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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
关重要。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在民
族复兴关键当口，确立和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关乎旗帜道路方向，关乎党运国脉
军魂。因此，必须把忠诚核心、拥戴核
心、维护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融入血
脉、植入灵魂，化为坚定的信仰信念和
自觉行动。而信仰上的坚定、政治上
的坚守、行动上的紧跟，最根本、最深
刻的是来自内心的崇敬与爱戴。心灵
上的情感认同最深沉最真挚，也最持
久最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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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浓郁革命氛围中成长
起来的我党领袖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国际部
心脏康复科举办义诊

2014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阿尔山市伊尔施镇看望生活在林业棚户区的群众。 （据新华社）
况下，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动摇，先后写了 8 份入
团申请书、10 份入党申请书。连很多外国人也都感叹，
“习近平先天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
。

有一种磨砺百折不挠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
中成长起来的我党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从 1962 年受冤屈，被关
押审查长达 16 年之久。这期间，母亲齐心带着尚未成年
的小儿子习远平在河南省黄泛区的一个农场劳动，两个
姐姐被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习近平总书记也因此受过
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最终到陕北插队
当农民。一家人天南地北、骨肉分离。
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全国知青中，习近平总书记是
“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他插队去的陕北是全国知青中
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也是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
极少数知青之一。1969 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习近平总书
记属于老初一学生，只有 15 岁多。他当年插队的延川县
梁家河村，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当

工作不顾家 不为亲朋谋私利

地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连肚子都填不饱。习近平总书
记在 1995 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那时候什么活儿
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几乎
没有歇过。他扛 200 斤麦子，十里山路是不换肩的。到
1975 年末，当初来延安的 26200 名北京知青只剩 590 人。
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梁家河，
到 1974 年 10 月就只剩他一
个知青了。但他依然是该干活干活、
该吃苦吃苦，
不但入
了党，
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完全是一副
“铆足劲扎根
干”
的心态。有人说，没有梁家河的 7 年，便没有习近平
总书记今天的从容执着和大气磅礴。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
“ 一是革
命老前辈，
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

有一种奋斗脚踏实地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长期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我党领袖
翻开习近平总书记从 1969 年下乡当知青，到 2012
年十八大召开时的工作履历，可以发现这 44 年中，他从
下乡知青成长为党的领袖，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

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
从政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
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
都历经几年、都扎扎实实、都政绩卓著，每一岗位都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在梁家河任大队书记时，他带着乡亲
们光脚站在冰水里修淤地坝，搞科学种田，使粮食增产
60%；他创办农村铁匠铺子，在简陋的窑洞里打出了小农
具；他创建陕西首个沼气池，使梁家河成为全省能自行
解决照明供热的第一村。
1982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从军委办公厅到河北正
定，开始全面执掌一方。他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
方”。在那里，他把念好“人才经”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
抓手，亲自向全国发出 100 多封“求贤信”，亲自邀请包括
华罗庚在内的 53 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经济顾问。
接下来，他离开正定南下福建，一干就是 17 年多。
这 17 年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文明、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现代治理能力得到全面历练、展示和提
升。在厦门，他第一次亲历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丰富了
改革的实践、开放的实践。在宁德，坚持从严治吏，开启
了抓“关键少数”的尝试，严肃处理违规建房，查处 400 多
名干部，展示出铁腕反腐的胆识和魄力。在福州，着力
推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曾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
逾 700 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 200 个问题。
任福建省长，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福建
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主政浙江，他提出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
槃”，总结实施著名的“八八战略”，把浙江带上了发展快
车道，使其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和排头兵。
2007 年，他临危受命上海市委书记，虽然只有 7 个月时
间，但马不停蹄考察了全市所有 19 个区县，力推以上海
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与其殊途同归。
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好多思想与重大战略，早
在很多年以前就生根发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正
是经过一步步丰富而长期的实践锻炼，厚植了他治国理
政的根基，一经站上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岗位，就
立刻展现出非同凡响的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这种气
魄和风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可以把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在周围的力量，一种能够鼓舞
和感召 13 亿多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戮力奋斗的
力量。
（上）
（据《学习时报》
）
《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
（下）将在明日二版刊发

