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广秀2009年9月考

取烟台市大学生“村官”，

扎根基层，虚心学习，吃苦

耐劳，服务群众，以实际行

动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

好评。2010年9月， 张广秀

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但

她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态

度，坚持同疾病作斗争，同

时仍然惦记着工作， 挂念

着群众。 经过专家的精心

医治和护理， 她的身体康

复，于2013年6月回到村官

岗位，继续为村民服务。

2014年1月15日，张广

秀致信习近平总书记，详

细汇报了自己的工作生活

情况， 表示一定不辜负习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努力

工作， 服务群众， 勤奋学

习，不断进步，为实现“中

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说句心里话， 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习总书记能

够给我回信， 这是我一生

中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让张广秀没有想到的是，1

月30日 (农历除夕 )，她收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复

信。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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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山东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

道垆上居委会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复信， 对张

广秀康复良好、 重返工作岗位感到欣慰和高

兴，希望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

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

让青春无悔。

以下为习近平回信全文：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29日报道， 记者统

计，自2008年至今，在公开报道中，在收到国内

外干部、群众来信之后，习近平共回信至少16

封。在专家看来，这种方式既能收集民意，也能

通过信件互动， 反映领导人对问题的看法，是

其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新风格的重要体现。

青少年学生成“最爱回信的群体”

青少年学生是习近平最爱回信的群体之

一，而他的回信，也往往把握特定的时机。

例如2008年4月17日， 习近平给重庆市涪

陵区浙涪友谊学校六年级学生覃健益和朱辰

瀚回信， 鼓励他们 “勤奋学习， 健康成长”。

2010年“5·12”大地震纪念日，习近平给陕西

太白县鹦鸽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包俊丽回

信，勉励并鼓励之，“多难兴邦，自古英雄出少

年”。2011年10月31日，习近平复信山东省蒙阴

县八一希望小学学生吕文凯，勉励这个革命老

区的学生，日后“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和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当选总书记之后，到目前为止，习近平

的公开回信主要面向青年学生，主题性也更加

明确，“中国梦” 成为他给学生写信时最常提

及的概念。

2013年5月2日，在青年节前夕写给北大考

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的信中，他提到

中国梦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

梦”，并寄望他们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

量。同年12月，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20周年

时，习近平回信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

务队”，希望他们发挥志愿精神，“为实现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4年初，在给留德学生的信中，习近平

表示“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

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

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基层干部、群众回信占“半壁江山”

基层干部、群众同样在习近平回信中占据

了半壁江山。

2008年5月， 习近平给宁夏中卫市30位村

党支部书记回信，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年7月，在给陕

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乡亲们的回信中，

要求他们“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宽裕”。

2009年3月， 习近平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

中心长者义工组的老人回信，勉励其“继续秉

承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同年9月，习近平给

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杨振宇校长回信，对发

展好基础教育提出要求，并祝贺教师节。同年

11月，在给山东寿光离岗18年的老县委书记王

伯祥的回信中，习近平寄望其“珍惜荣誉、保重

身体”。2010年，在给浙江省台州市大陈岛的老

垦荒队员的信中，习近平表示“我一直惦记大

陈岛发展和岛上的干部群众。”

2011年6月， 在给因工作积劳成疾的四川

省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的回信中，习

近平赞扬其“树立了榜样”，并叮嘱他“积极配

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同年7月，在给浙江省

杭州市小营巷社区党委的回信中，习近平对社

区发生的新的可喜变化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回信勉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 让青春无悔

习近平都给谁回过信？

爱给青少年学生和基层干部、群众回信 多为数百字

从习近平手中发出的信， 到收信人手

中，渠道各不相同，往往会引起各级政府层

层反应。多封回信都是先引起所在地省委书

记重视，并做批示后，再交到当事人手中的。

老县委书记王伯祥是在2009年11月24

日，接到省委组织部的通知后赶往济南的。

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递给他一封信，

他在信笺右下角看到署名“习近平”。

而小学生吕文凯收到的回信，则是由山

东省委宣传部长孙守刚亲自到校交到他手

中的。而此前寄信给习近平时，吕文凯是和

爸爸一起到邮局写地址、贴邮票寄去的。

在竹立家看来，领导人与群众之间的信

件往来，既是一种重要的收集、了解民意的

途径，也是一种上下互动方式，领导人可以

通过信件，对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进行呼应。

习近平的回信， 往往是在重要的时间

节点发出，或者就重要的话题作出表态，尽

管信件是人与人之间点对点的沟通方式，

但其产生的影响却往往扩大到一个省，甚

至有全国性影响。

回信往往在当事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

“是一份特别的惊喜和感动，是最为珍贵的

节日礼物”，北大外国语学院2009级本科生

党支部书记杨亚晨如是表示。北京大学校方

将回信视作对全体北大师生提出的希望和

新的标准，该校为此多次组织座谈会。

回信到基层通常会引起广泛讨论与学

习。包俊丽收到回信后，太白县将回信的内

容播发，在全县组织学习。

回信的话题有时会引出全国性举措。以

习近平给“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为契机，

教育部组织召开教育系统学习座谈会， 要求

切实推进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韩毓海认为， 习近平通过写信与群众

沟通， 而不是通过过去的批文件和发文件

的方式，改变了领导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他以“老师与学生”来比喻这种新关系，认

