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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大量运用形象比喻、俗语俚语和诗文引用，其特质是“平易近人”，让人
感受到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回应。这一语言力量本质上所蕴含的，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力量”。这一语
言风格蕴涵了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力量”，它体现在习近平直面问题和困难的勇气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
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上，以及在“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上。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展示“朴实
的道理”才能有力支撑“三个自信”，转变话风的实质是改变学风和党风，理论宣传要反对形式主义，把学习马
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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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able： the Locution and Charisma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HEN Xixi
（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Shanghai 201209，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locution embodies in the extensive use of metaphors，slang and poetic lines．
His characteristic is “approachable”，which lets people feel enthusiastic responses to people’s new
expectations． What the locution contains is “Chinese strength”achieving “China’s dream”，it embodied in XI Jinping’s courage in solv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in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in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in the extensive world view．
The enlightenment is： showing “simple truth”can effectively support “Three confidences”，the essence of changing locution is to change the study style and the style of the party． Formalism should
be opposed in theoretical propaganda work． And we should take the stud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a
basic skill．
Key words： XI Jinping； locution； charisma； approachable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愿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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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而这些系列重要讲话，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语言风格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魄力和语言
风格的魅力相结合，对干部群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进一步提高了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的公
信力。剖析习近平语言风格及其所蕴涵的语言力量 ，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
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有重要的价值； 对于我们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真正掌握马克
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也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一、习近平的语言风格： 平易近人
语言这东西，有种神奇的力量。习近平在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常用打比方、讲故事的形象比喻方
式阐述深刻的道理，比如“打‘老虎’、拍‘苍蝇’”，既形象又深刻，引来百姓一阵叫好； 用大白话、大实话
等俗文俚语来释疑解惑，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简洁到位，生动有力； 引用
古典诗文来阐述治国理念，如“尚贤者，政之本也”，用“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来描述亚太共同发展
的愿景，用“虚谈废务”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提纲掣领、纵横裨阖。
习近平的语言，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更有一种透彻、直指人心的力量。如在用形象比喻中，他讲的
拧紧“总开关”，指理想信念的核心问题； 讲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指形成培育、弘扬核心
价值观的氛围； 讲中华民族的“基因”，指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必然性； 讲“赶考 ”，直面
党要应对的新考验与忧患意识； 讲“接地气”和“充充电 ”，指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 讲打破
“围城”、“玻璃门”和“无形墙”，指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 讲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是说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的重要性 。在用俗文俚语时，讲“人生的扣子 ”从一开始就要
扣好，是说价值观的养成重在青年时期；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是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讲
“行百里者半九十”，是说青年要毫不懈怠地努力奋斗； 讲“累并快乐着”，指人要带着乐观主义精神努力
工作。在诗文引用中，引用“治大国如烹小鲜 ”，突出了解国情、科学施政的重要性； 引用“博学之，审问
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强调重视和善于学习是转变作风的重要内容； 引用“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指在国际交往中要夯实中国与其他国家友谊的社会土壤 ； 引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是说各种文
明应在相互影响中融合共进。
习近平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有时将形象比喻、俗文俚语和诗文引用三者纵横交错 、运用自如，似信
手拈来。如他在批评某些干部弄虚作假时，说道： “一枝一叶总关情。 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联系群
众，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引用的“作秀 ”，既是形象比喻，又是新流行的俗文俚语，直击某些领导
干部对待群众的虚情假意和形式主义 ，引起干部群众包括青年的意会和共鸣 ； 而“一枝一叶总关情 ”，则
是诗文引用。它们的连用，生动地解读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凸显了对
待群众在情感上的“正能量”。
引用形象比喻、俗语俚语和诗文，切实拉近了领导与对话者之间的距离，使干部群众愿意听、听得
进，听后更能心领神会。 如在 2014 年 11 月 10 日 APEC 欢迎晚宴上，习近平就提到新的俗语“APEC
蓝”。他说： “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 APEC 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
不懈的努力，APEC 蓝能够保持下去。”这说明总书记了解群众的愿望、理解现实的困难，既有期待又有
决心，使干部群众感到既贴心又实在。