中安部电话，可王辅成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每周无论下班多晚，他都
要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来探望父
母两三次。
父亲患病卧床期间，常出现大
小便失禁的情况。王辅成从不嫌
脏，每次为老人清理、擦洗过后，又
将沾满粪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1993 年秋，84 岁的老父亲对他说：
“辅成
呀，我腰太疼了，嘴也干得厉害，你带我去医
院看看吧。
”
周末，
王辅成带老父去医院检查，
没发现太大问题。又过了一周，他本想去看
望父亲，
但单位突然有事儿，
他便推到了下一
周去看父亲。没想到，两天后的晚上 8 点多
钟，
突然接到侄子王凤仪的电话，
说爷爷早上
去世了。王辅成一听，
如五雷轰顶，
训斥侄子
说：
“怎么过了将近一天才告诉我？
”
王凤仪委
屈地说：
“我也是刚到家，奶奶一时找不到公
用电话没法通知咱们，如果家里有电话不就
好了么？”王辅成急忙赶到父母家，母亲说：
“你爸爸刚死时，眼睛是睁着的，他有话要和
你说，
却没有等到你……”
王辅成伏在父亲已
经僵硬冰冷的遗体上，
放声痛哭。
王凤仪说，
二叔王辅成至今还经常念叨：
“老父亲为儿女辛苦了一辈子，
尤其对我付出
了更多。但他走之前，
我这个当儿子的，
却没
能见到他老人家最后一面，这是我一生最大
的遗憾！
”

本报近日连续报道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王辅成的事迹。昨
天，记者采访王辅成的侄子王凤仪——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和二叔长
大的。二叔是个干起工作不顾家，
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的人。”65 岁
的王凤仪是王辅成的侄子，
在王家，
他与王辅成相处时间最长。
青少年时期，
王凤仪和爷爷、
奶
奶 、二 叔 同 住 在 一 间 简 陋 的 平 房 里 。
1979 年 ，17 岁 的 王 凤 仪 下 乡 ，离 家 八
年，
返津参加工作后，
王辅成结婚搬走。
王凤仪回忆：
“二叔是工作狂，
每天
第一个到单位，
工作起来不顾家。1976
年大地震时，二叔家的房子震损，他和二婶、
孩子住进临建棚里。一天，
蚊香引燃了被褥，
二婶将燃烧的被褥拉到院里，
返回又抱出孩
为您导读
子，才避免了一场‘火烧连营’的悲剧。二叔
得知后跑回家，将娘儿俩安置到另一个临建
莫信朋友圈的各种
“指南”
2 版 棚里，后又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
王凤仪说：
“
‘心有所戒、
为政清廉是当好
秋季别把咳嗽当小病
领导的基本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这
5版
是二叔给自己定的一条铁的纪律。当年，二
党代会历史细节
叔在市环卫局当副局长，分管人事工作。他
6、
7版
和家人约定：
绝不能给亲戚朋友开口子、
谋私
利！有亲戚多次提出，
希望二叔
‘提携提携’
，
责任编辑 沈露佳 李 剑
时报微信
扫码关注
可二叔一直没有照顾，直到 13 年后他卸任，
电话：022-27509629
亲戚依然还是每天清晨上街清扫的普通环卫
邮箱：laonianshibao@163.com
工。还有个亲属，
当时在某街道当临时工，
工
←
读者评报纠错热线 96599778