为习近平打破了过去领导人与基层干部、

群众之间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写信体现的是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这样他的声音和想法能够直接传达给群

众， 不必通过层层包装， 传达得更为准

确。”韩毓海如是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长文章好写，短文章其实不好写，

要深思熟虑才能做出信中那些精炼的总

结， 而且要有几句很精彩的话， 主题鲜

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对记者

表示，从文字风格来看，习近平的信是下

了一番工夫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表示，

习近平的回信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风

言简意赅，直面问题。

与回信者，大都有过接触

收到习近平回信者， 大都与他有过

接触， 其中主要是他考察时曾到过的地

方。习近平在考察时，有时会叮嘱当地干

部群众将发展情况及时告诉他。

有的接触时间跨度很长。 例如习近

平2008年为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学校

小学生回信， 是因为2004年浙江省捐助

1000万修建该校时， 时任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亲自前往参加了奠基仪式；同样的，

2011年为杭州市小营巷社区回信， 是因

为他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考察过

该社区。

有的接触颇具渊源。2009年习近平

考察并回信的华池县列宁学校， 根据该

校校史记载， 作为中共在陕甘边区革命

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红色学校， 其成立

与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重视直接相关。

在困难时， 习仲勋甚至从边区政府的办

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2001

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还为该校捐资15万

元改善办学条件。

有的接触则充满温情。“5·12”大地

震后习近平前去陕西省太白县视察灾

情，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两年

后， 他选择在接近大地震纪念日时为小

学生包俊丽回信， 表达了他对灾区人民

的惦念和支持。

同时也有一部分回信， 是他在海量

的来信中挑选出来回复的。例如，王伯祥

是在将 《大地为鉴》———一本记录了他

任县委书记5年半历程的书———寄给习

近平后，收到的回复。

出现最多的词汇：欣慰、高兴

习近平的回信中，“欣慰”、“高兴”

是出现最多的词汇，且较为口语化，例如

在给宁夏中卫市30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回

信中，他说“看后很高兴，很受鼓舞”。

与他在讲话中时而精当地引经据典

的方式类似，在信中，习近平也喜欢通过

引用表达观点。例如，在给中央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的学生回信时，他引用“学如弓

弩，才如箭镞”寄语同学们珍惜时光；在

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同学的回信中，他以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勉励同学们将

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从话题来看， 习近平的信中涉及到

“中国梦”、爱国、基层党建、农村变化、

重建家园、志愿者精神、为官之道等多个

角度， 一般都是对来信者汇报的情况予

以肯定后进行阐述。

习近平回信里

传递执政理念

“作为国家领导人，对于群众反映

的诉求， 习近平的回信毫无疑问是有

价值导向意义的。” 竹立家对记者表

示，通过回信，既会产生舆论影响，也

传递了其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

爱给学生和

基层回信

从人员组成来看，习近平的回信

对象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和基层干部、

群众两大部分，收到回信的最大“官”

是离任已

18

年的县委书记。

习近平的信

有何特点

与习近平对改文风的要求相一致的

是，他的信件也都简短而实在。根据目前

公开的信件， 习近平的回信大都比较简

短，在

200

字到

500

字之间，

2

至

3

段。

张广秀同志：

来信收悉， 感谢你和乡亲们的祝

福。得知你康复良好、重返岗位的消息，

我感到很欣慰，同时希望你仍要注意保

重身体。

改变农村面貌 ， 帮助农民群众

过上好日子 ， 推动广大农村全面建

成小康 ，需要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也

需要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

大农民群众不懈努力 。 大学生村官

计划实施以来 ， 数十万大学生走进

农村 ， 热情服务 ， 努力实现人生价

值 。你们的付出和贡献 ，农民群众有

最真切的感受 ， 我看了很多反映大

学生村官事迹的材料 ， 为你们的进

步和成绩感到高兴 。

希望你和所有大学生村官热爱基

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

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请转达我对垆上村乡亲们的节日

问候！

习近平

2014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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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