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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的言语风格正是他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的自然
流露； 以身示范， 用心继承、 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 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不仅非常高超地把自己的话语风格自然地融入时代话语体系， 而且还通过鲜活语言的
运用和新思想、 新概念、 新名词的提出， 不断丰富和创新紧贴当代中国实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进而引领社会改革创新， 引领时代不断发展。

理论特稿

言语风格彰显治国理念和民本情怀
磅礴气势———

创建国际话语

习总书记讲话沉着大气， 常常形成
强大气场， 充满磅礴之气。 这不仅表现
在对国内大政方针的阐释上， 而且体现
在国际交往的各种讲演中。 在国际舞台
上， 他善于运用别人能听懂、 好接受的
语言， 创建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 重
塑文明大国、 负责任大国形象， 不断赢
得话语权和主动权。 以下话语可见一
斑：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这是习总
书记在很多重要国际场合经常引用的中
国古训。 既借以展示我国继续坚持改革
开放、 包容并积极借鉴人类各种文明的
宽广胸怀和气度， 也表达了世界各国应
该相容共存、 共赢共进的鲜明主张。 其
实， 也不妨看作我国积极推动消除隔
阂、 冲突和霸权， 构建公平公正、 和平
发展的国际新秩序的宣言。

“命运共同体”， 这是习总书记提出
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新主张，已经频频在
很多重要场合表达， 他还借用“一荣俱
荣， 一损俱损”、“和衷共济”、“独木不成
林”等名言警句加以阐释。这个概念的提
出， 突破了过去带有零和色彩的狭隘国
家关系观，倡导和平共处、休戚与共、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观。这
既是对国际关系的新诠释、 对人类发展
的新主张和新期待， 也是主动参与全球
治理、发挥“世界稳定的压仓石”和“世界
和平的助推器”作用、尽好大国义务的积
极努力， 展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世
界责任意识。 这种理念越来越为一些国
家所认同， 必将为构建造福人类的国际
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 只有更
好”， 这是2012年2月14日习总书记在
美国政府欢迎午宴上， 使用流行语格式
对人权问题发表的看法。 既是对某些国
家总以西方标准无端指责别人的有力回
击， 也是公开表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
场。 客观深刻， 绵里藏针， 无可辩驳。
凤凰卫视节目随即评论说， 习总书记
“在这次访问当中， 对话语权的掌握方
面是主动出击， 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先声
夺人的效果”。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着才知
道”， 习总书记访俄时借用这个俗语来
比喻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合适， 只
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以此批
评某些国家对他国说三道四， 表明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
坚强决心。 他还在不同场合借用魏源
《默觚下》 “履不必同， 期于适足； 治
不必同， 期于利民”， 来阐述这一思想。
这是旗帜鲜明地向世界表达一种政治态
度和主张。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习总书记
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发表演讲， 借用这句鲜活的俗语， 全
面而深刻阐述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客观
性、 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和相互交流
借鉴的重要性、 世界各国发展自己的文
化和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正当性。 高屋建
瓴， 雄辩大气。 他还借用我国先贤的经
典论断对此加以阐释： “物之不齐， 物
之情也”、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
放春满园”、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和而不同”、 “和如羹焉， 水、 火、
醯、 醢、 盐、 梅， 以烹鱼肉”、 “声亦
如味， 一气， 二体， 三类， 四物， 五
声， 六律， 七音， 八风， 九歌， 以相成
也”、 “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 若琴
瑟之专壹， 谁能听之？” 恰如其分地把
中国古代圣哲的思想转化为具有高度现
实针对性和时代感的国际话语。 其生动
的语言和深刻的论述尤其是表现出的胸
怀、 气度， 深受好评。

“一带一路”， 其宗旨是构建互联互
通、 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和“命
运共同体”， 携手推进亚太地区的发展
与繁荣。 这是对全球化发展的积极应
对， 它所体现的积极担当、 平等合作、
互惠共赢、 共同发展的精神， 得到了有
关国家的认同和积极响应。 这个战略的
实施， 无疑会造福亚太地区人民。

以上所举的这些具有中国思想的国
际话语， 正逐渐为不少国家所理解和认
同， 必将在全球治理和新兴国际秩序构
建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荀子说： “口能言之， 身能行之，
国宝也。”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
导人的言行风范， 令人敬佩， 也令人鼓
舞， 让举国上下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更充
满信心和希望。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赵璞

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言语风格一直成为热议。 其朴实清新之风， 暖人心、
折服人、 鼓舞人， 赢得点赞如潮， 被国际媒体亲切地称为“习式风格”。 如果细细
品味， 这种风格所蕴含的习总书记及本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情怀， 更值得
体会和称道。

