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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为激励全

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不竭动

力。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不断通过

精神文明创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种

形式的载体，推动和践行与时俱进的浙

江精神。

2005 年，浙江发生了多起台风灾

害，在重大考验面前，浙江广大党员和干

部表现十分出色，特别是很多基层干部

风里来、雨里去，一次次感动着习近平。

“权力不大，责任不小，非常可亲、

可敬、可爱。”在当年9月的一次省委常

委会议上，习近平谈到了这些优秀的基

层党员干部，他认为，这是“与时俱进的

浙江精神的完美诠释”。

次年，省委宣传部接到了习近平布

置的任务——拍摄一部反映浙江人民

抗击台风的电影，弘扬“浙江精神”。最

终，浙江成功拍出电影《超强台风》。这

部被誉为“中国人靠自己特技走向世

界”的标杆之作，完成了主旋律电影类

型化的现实转型，不但票房丰收，还获

得了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第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

名等一系列荣誉。

习近平非常重视从历史文化中吸

收丰厚营养，延续历史文脉，弘扬精神

力量，实现浙江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

时至今日，时任绍兴市文广局局长

邵田田依然保存着一份书信的复印

件。那是 2006 年 3 月，习近平写给时

任文化部长孙家正的一封信。

原来，当年 3 月，绍兴市重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禹陵公祭”准备上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月 20 日一大早，省文化厅领导

带我一起到省委，向习书记进行了汇

报。”让邵田田没有想到的是，习书记第

二天就致信文化部长孙家正，推荐绍兴

“大禹陵公祭”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示项目，使作为优秀历史文化遗

产的“大禹陵公祭”活动和大禹精神得

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最终，“大禹陵

公祭”被成功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

当年，公祭大禹陵时，习近平专程

发来贺信：“公祭大禹陵是一件十分有

意义的事情。大禹以其疏导洪患的卓

越功勋而赢得后世敬仰。其人其事其

精神，展示了浙江的文化魅力，是浙江

精神的重要渊源。公祭大禹陵，对于坚

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弘扬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对于加快建设文

化大省，都是有益的。”

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尤

其关注“未成年人”和“青年”这两个群

体。

2006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走进浙

江大学，为在杭高校大学生作报告。这

场题为《继承文化传统 弘扬浙江精神》

的报告，在大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今年31岁的陈惟远是浙江大学行政

管理2009届毕业生。11年前，他就是坐

在浙大小剧场里，聆听了习近平的报告。

“习书记先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生动

的故事。”陈惟远说，虽已过去了11年，

习书记的报告让他仍记忆犹新。

“习书记说，当年毛主席乘专列途经

河南的南阳停留，南阳地委书记上火车

向主席汇报地方情况。毛主席问他，当

年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这

南阳是现在这里的南阳还是指现在湖

北的襄阳呀？这位书记虽一脸茫然，却

仍然肯定地说就是这里。毛主席又问，

河南的香油很好，你知道现在的价格是

多少呀？这位书记又没答上来。毛主

席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呀？回答说，这

个知道，五十五。毛主席风趣地说，你

不知今不知古，只知自己五十五。”

“这个故事一下就把大家吸引住

了。”陈惟远回忆说。

习近平告诉大家，这位地委书记对

当地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不够熟悉，

对诸如老百姓柴米油盐的事不够关心，

只知道自己身边的一些事。而毛主席

每到一处总要先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

文化历史。

看着台下一双双热情的眼睛，习近

平说，你们在浙江求学，将来许多人还

要在浙江创业和生活，就起码要对当地

的经济、社会、历史、人文和人民生活情

况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一名大学

生来说，要了解浙江、热爱浙江，进而了

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激发

起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陈惟远说：“原本以为那是一场有距

离感的讲座，没想到习书记用深入浅出

的语言，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让我们

懂得了自己所肩负着的使命和担当，深

刻感受到了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

文化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

这已是习近平第 3 次在杭州为大

学生作报告。

2003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为在杭

高校师生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

2005年6月20日，习近平以“同大学生

谈人生”为主题，勉励大学生要树立正

确的理想信念。

2005 年起，在习近平的主持下，浙

江省委建立了省领导联系高校和定期

为高校师生作形势政策报告制度。12

年来，省委、省政府领导为大学生作形

势政策报告260多场次。

习近平融汇古今、旁征博引、深入

浅出，为浙江莘莘学子指引了青春航

向，树立了人生坐标。

2004 年 7 月 23 日，习近平在浙江

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文指出：“未成

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

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未

成年人的工作，是事关未来的事业，是

决定中华民族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基

础工作。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

2005年5月1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调研。绍兴市鲁

迅小学的学生正在这里参加“学工一

日”，进行动手能力训练。习近平与孩子

们亲切交谈，还一起参与了手工制作。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各级党

委、政府一定要重视和关心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不仅要给他们造就知识的殿

堂，还要为他们提供精神的乐园。”习近

平说，“无论是教育还是娱乐，都要注重

发展孩子们的个性，开发孩子们的智

力，锻炼孩子们的能力，挖掘孩子们的

潜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激励孩子们

的创新能力，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对社

会有用的人。”

