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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心 声

天津代表团代表结合本职工作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唯有奋斗，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

■ 本报记者 王音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中指
出，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
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二十大代表、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和平区寄递
事业部贵州路速递营业部揽投员刘婷
说，对于来自基层的自己倍感温暖振
奋，同时也感到信心百倍、干劲十足。

10年来，随着包裹快递量的攀
升，天津邮政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持
续提高寄递服务能力，服务好“最后
一公里”。近年来，天津邮政积极推
进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农村综合
服务网点建设工作，依托末端网点、
电商平台等多渠道服务“三农”，助力

乡村振兴。
“邮政的跨越式发展，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
升、生活更加舒适便捷。过去我们
主要寄送文件，现在快递物品从家
用电器到衣服、食品等，一应俱全。
过去每户平均每周收一两个快递，
现在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快递。种种
变化，得益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完善，让我们的服务触角不断延
伸。”刘婷说。

刘婷表示，基层工作虽然辛苦，
却是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每天骑
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服
务的广度，用专业和真诚换来群众的
信任。“尽管只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小
事，但我从中收获了很多。是党的培

养让我不断成长，是这份光荣的职业给
了我为民服务的机会，是群众的肯定和
支持让我有了今天。会后，我会第一时
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回基层、传递到
千家万户，当好二十大精神的宣传员和
践行者。”

刘婷代表

基层虽辛苦，却与群众联系最紧密

■ 本报记者 王音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中，
‘人民’二字醒目鲜明、力重千钧。我
感到这是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
报告，不同群体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党

的关怀，可以触摸到美好的愿景。”
二十大代表、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
花都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林则银说，报告说了咱老百姓最想
听的话、最想知道的事、最想了解
的未来，作为来自基层的党代表，
我为党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也更
加坚定了做好社区工作的信心和
决心。

林则银表示，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引领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团结带领社区“两委”班子，
从严规范组织生活，把基层战斗堡
垒建设好，把基层政权巩固好，更好
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
用，更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整体提升社区党员队伍的凝聚力、

战斗力。
“哪里有居民，哪里就有党组织

关爱。我们将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
工作，让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到社
区‘神经末梢’，让党员群众在家门口
找到组织，享受到便利服务。打造
‘五常五送’升级版，使之成为热在基
层、热在常态的民心工程，惠及千家
万户。”林则银说。
“高水平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效能，仍然是我们要继续做好的工
作。”林则银表示，立足新发展阶段，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主线，用好科
技赋能，实施精细化服务，下足绣花
功夫，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推进社区
治理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
品质生活的期待。

林则银代表

报告说了咱老百姓最想听的话

■ 本报记者 韩雯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作
为一名“90后”，能够连续两届当选党代
表，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营城支行大堂经
理金慧琼倍感荣幸的同时，也感恩这个

伟大时代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丰
厚馈赠和丰富滋养。她说，青年既面
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
肩负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
使命，“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我
要在基层的舞台上唱响属于我们的
青春之歌，让青春在新征程上绽放绚
丽之花。”

聆听报告、交流感悟、讲述亲身经
历的时代之变……肩负使命赴盛会，
金慧琼倍感责任重大，她以饱满的热
情迎接每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
寄语青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
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
光明’。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
赛，如今，‘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唯

有奋斗，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只有本

领过硬，才有敢于担当的底气。”金
慧琼表示，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
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自
觉做终身学习的表率。作为党代表，
她会把自己在北京参会的切身体会
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助力乡村振兴、中小微企业发展、
绿色发展，以金融适老化服务增进民
生福祉，做好群众金融服务的“最后
一米”，做一颗踏踏实实、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以天津金融青年之力，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本版照片 本报记者 杜建雄 摄

金慧琼代表

让青春在新征程上绽放绚丽之花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作为一名来自教育系统的党代
表，我会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立足本岗，开拓创新，
站稳人民立场，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不断增强党代表的服务意识，为师生
办实事，用心、用情、用力地做忠诚于
党的教育事业的践行者。”二十大代
表、和平区岳阳道小学校长、党总支
副书记褚新红表示，将认真领悟党的
二十大精神，并把这些带回天津，带
到校园里，让更多的师生了解党的声
音、感悟党的温暖，“我们将满怀信
心、精神百倍地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征程之中。”褚
新红说。

“在为家长解难题的同时，我将
热心为青年教师服务，做青年教师
的知心人。深入了解每个青年教师
的个性特点、成长需求，洞悉他们的
发展潜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
他们突破发展瓶颈，成就每一位教
师。”褚新红表示，将全面落实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对于教育的目标要
求，带领学校教师进取求新、无私奉
献。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评价学校
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五育并
举，在100%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
利用课后服务时间，不断优化、不断
完善已开发的93门自选课程，为孩
子们搭建个性化成长平台，满足人
民群众对于孩子受到高质量教育的
美好向往，办孩子喜欢、家长放心、

