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三坊七巷

2014 年 10 月，根据习近平的

亲自提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

平在会上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

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

时候都不能动摇。

特殊的地点，特殊的安排，彰

显了习近平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

看重，对于培根铸魂工作的看重。

习近平的这份看重，一以贯

之。这次考察期间，他专门来到武

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总书记

这样发问：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

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

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

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在福建工作期间，

习近平批示保护了国内罕见的重

要史前遗存———三明市万寿岩，

推动了重要文化名片———福州三

坊七巷的保护。这次考察期间，习

近平造访了三坊七巷。他强调，保

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

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

史和文脉。

坐落于福州的闽江学院，是

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其前

身之一是创办于 1984 年的闽江

职业大学。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

平曾兼任该校校长 6 年时间，他

当年提出的办学理念延续至今。

3 月 25 日上午，习近平重访

闽江学院。在校园广场上，他对大

学生们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

年一代责任在肩。希望同学们努

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道德高

尚的人。

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展

开。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强调，

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

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

提。他提出，要弄清楚“三个逻

辑”、做到“四个深刻领悟”。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

之。唯有守住我们的根和魂，才能

不忘来时的路，看清脚下的路，坚

定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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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再赴福建考察，这些关注点一以贯之

“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

一木，我深有感情。离开福建

以后，我也一直关注福建。在

这里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

探索，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仍

在思考和深化，有些已经在

全国更大范围实践了。”

春风解花语，知是故人来。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

节，带着对福建人民的深情

厚意、带着对福建发展的殷

切期望，3 月 22 日，习近平

总书记踏上了曾经工作生活

了 17 年半的福建大地。

3 月 22 日下午，首站来

到武夷山考察调研的习近平

总书记路遇游客，询问游客

从哪里来，并同他们亲切交

谈：“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双世遗。”

当得知一些游客还要前

往厦门时，习近平高兴地说：

“这个安排挺好，这边是山，

那边是海，多看一看。”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十四五”规划刚刚审议通

过，福建怎样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超越，实现开好局、

起好步？党的百年华诞即将

到来，全省上下要以什么样

的精神状态，赓续党的优良

传统，奋进第二个百年？

这是一个温暖的时刻。

四天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委书记尹力、省长王

宁等陪同下，深入绿色南平、

如画三明、山水福州，走进青

山绿水、来到群众中间、看望

父老乡亲，说发展、谈未来，

话家常、忆乡愁。

福建的巨大变化令人目

不暇接。生态保护、卫生健

康、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科

技创新、改革深化、文化传

承、人才培养……习近平总

书记仔细看、认真听、反复

问。他说，一路走来，感到八

闽大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令人很高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

来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从 1985 年到 2002 年，习近

平在福建工作了 17年半。他

在福建的探索和实践有着穿

越时空的意义，成为他治理

今日之中国重要的源头活

水。辛丑仲春，习近平再赴福

建，透过他一以贯之的关注

点，可以看到他对推动“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的谋划，也

可感悟他对八闽大地历久而

弥深的情怀。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的首次

考察，持续了四天时间。从 3月

22 日至 25 日，习近平每天的

考察行程，都与改革创新密不

可分。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推动了

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

改革创新举措。这次考察期间，

他再访改革“试验田”，“验收”

改革成果，作出关键指点。

林 改
福建多山、多林、多绿，但

林业工作一度是“只见林、不见

人”，忽略了林农利益。2002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

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武平县调研。他指出，林

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让

老百姓真正受益。武平县由此

成为全国林改第一县，林改也

上升为国家决策。

这次考察期间，习近平在

沙县实地调研林权改革。他指

出，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尊重

群众首创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完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力争

实现新的突破。

医 改
福建三明以医改闻名全

国，发源于这里的“三医联动”

“两票制”等举措，先后上升为

国家医改的顶层方案。三明医

改虽然是在习近平到中央工

作后开启的，但他在关键时刻

让这一改革吃下了“定心丸”：

总书记曾多次在重要会议上

肯定三明医改经验并要求总

结推广。

这次考察期间，习近平再

次为三明医改点赞：三明医改

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

经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

“科特派”
在武夷山深处，与总书记

在茶园的一次相遇，让一支诞

生了 22 年的“神秘队伍”广为

人知，这就是科技特派员。发端

于福建南平的“科特派”制度，

是习近平当年关心指导、总结

提升的工作机制创新。这次考

察期间，总书记再次明确，要深

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

创新不问“出身”
每次到福建考察调研，习

近平都要到企业看一看，重点

关注自主创新。这次在福建福

光公司，总书记详细了解企业

技术创新等情况。他强调，我们

国家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要

靠创新，一味跟跑是行不通的。

总书记还发出了“招贤令”：创

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

家作贡献就支持谁。

从当年在福州推动国有企

业改革，到七下晋江总结“晋江

经验”，从倡导“一栋楼办公”

“马上就办”，到打响全国治理

餐桌污染第一战，习近平始终

是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

启了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改

革进程。“十四五”时期，改革又

到了一个新的关头，我们要发

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习近

平福建之行的“改革足音”。

3 月 25 日上午，这次考察的

最后一项活动是听取福建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于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习近平始终牵挂于心。

这次考察的前两天，习近平

分别调研了茶产业和小吃产业。

这也是他当年就关心指导过的特

色产业。2000 年，他在大田县元沙

村考察茶产业时嘱咐，茶产业要

向生态、绿色、有机方向发展，向

深度加工发展，提升茶叶质量，打

响本地品牌。

这次考察期间，总书记来到

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武夷山。他

指出，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

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

这些年，沙县小吃在习近平

的指导下深入挖掘小吃业的拓展

空间，推进标准化、连锁化、产业

化的转型升级。这次考察期间，习

近平在沙县夏茂镇再次“支招”：

沙县小吃在现有取得成绩的基础

上，还要探索，还要完善，还要办

得更好，继续引领风骚。

20 年前，习近平作出建设“数

字福建”的战略决策，亲自担任

“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让福建驶入了数字经济的快车

道。去年，福建全省数字经济增加

值突破 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近

半。这次考察期间，习近平强调，

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

在听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

作汇报时，习近平为福建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

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

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

生态对福建有多重要？习近

平曾经这样回答：“生态资源是福

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

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

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

设。”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着

力抓了几件事。长汀曾是我国南

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

域之一。习近平先后 5 次赴长汀

实地调研，持续推动水土流失治

理。经过 30 多年攻坚克难，当地

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

园”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长汀

经验”。

莆田的木兰溪曾经水患严

重。22 年前，习近平指挥推动木

兰溪流域治理，通过“水安全、水

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水治理”

五大系统整治，让老百姓告别了

水患。木兰溪成为全国第一条全

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堪称治水

典范。

世纪之交，习近平提出生态

省建设战略构想，2001 年成立了

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他亲

自担任组长。当年的一系列努力，

为福建荣列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长期保持森林覆盖率全国

首位、成为清新福建的“生态优等

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次考察期间，习近平踏访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山郊野公园

等地，再次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

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总书记还

专门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

入生态省建设布局，科学制定时

间表、路线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改革创新一以贯之

高质量发展一以贯之

生态保护一以贯之

培根铸魂一以贯之

“双世遗”武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