平实风格———饱含民本思想

大家公认， 习总书记的语言表达最
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平实清新、 深入浅
出， 常常使用大众化、 接地气的语言表
达形式， 让人愿意听、 听得懂、 听得
进。 讲话中大量使用形象贴切的比喻、
令人信服的事例、 精粹鲜活的俗语， 把
抽象的问题具体化， 把深奥的道理浅显
化， 把干巴的内容生动化， 言约旨远，
内涵丰富， 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亲
切感， 具有感染力。 例如： 用“小康不
小康， 关键看老乡” 来说明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和让人民满意是评判执政能力和
成效的最重要尺子； 用“总开关” 比喻
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的言行的
决定作用； 用“益智补脑” 比喻学习的
重要意义； 用“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形容基层工作的重要性； 用“温水煮青
蛙”、 “请君入瓮” 说明党员干部思想
上麻痹大意的危险性； 用“开启全天候
探照灯” 比喻加强群众监督； 用“块头
大不等于强， 体重大不等于壮， 有时是
虚胖” 来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注重质量和
效益； 用名臣裴矩在隋朝一味逢迎隋炀
帝， 而到了唐朝却敢直谏唐太宗的故
事， 来教育领导干部： 要想让别人对你
讲真话， 首先自己要愿意听真话。 这类
精彩表达在习总书记讲话中比比皆是。

这种言语风格的形成， 是习总书记
起步于基层、 根植于百姓， 长期自然养

成的。 因此自然而然地说着跟老百姓一
样的话， 情真意切， 毫无做作。 网友们
把他亲密地称作“习大大”， 正是像对待
邻家大叔一样的感情认同。 这种言语风
格也是他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思想的自
然展现。 人们一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
习总书记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治国理政
的核心理念。 他担任总书记第一次与中
外记者见面时就向全世界庄严宣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 至今犹在
人们耳畔回荡。 他总是要求自己和各级
干部“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 一切
为了人民、 一切相信人民、 一切依靠人
民， 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思想
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 当
先生， 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不断从
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反复强调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
福”。 在其各种重要讲话中， “人民”、
“群众”、 “老百姓” 都是频率极高的关
键词。 以今年的新年贺词为例， 一共只
有1366个字， 如果大体按照双音词折算
的话， 也就683词次， 而其中“人民”、
“群众”、 “老百姓” 就出现19次。 有言
道， “言为心声”。 习总书记的言语风格
正是他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一切为了人
民的执政理念的自然流露。

民族风格———高扬中国特色

习总书记言语风格的另一个显著特
点是民族特色鲜明。 他善于融汇中国文
化精髓， 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来表达自己
的思想、 感情、 观点和愿望， 阐述各种
理论、 方法和实践。 在各种讲话中， 大
量征引古代经典， 经常使用充满中华民
族智慧的成语、 惯用语、 谚语、 歇后
语、 警言名句等生动形式。 这种颇具匠
心的表达风格， 并不只是说话形式的精
美追求， 其实质反映出总书记在以身示
范， 用心继承、 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
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从不
同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我们仅以习总书记2014年10月8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的讲话为例。 这篇不长的讲话， 广征
博引， 妙语连珠， 极富韵味和内涵。 先
后使用的名言警句如下： 引用 《老子》
“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 提醒全党
要增强忧患意识， 从严治党； 用 《论
语》 “言必信、 行必果”， 说明抓落实
的重要性； 借用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
者， 必浚其泉源”， 来阐释从根本上解
决党员干部思想问题的重要性； 引用王
粲 《仿连珠》 “观于明镜， 则瑕疵不滞
于躯； 听于直言， 则过行不累乎身”，
来论述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保持党的肌
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化用方孝孺等人的
说法， 强调要以严明的纪律约束干部，
使干部“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 行有所
止”； 以唐朝名臣褚遂良的诤言“奢靡
之始， 危亡之渐”， 告诫全党“党风问
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以古语“逆水
行舟”、 “滴水穿石” 为喻， 申明“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永远没有休止符”；
以 《尚书》 “不矜细行， 终累大德”，
向各级干部敲警钟， 要求严以律己， 防
微杜渐； 以 《韩非子》 “道私者乱， 道
法者治”， 来揭示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
性； 化用孟子等先贤的古训说“得民心
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强调
“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 全篇精彩迭
出， 令人目不暇接。 虽然大量借用古
语， 但典雅而不晦涩， 得体自然， 恰到
好处。 反复品味这篇讲话， 就不难感知
习总书记的良苦用心： 他是在把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

合， 用来指导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 这
无疑也是力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
化，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思想理论体系的
一种积极实践。

在国际交往中， 习总书记语言的民
族风格也同样魅力四溢。 2012年2月15
日在美国演讲， 用谚语“饮水不忘掘井
人” 缅怀开启中美对话大门的两国老一
辈领导人； 用辛弃疾 《菩萨蛮》 词句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来形容中
美关系经历的曲折和积极发展的大势；
用 《论语》 “民 （人） 无信不立” 来表
达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的希望。
使用“欢聚一堂”、“风风雨雨”、“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不可逆
转”、“利益攸关”、“同舟共济”、“魂牵梦
萦”、“欣喜不已”、“前景广阔”、“后继有
人”、“顺势而为”、“乘风破浪”等精粹的成
语、惯用语，使表达简明扼要，生动活泼。
2014年3月29日在德国一个座谈会上，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音希声，大象
无形”、“潜移默化”、“滴水穿石”、“持之以
恒”等成语， 来表达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努
力消除偏见和误解的自信、 耐力与定力。
这些其实都是在用中国元素塑造国际话
语。