人民满意的教育。
“我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给我

们可爱的孩子听，帮助他们筑牢红色
根基，厚植爱国情怀，从小树立报效祖
国的远大志向，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褚新红说。

褚新红代表

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践行者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
让二十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
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印象
深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奋勇争先、主
动担当，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
急，在牢牢掌握自主创新主动权方
面勇挑重担，推动重大科研成果转
变为先进生产力，形成支撑我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动力源
泉。”张伯礼说。

张伯礼表示，我们将根据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需要，及时调整优化

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加强交叉学科
群和科技攻关，着力培养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办好天津中医药
大学中药学拔尖人才班、勇搏励志
班，“这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待，也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张伯
礼说，面向科技前沿交叉热点，我们
将充分发挥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科研优
势，力争将中医药说明白、讲清楚。
我们将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充分发
挥中西医结合优势，构筑好新冠疫
情防控的第二道屏障，为用中国式
办法解决世界医改难题提供思路，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

张伯礼表示，将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牢记心间，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将与师生一
起把奋斗书写在逐梦路上，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
献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发挥余热。”张伯礼说。

张伯礼代表

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韩雯

“身为来自基层的党代表，我们的
优势就是离群众近。盛会结束后，我要
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千家万户。”聚焦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

务，二十大代表、国家电网天津电力
滨海供电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
明在参会时一边思考、一边记录，同
时，他认真聆听其他代表讲述身边
变化，他要把这些鲜活的身边故事
整理好，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增添
感染力。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张黎明找
到了努力方向。“报告中提到‘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真是说到了
我们技术工人的心坎里。”张黎明表
示，回到岗位后，他将带领团队聚焦
生产实际中的难题，以创新的手段让
电网工作更安全、更高效；加强科学
技术在传统电力实践中的探索应用，
争取在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充电机

器人、社区移动共享充电桩等方面实
现技术新突破；发挥好“传帮带”作用，
引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创新实践，将
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通用型创新成
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为百
姓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为了回答好“为人民服务”这道永
恒课题，张黎明不断地寻找新思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又一次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作
为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我
要把为民服务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张黎明说，服务队将同更多公共服务
行业形成联盟，联合解决老百姓的“烦
心事”，倾心倾力打造民生建设的“升
级版”，让更多人实实在在分享高质量
发展的成果。

张黎明代表

为百姓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能够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的报告，激动的心情真的是久
久难以平复。”二十大代表、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党委
副书记兼副院长玛日耶姆古丽·吾
布力喀斯木表示，总书记在报告中
说，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
们要做的就是矢志不渝跟党走，努
力建功新时代。”
“一次当代表，终身作表率。”玛

日耶姆古丽·吾布力喀斯木说，作为
一名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
作者，在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的同
时，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和嘱
托，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不忘初心，切
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结
合党建引领、思想铸魂、理论固本、文
化浸润、媒体融合和实践淬炼六个维
度，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
的热心人、青年学生的引路人，培养
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好青年，坚决做一株维护民
族团结的石榴花。
“我也将不断增强传道授业解

惑的本领，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引导广大师生发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潜心读书，以
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职
业教育事业。”玛日耶姆古丽·吾布力
喀斯木说。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振奋人
心，鼓舞士气，句句都体现了为民情怀，为
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二十大代表、宝

坻区史各庄镇副镇长杨秋静说，这十
年，恰好是她从校园走向基层岗位的十
年，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但看到报告
上的数据、想到身边变化还是热血沸
腾，更感到浑身充满了干劲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令我心潮澎湃。”杨
秋静坚信，未来一定是生活从美好到
更美好，群众从幸福到更幸福，国家从
强大到更强大。

杨秋静说，从村“一肩挑”到分管
全镇文教卫体、疫情防控、社会事务等
工作，岗位始终离着群众最近、业务贴
着群众最紧。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今年史各庄镇综合性养老服务中
心已经建成，我们采取以中心机构为
载体的集中养老和流动辐射周边的居
家照料相结合的模式，逐步实现从
“有”到“好”。为老年人，尤其是高龄、
空巢、独居、生活困难的群体，打造提
供生活照料、膳食供应、休闲娱乐、保
健康复、精神慰藉的综合性服务中心，
让农村老人的幸福再“升级”。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生逢盛世，当

不负盛世；生逢其时,必奋斗其时。我会
牢记总书记‘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
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殷殷嘱
托，深深扎根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在解
决群众困难、营造文明乡风、创新产业发
展等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杨秋静说。

杨秋静代表

岗位离群众最近，业务贴群众最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