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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革 戏 必 须 大 家 唱 ”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三）

□记者 郭 伟 刘荣荣

“守旧未必风平浪静，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在正定
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
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

30多年过去，正定许多干部群众仍对习近平当年
常说的话记忆犹新。

他开全省大包干先河，为企业松绑放权，推出震
动全国的“人才九条”，为正定发展破局开路。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习近平说：“改革者的责
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进。”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开全省大包干先河

“ 没 有 现 成 的 模 式 可 循
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
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
敢不敢迈出这一步。”

——习近平

1982 年秋季的一天，时任正定县县长的程宝怀
同县委主要领导到里双店公社调研。没成想，公社干
部没管住嘴，把时任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里双店悄悄
搞大包干试点的事说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这位领
导说。

那时，700 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被
称为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搞了 3 年多，
但由于“省里没精神，地区没布置”，正定还没有推
行大包干。

结束调研，回到县委，程宝怀三步并两步跑到习
近平办公室：“咱们搞大包干试点的事露馅了。”

“先别紧张，我去找他通通气。”习近平似乎早有
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
了，应该表扬。”

对于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习近平十分了解，他是
几经调研、反复斟酌后才选定在这里搞大包干试点的。

“当时全县所有大队，我们的收入排倒数第一。”
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时年 33 岁，“家里 5 口人，干上
一年只能分二三十块钱，口粮没富余，棒子面山药面
混着吃。”

钱贵香记得，大包干前，几十个人同拉一辆车的
怪事经常有。由于社员们积极性不高，粮食收装不及
时发霉变质是常事。

大包干搞不搞？此时的河北，所有的县都在观望。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

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
步。”习近平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商量，“大包干是现阶
段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好办法，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
的最好办法。河北还没有启动，咱县能不能先行一
步，搞个试点？”

“在当时的环境下，冒尖搞大包干的政治风险很
大，搞不好就要被摘乌纱帽。”回忆起 35 年前的那次
谈话，今年 81 岁的程宝怀对习近平当年的改革勇气
充满了敬佩。

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部
农村政策组组长张成芳等几名干部开了个“闭门
会”，交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去凤阳，把小岗村的
经验带回来。

揣着习近平写的介绍信，几天后，这几名干部来
到了小岗村，亲眼目睹了大包干带来的大变化。

回来后，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张成芳拟好了大包
干试点方案，来到厢同大队征求意见。

“同意！”“赞成！”大队部里，社员代表们齐刷刷
地举起手。

地头插上灰橛，撒上白灰标线，确定“四至”，
登记入册。钱贵香在自家的 6 亩承包地里转了一圈又
一圈，抓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了又搓。

“大包干试点就像卤水点豆腐，一点就成！”张成芳
说，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历史，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下
地，种地如绣花。

这年秋天，钱贵香家大瓮里的粮食装了个满满当
当，“全村老少都念习书记的好！”

那一年，推开大包干的里双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
一番，农民年人均收入由210元增加到400多元。

看到里双店公社的变化，听了习近平的解释，县领
导班子统一了思想。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
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
宜分则分。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
先河。

大包干推是推下去了，但疑问还悬在许多人心里。
“大包干会不会有今年没明年？”“大包干会不会

包出事？”⋯⋯
1984 年 1 月 22 日，西柏棠乡西柏棠村一处院子

里，五百多名村民人头攒动。

站在院子中间的，是当时已担任县委书记的习
近平。

实行大包干以后，西柏棠村年人均收入翻了一
番，但干部群众心里一直不踏实，就怕这好政策不长
久。不少乡亲种麦不敢施足肥，怕来年政策变了，收
不回肥料钱。

村干部也吃不准，看上头往哪儿领，1983 年和
村民们签订土地联产承包合同时，村党支部书记王臭
货在合同上又加上一句：“上级不变咱也不变。”

习近平就是为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而来的。
“院子里设了个简易讲台，大喇叭声开到最大，

老乡们伸着脖子，支着耳朵，大伙儿都不想错过习书
记说的每一句话。”时任西柏棠乡党委书记的赵建军
至今也忘不了那一幕。

“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
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因无力耕种或转营
他业而要求不包或者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
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
商承包⋯⋯”

怕人们不明白，念完政策，习近平又用大白话
“翻译”了一遍。

“习书记的话咱听明白了，往后大伙儿就放心大胆
地干！”王臭货带头鼓掌。掌声热烈，经久不息。乡亲
们围着习近平，问得仔细，习近平逐一解答，认真耐心。

“我早跟老婆子说秋种的时候多加点肥，她还不
听⋯⋯”人群里有人抱怨，引来一片笑声。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大踏步前进。
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
了近两番。

顶压力、冒风险的改革，习近平还推行了很多。
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多种经营、实施农村教
育体制改革⋯⋯习近平用行动诠释对改革的担当：

“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
什么事也干不成。”

而对于那些在改革中有担当、敢负责的干部，习近
平则为他们撑腰打伞。他说：“各级干部要做改革的

‘保护伞’。改革既然是创新，大家希望成功，也难免会
出问题。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
题，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给企业松绑放权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
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

