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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苦心公心

心心向民

——访北京市石景山区区长夏林茂
学生记者

王丹

“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

谦逊质朴，无私奉献。

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
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
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一边读着季羡

70后官员：捧真心待人 聚智慧做事
在关于夏林茂的诸多报道中，“７０ 后官员”

林先生的《二月兰》，一边想象着喜欢二月兰

是出现的高频词之一。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夏林茂被任

的人该是什么样子。一个多小时的访谈结束时，

命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同

我知道我找到答案了。原来二月兰的花语是：

年 １２ 月正式成为一区之长，那年他 ４１ 岁。到

夏林茂
籍贯江苏建湖，陕西
出生，现任石景山区区委副
书记、区长，高级工程师。
1988 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
系，后于清华建筑学院先后
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
任、中共北京市委督查室主
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市规划委房山分局
和朝阳分局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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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那天，他是石景山区政府领导班子里最年轻

到哪里去。等他打开会议室的门要离开时，被

的一位。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单位的全体同事们，早已

“最年轻”？对于夏林茂来说早已不是什

在门外排队等候他，他们顺着他要经过的地方

么新鲜事。在他之前的多段工作经历中，如之

从门口排成长长的一队，几乎所有科室的人都

前担任房山区规划分局、朝阳区规划分局局长

来了，他们看着他，脸上挂着已经连成线的泪

期间，都曾是当时所在领导团队中最年轻的。

水，呜咽着。他“受不了”这种情景，赶紧半

虽然要和全部比自己年长的同志一起搭班子

跑着离开。照此情形推断，惯例应召开的欢送

共事，但他却坦言“毫无压力，早已习惯”。

会也一定会以哭开场，以大哭收场，从头哭到

他在多个领导岗位的经验告诉他，“充分尊重

尾。于是他就成了房山规划分局离任同事中唯

老同志，从他们身上学习并汲取营养，若你真

一一个未开欢送会的人。

心诚意对待他们，他们能感觉得到。”

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北京市规划委一位知

据夏林茂回忆，在自己多年的工作中，还

情的领导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一解疑惑。“一个

从未遇到年长的同志使性子不配合而使自己

同志在一个地方工作，付出了他的努力和爱，

工作受阻的状况，反倒是多年来从他们身上

才会有今天的这个场面。”他切身关心着同事

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些老同志对区情非常

们，关心着他们的家人，操心家里老人看病，

了解，他们是活字典，是活地图，是活的区志。

操心家里孩子上学，别人家里一旦有困难他想

做任何决策前，如果你底数不清，数字不明，

尽办法给予帮助……这样努力，这样真心诚

历史含含糊糊，那你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意，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

他认真地说。９ 年时间先后在三个区（房山、

“我要让他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

朝阳和石景山）工作，主要负责的又多是城

感。”真情与尊重，眼泪知道。换来理解与团结，

市规划甚至是全面工作，对于这一点夏林茂

局面打开，压力走开。

体会颇深。也由此，在工作中他特别注意团
结这些同志，发挥各自优势，拧成一股绳做

“学霸”，又不仅仅是“学霸”

实事。他说：“只要你真心诚意地对待各位

但凡一览他的简历，你不难发现，他所调

同事，只要你作为团队的带头人在工作中公

换的工作岗位非常之多：党务口、行政口；规

平公正公开，只要你能有一个宽广的胸怀，

划委、中组部、市委办公厅、区政府；房山区、

一定能处理好这些问题。”

朝阳区、石景山区。１４ 年间他换了 ９ 个工作

平时付出的爱与尊重是无形的，但有时它
们却摇身一变以有形的形态重新出现，比如眼

岗位，在房山任职的 ３ 年已算是工作时间最长
的一段了。

泪。２００７ 年组织决定将夏林茂从房山区规划

较为频繁的工作调动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困

分局调往朝阳区规划分局工作，当时由组织工

扰，反之，他总是很愉快地接受，更甭提什么

作的领导在规划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此消息。

挑肥拣瘦。在他看来，每一次换岗都让自己有

在夏林茂简短的三句感言讲完之后，出人意料

机会学习新知识充实自我，从而使自己在审视

的，现场哭成一片，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台下的

问题时能增加新视角。“每一个新岗位都带给

同事们没有人不落泪。眼看会议不能正常进行

我全新挑战，让自己更加完备。”