参观快结束的时候，习近平对时任绍

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朱老虎说了一

句嘱托：“老朱啊，你一定要看好这个家！”

现在的老朱依然是绍兴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他谨遵嘱

托，将这个“家”越看越好，如今的绍兴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每年接待学生多达

七八万人次。

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勉励浙江干部群众“秉持浙江精神，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谆谆教

导，言犹在耳，凝魂聚气，催人奋进。如

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滋育着浙江

的生命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

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

自满、永不停息。

书香浙江培养高尚情操

习近平酷爱读书，把读书作为一种

生活方式，还经常要求党员干部多读书。

“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

2006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刊发《多读书，修政德》

一文。文中说：“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

书修身、从政以德。”“广大党员干部要

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

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

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

效手段。”

习近平还在《求知善读，贵耳重目》

一文中论述要如何读书。他说，一方

面，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

读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

子，不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头脑；另

一方面，也不能把读书看得太容易，不

求甚解，囫囵吞枣，抓不住实质，把握不

住精髓。

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清晰地记得，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除定期举办中

心组学习会议外，每年还会举行集中的

领导干部读书会，材料袋里经常装着厚

厚的几本书。

2015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杭州考察时，对钱江新城城市阳台的

“漂流书亭”产生浓厚兴趣，给予勉励肯

定：“你们做得好，这是很特别的文化交

流平台。”

如今，在杭州、在全省各地，书香浙江

正成为一种风尚，成风化人，润物无声。

先进典型引领核心价值

人需要精神引领，社会需要价值导

航。对一个国家、一个公民来说，核心

价值观就是精神支柱、行动指南。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

先进典型示范引领。2006 年 7 月 20

日、7月26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

新语》专栏连续刊发了两篇文章《要善

于抓典型》《要善于学典型》，并指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

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

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抓什

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

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吴顺海就是一位引领人们前行的

优秀典型人物。

吴顺海是东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副

局长。2004 年 5 月 12 日夜晚，吴顺海

与同事一起，坐在路边一辆不起眼的面

包车里，监视着马路对面的一个店铺。

一辆白色小车开了过来。吴顺海猫着

腰，迅速朝对面的门市部潜过去。就在

这时，一辆超速行驶的轿车疾驰而来。

一瞬间，他整个人被抛起后重重摔在地

上。一个月后，年仅 47 岁的吴顺海就

永远离开了人世。

从事检察工作的 16 年里，吴顺海

参与和主办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

件 86 件，其中大案 57 件，为国家、集体

挽回经济损失1300余万元。

站着是根柱，倒下是根梁。

2005年6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浙江省委在杭州举行追授吴顺海同

志荣誉称号命名表彰大会。习近平在

会上发表讲话并指出：吴顺海同志是浙

江省基层检察机关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

他始终牢记宗旨，心系百姓，满腔热情

地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表现

了一个共产党员执政为民、鞠躬尽瘁、

无私奉献的公仆情怀。吴顺海同志不

仅是浙江省政法干警学习的榜样，也是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吴顺

海用生命树立了一座丰碑。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说：“像领导

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

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

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

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时代楷模树风尚。一位位可亲、可

敬、可学的先进典型，为自己留下一个

好口碑，为人民树起一座真丰碑。

六年相守，一生牵挂。

“我曾在浙江工作了 6 个年头，熟

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不要说

杭州的水，杭州的山我都走过，参与和

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在 G20 杭州峰会

期间，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

六个年头，这块人文渊薮之地，沉淀

着他发展先进文化的先行探索和实践。

循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的谆谆

教导，一张蓝图绘到底，历届浙江省委

一任接着一任干，深入实施“八八战

略”，加快推进文化建设。

2008 年 6 月，省委通过《浙江省推

动 文 化 大 发 展 大 繁 荣 纲 要（2008—

2012）》，延续了重点实施文化建设“八

项工程”等内容。

2011 年 11 月，省委对加快推动文

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作出了谋划和

部署。

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

出了“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更进一步、更

快一步，努力建设文化浙江”的新目标。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到文化浙江，

浙江的文化建设一脉相承，一路前行。

后记
如今的之江大地，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蔚然成风，“最美现象”由盆景

变风景成风尚。

如今的浙江城乡，农村文化礼堂星

罗棋布，到 2020 年将建成 1 万个，覆盖

80%以上农村人口。“城市书房”成为城

市亮丽风景，越来越多的人能在 24 小

时不打烊的“精神粮仓”里获取文化的

滋养。

如今的浙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位

居全国第一方阵。2016 年，全省文化

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达到3200亿元

左右，文化产业已然成为浙江省支柱性

产业。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

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

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

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

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

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

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

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

自信，奔腾在浙江儿女的血脉中，已经

并将继续化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不竭动力。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

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骄人的文化

自信中——浙江，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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