当然，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不仅在于大量运用形象比喻、俗文俚语和诗文引用，还体现在他善于用讲
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来凝聚共识，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来触及心灵，甚至善于用美文学
的语言来展现真性情，让人感觉到一个可亲可敬而又平易近人的领导在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在表达
一个共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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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易近人语言风格所蕴涵的语言力量
马克思说过：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
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
［1］（ p11）

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习近平的讲话，抓住了广大干部群众最
关注的问题，并且用广大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来表达 ，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体现了理论的彻底
性，从而能说服人，并最终掌握群众。 这样，习近平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就不仅有通俗易懂的语言魅
力，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语言力量。这一语言力量本质上所蕴含的，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力量”。
首先，这一力量体现在直面问题和困难的勇气中 。 习近平大量使用“当前，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
和险在增多”，“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没有比
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等话语，表达出
面对问题而实事求是的忧患意识 ，以及敢于挑战困难的政治勇气。在他的忧患意识和政治勇气中，表达
了对于中国所处基本方位判断，那就是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国梦的实现 ，但是仍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难度的判断，那就是改革已进入攻
坚期和深水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既勇
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对于党所存在的危机的判断，那就是党面临着执
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
险，特别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精神上“缺钙”。这些都是习近平十八大以来所形成战略思维的基本前提
性的判断，他用干部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 ，而没有“兜圈子”或“隔靴抓痒”，从而既讲了干部群众
想讲的话，又进一步震撼了干部群众的心灵 。
其次，这一力量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中。习近平大量使用“蹄疾而步稳”，“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物必先腐，而后生虫”，“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等话语，表达出人民群
众的主体意识、唯物史观的历史意识以及统揽全局的战略意识 ，特别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
念。习近平在十八大刚闭幕会见记者时庄严承诺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随
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以这一思想为核心，习近平强调，中国梦不仅是国家富强的梦、民
族振兴的梦，也是人民幸福的梦，要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和梦
想成真的机会。为此，要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以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 ，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为两翼，以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动力 ，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反腐败为保障，最广泛地
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
的主人。习近平用干部群众共同向往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治国思维和理念 ，而没有“不着边际 ”或“悬在
空中”，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心 ，激发起了“中国力量”。
再次，这一力量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上。 习近平大量使用“中华民族的‘根 ’
和‘魂’”，“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鉴得失，知兴替 ”等话语，表
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价值 。 他认为 5000 多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
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而近代以来我国发展跌宕起伏、人民斗争波澜壮
阔的历史，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对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基本国情的阐述，使我们对既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和各国发展成功经验 ，但又绝不照搬
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而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更有了自信。
最后，这一力量还体现在“有容乃大 ”的世界视野上。 习近平大量使用“‘压舱石 ’和‘助推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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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为石，积水为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等话语，来表达他在宏观思维上所具有的世界意识 ，面对
国际风云变幻的“定力”，以及对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 习近平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
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要学会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就不仅要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制
高点和主动权，善于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 ，而且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
共担，善于把中国的机遇变为世界的机遇 ，以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习近平善于运用让世界听得懂的中国
话语，讲好了中国故事，传播好了中国声音，从而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

三、习近平平易近人语言风格和力量的启示
首先，展示“朴实的道理”才能更有力支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邓小平说过：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
［2］（ p382）
西，很 朴 实 的 道 理。”
毛 泽 东 也 说 过： “只 有 具 体 的 马 克 思 主 义，没 有 抽 象 的 马 克 思 主
［3］（ p658 － 659）
义。”
从习近平非常“接地气 ”的话语风格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他对实现中国梦的“底气 ”。

从“地气”到“底气”，关键在于我们要读懂当代中国。而习近平接“地气”的话语，对于我们读懂当代中