——习近平

1984 年早春，时年 45 岁的刘成永承包了正定县

养鸡场。
国家提供 4 万元资金，养鸡场原有汽车、设备、

场地一并交付，按照当时县里的说法，承包县养鸡场
“年底只要能上交1分钱利润”就行。

“1 分钱承包”国营企业，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划
算。刘成永回忆说，当时的县养鸡场亏损 78 万元，
这个国家投资 250 万元、占地 400 亩的国营企业已山
穷水尽。

机械化设备，喂食、取蛋全部自动化，300 多间
鸡舍全是新瓦房⋯⋯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营企业，怎
么就成了亏损大户？1983 年冬，习近平和县农牧局
局长王香文趟过枯草，来到沙滩地上的县养鸡场。

“国家投的巨资，不能这么烂在沙土地里。”调研
后，习近平开出药方：找到能人，就能收拾这个烂
摊子！

1984 年 1 月 30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寒风刺
骨，城杨庄村的三间小土房里却暖意融融，养鸡能手
刘成永正在家侍弄着25只鸡。

“刘师傅在吗？”叫门声起，刘成永开门一瞧，一
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寒风里，满脸带笑，一双大手握
过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您！”

来人正是习近平。
“我早听说了，大冷天儿，全正定只有你家的鸡

还在下蛋。”两人促膝而谈，习近平鼓励他承包县养
鸡场。

“县委书记上门来看望咱一个农民，还把这么大
的一个国营企业交给我，这样的信任让我还能说
啥？”如今已77岁的刘成永回忆说。

走马上任后，他很快找到了养鸡场的症结：机械
化设备中看不中用；鸡舍虽多但面积过小，无法满足
养殖需要；70多个工人多是没经验的生手⋯⋯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刘成永大刀阔斧地改革——
辞退不能干的人，发动 12 户合伙人集资入股。几个
月后，一笼笼雪白的尼克雏鸡破壳而出。

“习书记特别关心养鸡场，隔一段就要找我问情
况。”刘成永记得，习近平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每
次都问得很仔细。

当年，养鸡场扭亏为盈，实现纯利润6万多元。
“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探索、创新的事业。”习近

平说。正定要发展，需要更多能人站上改革舞台。
“决定企业性质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两

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适当分开。”习近平认为，“只
有在思想上‘五破五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能增
强企业活力，这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83 年底的一天，时任县经委主任的郭丙振和
习近平一起到县木制厂、制酒厂调研。看着一家家半
死不活的国营企业，习近平问：“老郭，你怎么看？”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5 万元都要县财政
局批准，人事任免权卡得更死，调动一个工人得主管
部门同意，赶上生产任务重的时候，不知耽误过多少
事儿。”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郭丙振深知企业的

难处。
听完老郭的话，习近平干脆地说出四个字：“松

绑放权。”
“习书记摸准了企业发展受阻的病灶，具体而深

刻地指明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心里一下子透亮
了。”郭丙振回忆，在接下来的 5 天里，他一口气拟
出8个书面报告。

1984 年，《正定县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设想》 印
发，全县工商业自此实行“五权放开”：人权、经营
权、工资权、价格权、奖金权全部交给企业。

1984年6月，在全县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正式
提出“一包三改”。

“一包”，就是包翻番指标和各项经济指标。承包
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小组，也可以班子集体承包，采
取自荐、选聘、投标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

“三改”，一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二是改工
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三是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
资制。

谁承包谁组阁，不受全民与集体、干部与工人、
城市与农村身份限制。改革新政彻底打破了阻挡能人
登台的最后一道门槛。

县经委及时跟进，拟定承包准则，核心内容是：
以企业固定资产增值、利润、税收增比等三大指标为
基础，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实际完成数额发放奖金，
奖金“上不封顶”。

热情高涨的承包者们蜂拥而至。但问题也随着来
了：在一些企业承包过程中，“价高者得”成了“价
格虚高者得”。

县电子元件厂领导班子换了 4 次都没有给企业带
来转机，期间还因管理混乱发生过3起火灾事故。

“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出现一些问题是很
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习
近平说，“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起。一方面
要依靠和发挥下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
于县直企业已经进行承包的，要搞好修改、补充、完
善，指标定得过低或不合理的，要进行调整。”

很快，县经委给每个承包企业制定出保密的“标
的”，确保了承包方案在合理范畴内。

县电子元件厂最终迎来了真正能胜任的承包
者——张士龙。

坚持“用才不用派”,打破“大锅饭”，拉开奖金
系数，进行技术革新，大手笔引进日本先进生产线⋯⋯
张士龙出手不凡，不到两年，厂子打了翻身仗。1985
年，创造利润501万元，比1984年翻了两番。

从选拔能人，到“五权放开”“一包三改”，改革
利好政策接连推出，改革“弄潮儿”层出不穷。但对
于这些改革者，当时也有不少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
阻挠。

此时，一位名叫姜世谭的改革者在全国成了“名
人”，出名不是因为功劳大，（下转第二版）

1984年10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街头发放《民意调查表》。 （资料图片）

“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
伟大事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我坚信，
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