给东南
卫视“记者行动”题词“做好舆论
监督，反映百姓心声”；在浙江，习
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同
媒体积极沟通，“闻过则喜”；在上
海，习近平同志要求市委和市政
府全力支持舆论监督，善于集中
大家意见，改进上海工作。

三、会当大局识与胆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暗潮

涌动，思想舆论混乱。当年5月20
日晚，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

王绍据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
新闻科科长，他回忆，当时《闽东
报》尚未复刊，地区也没有广播电
视台，参会的都是宁德地区所属
各县的县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部
长、新闻科科长、报道组组长等。

习近平同志开场明言：“当前
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
导。而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结
合当前的形势来进行。”“新闻工
作一方面不能抱残守缺，不思改
革，对于各种呼声置若罔闻；另一
方面又不能人云亦云，不加辨别
地跟着各种思潮跑，没有一个界
限。不然，就会乱套。”

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大局，
习近平同志阐述了新闻工作者应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腐败的问
题，以及如何把握党性和人民性
的关系问题、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问题、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关
系问题、新闻队伍建设问题……
娓娓道来，有理有据，有胆有识，
厘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许一鸣
得知消息，感觉意义非同寻常，立
即专程前往宁德采访。很快，这
篇讲话发表在1989年第7期《中
国记者》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一个
领导干部的政治观点立场。

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的大事。大事面前要清

醒、不糊涂，这是党的各级领导干
部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习近平
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具有
娴熟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水平能
力，越是关键重要时候越是重视
发挥其作用。在宁德，习近平同
志加大正风肃纪力度，运用媒体
达成共识，把难事、敏感的事变成
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的事。

在宁德市博物馆，我们见到
了一份1989年3月29日的中共宁
德地委文件——《关于地委、行署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
规定共12条，内容涉及不得营建
私房、受贿索贿、安插亲友、干预
人事、收受礼金、大吃大喝、公车
私用、违规经商等诸多方面。

1990年5月，时任《人民日报》
驻福建记者站站长的张铭清到宁
德采访习近平同志。张铭清了解
到，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主持
召开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查处
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
治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在当地媒
体上亮明地委的态度“你违纪违
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
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
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
不是代表了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
的干部得罪了你！”告知广大干部
群众，将对全区占地建房进行全
面普查，逐一登记，并将相关情况
张榜公之于众，由群众进行监督
举报。

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的歪
风迅速得到遏制，一批干部受到
了处理，政治生态为之大变，广大
干部群众交口称赞。1990年5月
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铭清
采写的通讯《办好一件事，赢得万
人心》，同时配发评论《锲而不舍
无坚不摧》，赞扬宁德地区在清理
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私房中所体
现出的“一竿子插到底”“不达目
的不罢休”的精神。

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习近平同志反腐的坚定立场和鲜
明态度，不仅解决了宁德地区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全国也树立
了样板，发挥了带动和促进作用。

四、锤炼新闻为富强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

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
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那一年，习近平13
岁。谈起这段往事，习近平同志
曾深情地说：“我当时正上初一，
政治课张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
次都泣不成声……”他说：“这节
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
对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很
重要的影响。”

24年后的1990年，已是花甲
之年的3位老记者再次踏上征程，
倾情写下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
裕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
平夜读长文，感慨万千，心情难以
平静，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
裕禄》，发表在《福州晚报》上，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
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
老生死系……依然月明如昔，思
君夜夜，肝胆长如洗……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
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习近平同
志寄思殷殷、志向高洁、心系百姓

那是浓浓的新闻情 更是沉甸甸的人民情
情到深处—— 习近平同志与新闻舆论工作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宁德到福州，从浙江到上海，建沼气、揽人才、反贫困、
促民生、强浙沪、绘蓝图……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路走来，在不同的领导岗
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新闻工作者交友、交心、交情，关心、信任、支持新闻舆论
工作，善待善用善管新闻媒体宣传党的声音，凝心聚力、推动工作、富强一方。

沿着总书记当年走过的足迹，记者一路追寻，那一幕幕场景、一个个画面，
铭记在一个个同他交往的新闻工作者心中，印刻在他曾工作过的大地上。那是
浓浓的新闻情，更是沉甸甸的人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