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正定，有一份记忆，珍藏在许多人的脑海，历
经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种情感，沉淀在许多人的心里，历
经30多年不曾消减。

1982 年 3 月，29 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写下了自
己从政经历的第一笔。

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习近平始终把
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为百姓吃饱肚子，他勇于担当，为“高产穷县”
减少征购跑省进京，实事求是反映人民心声；

为乡亲致富，他不断找寻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
起来的路子；

为了正定的未来，他关心教育，从校舍抓起，要
求每个村庄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
“明天，我就离开正定了，这点儿钱留下给孩子们

买图书吧。”1985年5月赴厦门任职前，他仍牵挂着孩
子们。

习近平牵挂着正定，正定人民也牵挂着他。
离休老干部闫月芬养成了追着习近平任职地电视

台看新闻的习惯：“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台，他上浙
江我就看浙江台，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台，他上了北
京我就看中央台。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他。”

“老书记好！”2008 年 1 月和 2013 年 7 月，已成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两次到正定塔元庄村调研指
导，当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一声声“老书记”时，他高
兴地将手伸过去，与群众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无论习近平走到哪里，职位
多高，依然是当年那个心里装着百姓的“老书记”。

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
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习近平

1982 年 4 月初的一天，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
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

“这是习书记，到你们村转转，了解了解情况。”
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

1982 年 3 月 25 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
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到任伊
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
研的首站。

可习近平没想到，出了大队部，和站在街头的几
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

“粮食不够吃”。
“一年干下来，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谁家不够吃了，就偷着去新乐、无极、藁城等邻

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
“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总比饿肚子强。”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习近平关心地追问：

“村里这样人家多吗？”“别的村也这样吗？”
说话间，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一位社员抬手

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你瞧，这准是去
换红薯干的。”

“近的骑十几里，远的骑几十里。还得偷着，怕丢了
先进村的人呢。”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
事，忍不住叹息：“征购交得多，手里又没钱买粮，没办
法啊！”

上世纪 70 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
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
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
食征购任务高达 7600 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
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
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
茬玉米。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一斤小麦 1 毛
2，一斤玉米8分，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棉花一斤
一块多，一亩地能收至少 100 多块。你说，光种粮
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

1981 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 140 多元，每天只有
4角钱。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时任县
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习近平便推门进
去。

“老程啊，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是给我选了一
个‘好县’。依你看，什么是‘好县’？”

程宝怀脱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县啊。”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

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
结；三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像三角村，又
是先进中的先进，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

习近平听后笑了：“老程啊，我认为，是不是‘好
县’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你刚才说的
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
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宝怀说。
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

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
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
县’！”

最后，习近平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
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高产穷县”？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习近平进行了解释：

“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
老。”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
正定独有的。”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
说，在那个年代，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说轻了是
思想觉悟低，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要向
上级反映这个事儿，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点
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
不谋而合。

在 1994 年习近平撰写的 《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
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一文中，他赞扬吕玉
兰：“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
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 4800万
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文中只字未提自
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

“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其实大家
心里都赞成。”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但许
多人有顾虑和担心，一是怕有损全国“农业学大寨”
先进县的形象，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
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
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各级
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与省、地两级相关部门
联合组成了调查组。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不到十天时间，找了一百
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

经过核查，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
清了。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

这一减，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
少了红薯干。

这一减，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 1 万亩增加到
19万亩。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习近
平还在 14.3 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点
种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
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种经济
作物种植。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开发利用的河
滩地却有几百亩。

“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鼓励社员搞开发。谁开
发了收成就是谁的，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时任塔元
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挖垄沟、打机井、
平整土地，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开发利用河滩
地100多亩，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

“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我跟他说起河滩
地的开发情况，他很高兴。”赵桂林说。

经过这样的“减”和“增”，1983 年，正定县农
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同比增长52.3%。

“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
头。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体恤百姓、为民请命？”曾
采访过习近平的原 《河北青年》 杂志编辑周伟思认
为，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见不得百姓受苦”。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
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习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
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
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我渴
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

“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
事业奋斗。”

周伟思发表于 1984 年的报告文学 《而立之年》 里
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

人生太短，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干事业的时间
不过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来不得
一点嬉皮笑脸。这样，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或许
对人类、社会、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能有所贡献
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亚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习近
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

“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
顶巅，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
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
了。”“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
海’的。”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总书
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正定，习近平从政伊始，就是这样实践的。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
才能国强。”

——习近平

1985 年 1 月 20 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暖意融
融。

“率先致富奖，甘国田、刘成永⋯⋯”
正定县招待所的会议厅里，一场气氛庄重又热烈

的三级干部会正在进行。
与以往“三干会”不同，这一次，表彰先进是会

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

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

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

土地。”

1982 年 3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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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掉“高产穷县”帽子，走出“半城郊型”经济发

展路子，在全省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条”

广招天下英才，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我渴

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

“真刀真枪干一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敢抓敢管

敢于碰硬”⋯⋯正定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开始的地

方，也是他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的实践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的创新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思想和实践，充

分体现了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坚定信念、为民情怀、改

革思维、开放意识、务实作风和责任担当，与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

脉相承。

两个多月来，河北日报记者深入采访当年与习近

平总书记接触过的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

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从心系民生、实干实政、

改革创新、扩大开放、转变作风等5个方面，采写了系列

长篇通讯，真实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

的从政风范和人格魅力，使人们从中得到启迪，汲取力

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忠诚

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切实增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

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

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

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

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习近平

“ 把 百 姓 的 事 放 在 心 里 ”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一）

□记者 谷 峰 王成果

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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