本报讯 免专家挂号费、免会诊费，
为了庆祝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国际
部胡大一教授心血管非手术治疗临
床基地在津成立，于 10 月 10 日至 20 日
8：30-17：00 举办义诊活动。多位专家
为市民进行心脏康复知识宣讲及会诊。
电话：022-65208517、13163028517。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大街 61
号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住院部一楼国
际部心脏康复科。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自 12 日起，铁路部门推出“接续换乘”方案推荐及
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两项服务。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12 日起，旅
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当遇到出发地
和目的地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时，
旅客可选择“接续换乘”功能，售票系统将向旅客展示
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况，如果旅客选择购
买，可以一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天气预报：
今晚至明日 阴转小雨 气温 11℃~17℃ 微风

有一种信仰薪火相传

信仰的力量一往无前、源源不断；信仰的传承筋骨
相连、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
庭，父母都是一生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老革命。父
亲习仲勋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3 岁参加革命，18
岁就组织领导了甘肃境内的“两当起义”，19 岁与刘志丹
等同志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21 岁被推选为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
执行者关押，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得以平反。
“文
革”
后负重受命，
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为中国的改革开
放
“杀出一条血路”
。在习仲勋身上，
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
处逆境，
无论是在老区还是在特区，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
定不移，
革命风骨初心不变，
毛主席曾给他亲笔题词：
“党
的利益在第一位”。母亲齐心也是 13 岁参加革命，17 岁
入党，此后几十年转战南北，一心向党、矢志不渝。
父母的奋斗经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影响极其深
远。2001 年 10 月，他在给父亲 88 岁生日的拜寿信中写
道：
“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还是极
‘左’
路线时期；
无论
是受人诬陷，
还是身处逆境，
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
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
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
习近平总书记还经
常谈起五六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
《岳母刺字》等小人书
的故事。他说：
“‘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
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这种浓郁革命氛
围的熏陶，使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受到很严格的革命传统
教育，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着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情

动车高铁能选座 可
“接续换乘”

二叔从不沾公家一分钱

连续
报道

本报记者
资待遇非常低，
家人
‘求’
二叔把她调进市
环卫局，
成为享受正式编制的职工，
却被二
叔一口拒绝：
‘如果我利用手里权利，
把亲戚
调到高收入的优越岗位，
就是损害了其他人
的利益，
也背弃了我做人为官的诺言’
。
”

不沾公家一滴油
王辅成担任市环卫局副局长后，单位给
他配备了公车，可他依然坚持骑自行车上下
班，
只有外出远道开会时，
他才坐公车。他拒
绝家人搭
“顺风车”
或使用公车办私事。
王凤仪回忆，多年前的一天清晨下起了
大雨，
司机接王辅成去外面开会，
适逢他的儿
子要去上学，
学校就在开会地点旁边，
司机提
出要顺路捎孩子到学校，
可没料想，
王辅成一
口拒绝。他将雨伞递到儿子手中，让儿子自
己走着去上学。他说：
“孩子从小就应多经历
风雨，
不能依赖家长的任何优越条件！
”
“爷爷和奶奶接近 80 岁的时候，身体状
况不好，
经常要去医院治疗。一次，
我去找二

孙桂龙

叔，让他从单位借辆汽车拉爷爷去医院。当
时他答应了。过了一会儿，环卫局的车来到
家里，接爷爷去医院。路上，司机告诉我，二
叔向单位交了 100 元的汽油费。转天，我见
到二叔向他提起此事时，
他说，
公家一滴油的
便宜，
咱也不能沾！
”
王凤仪告诉记者，
有一年，
市环卫局福利
分房，王辅成是分管领导。当时，王凤仪住
在河东区郭庄子一间小平房，王辅成的父
母住在古文化街附近的一间平房。他便找
到王辅成，希望向市环卫局交出这两间平
房，换一套单元房，以便照顾爷爷奶奶。没
料想，被王辅成一口回绝。后来，王凤仪只
得通过其他办法，换了套单元房，照顾爷爷
奶奶。

一生遗憾：
没能见老父最后一面
上世纪 90 年代初，家庭电话还是个稀
罕物，装电话有指标限制。当时王辅成作为
副局级领导，单位可以照顾他，给他父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