国给出了两个坐标： 一是纵向的或时间的坐标，即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来看当代中国，它是怎么走过来
的，因而它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具有怎样的必然性 ； 二是横向的或空间的坐标，即从中国和世界的
关系来读懂当代中国，它是怎样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坚定走自己的路以及承担做一个大国的责任
又具有怎样的必然性。
习近平对所有这些关键问题的阐述 ，都明明白白、通俗易懂。而如果我们顺着习近平的话语逻辑来
思考，则一定会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理论和制度自信，奠定在读懂当代中国的基础上。 这样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信，既可避免妄自菲薄，又可避免妄自尊大。 如果把“朴实的道理 ”搞成繁琐哲
学，或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 ，则既脱离群众，又脱离实际。 即使把话说得“气壮如牛 ”，
仍造成的是“无知无畏”，而非“理直气壮”，根本无益于帮助人们坚定“三个自信”。
其次，转变领导干部的话风的实质在于改变学风和党风 。
学习习近平充满平易近人魅力的话语风格 ，有助于领导干部转变话风，使我们在面对群众时，说话
更朴实点，更直截了当点。然而，转变话风，并不只是简单的技巧问题，话风是文风的表现形式之一，而
文风背后的实质，是学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则更涉及党风问题。 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是把整
［4］（ p812）
）
顿“三风”（ 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
（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
捆绑在一起的。从他所概括的“党八股 ”的八大“罪状 ”
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
“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看，以及他对有的领导干部“或作演讲，则甲乙丙丁，一
二三四的一大串； 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
［4］（ p800）
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 ’满天飞 ”
所作的批评看，某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会存
在上述文风不正的现象，其实质是在学风上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 ，在党风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

问题。
正因为某些领导干部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又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为了显示自己所谓的“水平 ”和“权
威”，只能靠满口大话、套话、废话，从而把“实际”当作任意裁剪的现象，把群众当作任意“忽悠”的对象，
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和群众的“主人”。因此，我们学习习近平的话语风格，重要的在于学习他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党风 ，要确立起对真理的崇拜和对群众的敬畏的信念 。
再次，理论宣传要坚决和持续反对形式主义 。
理论宣传的形式主义，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存在，而且“文化大革命 ”期间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改革开放后也没能寿终正寝。 邓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严肃批评了思
想理论宣传上的形式主义：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 会议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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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并指出： “形式主义
［2］（ p381）
也是官僚主义。”
习近平在肯定近年来宣传工作取得成效的同时 ，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如有的居
高临下、空洞说教，照搬照抄领导讲话和政策文件，挖掘解读不够，生动鲜活不足； 有的存在模式化、套路
化现象，语言生硬、形式刻板，亲和力、贴近性不够； 有的形式上轰轰烈烈、豪华艳丽，实效性不强。
理论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损害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无所适从。有
的热衷于搞形似朗朗上口而实质枯燥无味的排比句 ，有的喜好一连串的数字游戏或文字游戏吸引眼球 。
如每遇重大会议或重要文件或领导讲话 ，总有学者著文“XX 个重大理论创新”、“XX 个新思想”、“XX
个新观点”、“XX 个新论断”、“XX 个新提法”，等等，不一而足，但却缺乏科学的说理，而是牵强附会、强
造声势。有的违背形式逻辑或历史逻辑，为显示自己的“慧眼”，随意使用“第一次提出 ”等评价，有意无
意地否定党的理论的已有成果，如说“从十七大全面‘建设’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
变，是历史性质变； 一字之差，含金量很高”，不仅在逻辑上否认了“建设”是过程、“建成”是结果的关系，
两者并无“质变”和“含金量”很高的问题，而且在历史上否定了十七大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到 2020 年的
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诸如此类形式主义的宣传，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大众化实在是在“帮
倒忙”，是我们的理论宣传没能更有效“说服人”的内因之一。
在对外交往中，我们因为话语表达的形式主义问题，也吃过不少哑巴亏。 那些“党八股 ”色彩明显
的话语，由于表现出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倾向，一旦用于对外宣传，则像唱“卡拉 OK”，在自娱自乐，根
本无法以一种能与世界交流的姿态进行有效的传播 ，反而加深了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不理解、不认
同，这反过来为西方某些政客“黑”中国的话语提供了“注脚”。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要求我们，要着力推
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
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最后，把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看家本领 。
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习近平的平易近
人的话风后面之所以存在巨大的力量 ，不仅是因为它通俗易懂，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体现出高屋建瓴的战
略思维，而这需要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恰如其分地提炼和运用形象比喻、俗文俚语
和传统诗文，否则就是无的放矢。为此，习近平特别重视学习，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
继承上，体现在他对群众实践的体验上，更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上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有扎实的功底 。 他提倡“多读书，读好书 ”，自己以身作
则，起到了很好的标杆作用。
习近平认为，学哲学、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同时也是现实
的需要，还强调要原原本本地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依然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它给我们提供了化解改革发展困惑的理论思维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
以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资源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不
仅可以帮助更好地认识基本国情 、发展大势乃至历史发展规律，促进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 而且更能够帮助去深入实践、读懂群众，这样，写文章也好，讲话也好，作
报告也好，就会体现平易近人的风格，并且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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