下去，台上的领导不得不好几次提醒现场的所

“我喜欢面对工作的调整，喜欢面临挑

有人“克制情绪”。但当他们自己要发言时，

战。”夏林茂自信地说，轻快平和的语调中没

却也因情绪激动而一度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有半点自负与自傲。这份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

会议室里哭得一塌糊涂，会议室外也没好

于他超强的学习能力。有人开玩笑道，如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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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互联网也像现在如此成熟，说不定他就

任，就交给金融办、发改委、财政局等五大主

是那时候风靡一时的“学霸”了！

要部门领导一项任务：分别去延请相关领域的

“学霸”，不仅名副其实，而且早在当年

专家或专家级领导。他要再当一次学生，让这

清华读书时就已“霸气十足”。当时宿舍第

些专家与领导在周末给他讲课。除了专家和领

一个起床的，十有八九是夏林茂，当天还是

导，周围的同事、朋友也都是他请教的对象。

块黑缎子的时候，他就带着饭盒背着书包骑

“虽然很多问题你之前没有在实践中遇到过，

车出门了。一个冬天的早上，他起得实在是

但在他们那里你总是能学到很多你意想不到

太早了，以至于迎面开来一辆三轮车都看不

的好招儿。”他乐呵呵地说。

到。“哐当”一声，撞了。“亏得我穿着我

“打造北京 ＣＲＤ（编者注：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那件军大衣，没摔伤，不过我的自行车车轮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首都休闲娱乐中心），构建和谐石景山，

被撞拧了，算是报废了。”他回忆道。为了

建设现代化北京新城区”是石景山区的战略目

能挤出时间学习建筑系的课程，大二开始的

标。其中，文化创意产业、现代金融产业和

寒暑假里他拼命自学，最终 １３ 门水利系专业

旅游休闲产业等作为新的主导产业，培育力

课得以免修，为学习自己喜欢的建筑学课程

度要大，方向要对，政策要准。对于金融等

争取了不少宝贵时间。完成本科毕业设计那

这些知识，工科背景出身的他远不如对城建

段时间，他经常忙到很晚，为了躲避保安晚

规划那样熟络、专业。“不懂的话就去学习，

上 １０ 点例行的闭馆“轰人”，他就用窗帘把

再去上学。”２０１２ 年秋他如愿考入清华五道

灯罩起来好继续工作。实在太晚干脆就整宿

口金融学院参加金融 ＥＭＢＡ 专业学习。在新

睡在教研室的绘图桌上，而且这种事不只一

的学习中，他继续延续自己的“学霸”作派，

次两次。有一天早上他不小心起晚了，当水

对同桌都不放过请教学习的机会。

利系谷兆祺教授推开绘图教室的门时，恰好

在学校他“不耻上问”，回到工作中，他

看到他正蜷缩在桌子上睡觉，前一晚他又一

就立马实践。“很多事情真的是立竿见影，学

直画图至凌晨 ３ 点多。“１９７８ 年恢复高考以

以致用造福百姓，对为官者来说着实是一件幸

来，你是第一个这么认真的，之前有过，但

福的事。”他在具体的政府工作中践行自己的

之后你是第一个。”谷老师当场掉下眼泪。

想法，在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后享受着那种成

那次毕业论文答辩，除了自己导师扣去 ２ 分外，

就感。

其余老师均给出满分，那年他拿到了 ９３ 届水
利系毕业论文答辩最高分——９８ 分。

他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但他又不仅仅
是“学霸”。他从不仅仅为学习而学习，对

以一管窥全豹，夏林茂当年强烈的求知欲

他而言学习是一种信念，是承诺的另一种兑

望、十足的学习劲头与超强的学习能力恐怕让

现。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背后站着 ６４ 万石

之后的许多清华人也会深感汗颜与不安吧。他

景山区人民。

也坦言：“清华培养了我自主研究学习的能力，
这点让我终身受益。”在参加工作之后，他也
一直主动学习，不仅重新回到清华攻读博士学

６４ 万人口，８４ 万平方公里土地。温家宝

位，平时更是抓住机会向身边人学习。有条件

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 １３ 亿都会变成

要学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学习，不仅

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 １３ 亿也会

“不耻下问”，很多时候用他的话来说则是“不

变成一个小数目。套用此理，石景山区的工作

耻上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他刚一到石景山区政府走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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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 CRD