习总书记讲话的民族风格赢得了世
界关注和赞赏。 新加坡 《星期日时报》
2013年4月7日发表 《习近平， 我的中文
老师》 一文称， “最近一段时间， 我对
中国古语、 诗词摘录和格言警句有了突
飞猛进的了解， 常常让我在北京的同事
感到惊讶……这些语言瑰宝并不是我偷
偷上语言培训班得来的， 而是通过认真
留心一个人的讲话学到的， 他就是中国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的讲话风格简
洁生动、 通俗易懂， 让人耳目一新。”
作者还指出： “中国经常觉得自己遭到
误读， 如果更多领导人以习近平为榜
样， 或许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外国记者
更好地了解中国， 至少能让他们更好地
掌握中文。” 2014年4月2日韩国 《朝鲜
日报》 中文网报道说， 习近平公布国家
政策和到国外巡访时总爱使用成语， 原
因何在？ 那是因为成语的几个字中浓缩
了先辈的聪明才智。 由此可以看出， 习
总书记运用鲜明的民族语言风格来高扬
中国特色的思想和实践， 已经开始在国
际上奏效。

时代气息———展现创新精神

习总书记今年发表新年贺词时使用了流
行语“蛮拼的” “点赞”， 迎来了举国上下
一片欢呼。 随后， 这两个词的网络搜索指
数、 媒体指数迅速蹿至空前的高点。 其实，
使用具有时代感的鲜活语言， 本来就是习总
书记的一贯风格， 而且他本人也可算流行语
的创造者， 比如“中国梦”、 “新常态”、
“人生的扣子”、 “时间都去哪儿了” 等等，
都因他而流行。 但大众为何对使用“蛮拼
的”、 “点赞” 欢呼？ 很值得玩味。 我们认
真观察各方热议发现， 民众关注和赞誉的重
点其实并不在于这两个词语本身， 也不在于
对总书记使用“潮词” 感到新鲜， 而在于总
书记对这两个富有时代气息词语的使用所展
现出来的勇立潮头、 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和
鲜明态度。 它使全国人民备受鼓舞， 对新的
一年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话语风格， 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 习总书记不仅非
常高超地把自己的话语风格自然地融入时
代话语体系， 而且还不断丰富和创新时代

话语体系。 他通过鲜活语言的运用和新思想、
新概念、 新名词的提出， 不断丰富和创新紧
贴当代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
系， 进而引领社会改革创新， 引领时代不断
发展。 可以看看几个具体例子： 他用“中国
梦” 这种质朴的字眼来概括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理想 ； 2012年 12月在广东考察时说 ：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敢于啃硬骨
头， 敢于涉险滩”； 后来又说： “对改革进程
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困难要一个一
个克服， 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 既敢于出招，
又善于应招， 做到蹄疾而步稳”； “有句话说
得好，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 再高的山、 再长的路， 只要我们锲而不舍
前进， 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 从这些鲜活
的语言片段可以看出， 习总书记勇于直面现实
问题， 积极应对现实问题， 不失坚毅地开拓进
取， 充满浓烈的使命感和改革创新精神。 如
果读一读 《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理念与执政
风格》 一书所列举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25个
“第一次”， 一定会感触更深。

凛然锐气———彰显敢拼胆略

习总书记讲话， 一般语调平和， 语态沉
稳， 但透射出凛然锐气。 尤其是讲到大是大
非问题的时候， 充满震撼力、 威慑力， 其中
折射出的气魄、 智慧和魅力， 令人钦佩。

最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关于反腐的一
系列讲话， 充满凛然正气。 例如“要加大检
查监督力度， 执好纪、 问好责、 把好关。 要
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
“要坚持‘老虎’、 ‘苍蝇’ 一起打”； “要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 “以猛药去疴、 重典治乱
的决心， 以刮骨疗毒、 壮士断腕的勇气， 坚
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 坚持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要让每一个干部牢
记‘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的道理’”； “使
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这些话语义
正词严， 掷地有声， 既是对党员干部的警
示、 对腐败分子的威慑， 也是对人民的庄严
承诺。

习总书记关于治国大政方针的讲话则充

满锐不可当的豪气。 谈“中国梦” 时说： “空
谈误国， 实干兴邦。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
要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把我们
民族发展好，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奋勇前进。” 谈改革时说： “我国改革已经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
险滩。” 荡漾着对追逐中国梦的执着和深化改革
的雄心。

习总书记充满锐气的言语风格， 也洋溢着
真抓实干、 锐意进取的拼劲。 他总是叮嘱“领
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 大力弘扬我们党优良
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讲老实话、 办老实
事、 做老实人……尤其要做到讲实情、 出实
招、 办实事、 求实效”。 不断强调： “谋事要
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 “要把抓落实作
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真抓实干， 蹄疾步
稳， 务求实效。” 誓言“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
们要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 他时时处处强
调“实”， 以身作则践行“实”， 得到了广泛的
赞誉。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着才知道”。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