超出我们常人的想象。“吃喝拉撒睡都得管，

前在当天下午 ４ 点多吃的，而且只有半个多小

纷繁复杂”，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的

时的时间。因为下午五点半他还要准时赶回单

确，大到城市建设、区域经济、社会管理及产

位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同志们，直到除夕夜的鞭

业转型等宏观决策，小到答复老百姓寄来要求

炮彻底沉寂下来他才能回家，那时都已是大年

添补道路坑洞的信件他都要操心。也许有人会

初一凌晨近两点钟了。错过了春晚直播，大年

觉得精力有限应该“抓大放小”，但对于所谓

初一的复播他也赶不上看，因为他要去检查安

的“小”，他从不放手。每周他都会收到群众

全生产工作，检查节日期间各项安排。他算了

寄来的至少十封来信，这些信件他都会亲自看

算，从担任区长至今，他还没休过一个完整的

过，并会安排秘书及时给群众致电，一是向群

周末。“没有一个周末不加班，忙着开会、看

众确认已经收到来信，二来则是告知政府的处

文件、想问题，写东西。”

理意见及结果。“为老百姓扎扎实实做一件事

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在工作，别人休假的

情，比你做十次宣传都有用，党和干部的威信，

时候，他在值班。所以当有人曾对他说“正因

就该这么在群众中树立。”他说。

为有你们在，所以我们休假回来我们的家还

群众无小事，更遑论住房、安全等这些虽
棘手却核心的问题。为了解决在保障房建设中

在”时，他为自己有点感动。“在我现在的工
作岗位上，我感觉很踏实”，他说。

出现的与周边区县的利益矛盾，夏林茂在那段

亲民、务实，是他的本色。只要心怀一颗

时间天天开会到凌晨两三点钟，和群众面对面

公心，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再大的困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掰开揉碎地给他们

难也终会克服，再密的压力也终会扛住。那是

讲明白。为了保证春节期间的安全，七天春节

在两年前，夏林茂刚赴石景山任职，当时有一

假期他有三天在加班。他的年夜饭从来都是提

重点项目已规划完毕即将开工建设。根据自己

37

2014 年第 5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44 期

P EOPLE

人物

比利时街景（夏林茂作品）

的专业所学和多年工作经验，他提出要对规划

绘画师夏林茂”、“摄影爱好者夏林茂”、“冬

进行优化调整。优化调整，意味着一切都要重

泳爱好者夏林茂”、“乒乓球爱好者夏林茂”

新来过，因此招致各方压力和不理解，阻力颇

等的时间统共才有一成，如果再进一步分配下

大。但夏林茂不为所动，他坚持己见，“不从

去，就少之更少了。

头来过眼前是节省了时间，但城市建设规划是

连鲁迅都说，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只要

百年大计，关涉整个地区未来发展”。事后证

愿挤，总是有的。他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很是

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他的想法确实是更加

紧凑，他那块海绵的含水量估计已低至极限

有利于石景山区的发展。压力与阻力这堵无形

了。４５ 分钟的车程他要抢来 ３０ 分钟闭眼休息；

的厚墙不攻自破，不解变为理解继而变成支持

只要出差必带速写本与画笔，利用就餐前的半

和动力。

个小时画幅钢笔速写；回家有点零碎时间他就

他赢了，看似赢在坚持，实则赢在公心。

蹬蹬自行车式健身器械，锻炼身体。也就是靠

他说：“对于工作，如果你用一颗公心去做

着他这挤时间的功夫，很多爱好得以“存活”

就已经拿到 ５０ 分，稍加努力就能及格，再奋

下来。

力一些就能拿到 ８０ 分甚至是 ９０ 分。但反之，

他的人生，因为有“私”而丰富，因为“公”

一件事如果你从私心出发，你就先丢掉了 ５０

而饱满，２０ 年前那个建筑大师的梦想以另外

分，即便你再如何努力也还是不及格。”他坚

一种面貌存在着，被实现着。

信，以公心处之，困难终会随时间推移而化解，
你也将赢得支持、理解和尊重。
他说：“坦坦荡荡，以一颗公心去做事。
困难像弹簧，总有解决的办法。”
夙夜为公，为私则只能是在时间的夹缝里。
九成的时间给了“区长夏林茂”，留给“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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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彩 - 凤凰古城（夏林茂作品）

四十又四，已过不惑之年，夏林茂也坦言
自己变得“更透彻”、“更淡泊”、“更稳健”。
在奔向“知天命”的路上，他只想“踏踏实实
地，为当地老百姓多做点事，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一如那紫色的二月兰，谦逊质朴，无
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