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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12日给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的
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建设航空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以罗阳同志为榜
样，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非常可贵。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建设航空强国
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说得很好。把党的
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各行各
业青年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希望你们继续弘
扬航空报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
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

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争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歼－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
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因公殉职一事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优
秀品质和可贵精神。2013年以来，航空工业集
团以“罗阳青年突击队”为载体，组织广大青年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学罗阳、做先锋，累计有37
万人次参与其中。近日，沈飞公司第一批“罗阳
青年突击队”队员代表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十
年来在科研生产一线学习践行罗阳同志精神的
收获，表达继续奋力拼搏、矢志报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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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2022年11月12日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回 信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

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

■本报记者 周志强 韩雯

杜洋洋 孟若冰

党代表做好每一次宣讲

“欢迎您，李琨同志！”11月11日下午，
在校园里接到党的二十大代表、公安南开
分局长虹派出所副所长兼社区警务一队队
长李琨，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袁佩兰一脸微笑。
党的二十大一闭幕，天津公安警官职

业学院就提出邀请，希望李琨能把盛会的
“现场感”带到学校，帮助师生更好地学习
领悟大会精神。
这段时间里，李琨的安排非常紧

凑。就说这三天，9日，她应约到宝坻区
分享交流，10日是和天津公安离退休老
干部座谈，11日才能来天津公安警官职
业学院。
这里也是李琨的母校。走进学校的

李大钊烈士纪念室，面对2021级刑侦专业
的同学和学校思政教师、学生宣讲团成员，
李琨感到格外亲切，也多了一份期许。大
家重温革命先辈事迹，边看展览边交流。
李琨分享了自己参加党的二十大和从警
17年的感悟体会，对同学们的每一个问题
都真切、详细地回答。
“后续的宣传宣讲还有很多，还要做好

本职工作。”李琨笑笑说，脸上没有倦容。
截至10日，记者了解到，党的二十大

代表玛日耶姆古丽·吾布力喀斯木参加了
9场分享交流活动，林则银参加了13场，
杨秋静参加了9场，刘美娇参加了10场，
徐文华也参加了10场……即便再忙，党代
表们都带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全力以赴
做好每一次宣传宣讲。

“热炕头”上唠家常

“可惜上回的宣讲我没听到。”听说党
的二十大代表、河北区环境卫生管理一所
工人徐文华来过自己社区，腿脚行动不便
的河北区珍园里社区老人于金富挺遗憾。
那次是10月27日，徐文华到社区纪检监察
工作联络站与党员群众交流，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好些居民至今还在聊这事。
社区工作人员把于金富的遗憾告诉了

徐文华，让徐师傅非常感动。
11月2日，借着一个活动的机会，徐文华

再次来到珍园里，在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敲
响了于金富家的门。看到党的二十大代表走
进了自己家，就坐在自己床沿上，于金富老人
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外面挺冷，前一天家里暖气就热了，屋子

里暖融融的。徐文华就从天津这些年每年提
前两星期供热说起，唠着家常，说着新时代的
成就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
是大白话、大实话，于金富和老伴儿听得有滋
有味，连连点头。
这次登门宣讲，徐文华还特意带了礼

物——一本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一本新党章，
“您关心的报告里都有，咱老百姓今后的好日
子，长着呢。”

宝坻区“沸腾”了

还说回到9日李琨参加的宝坻区分享
交流活动。李琨其实只是参加的基层代表之
一，当日来的还有党的二十大代表林则银、
杨汝倩、刘美娇、徐文华、刘婷、时晓伟、杨秋

静、张黎明。这是和宝坻区早就约好的集体
宣讲之旅。一下子来了9位党代表，整个宝
坻区“沸腾”了。
宝坻剧院的主会场和全区视频直播分会

场，11000多人专注倾听宣讲会。随后，党代
表们走进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潮白河国家湿
地公园和黄庄镇小辛码头村，感受新时代发
展变化，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送到基层一线。
党代表们来自各行各业，各有各的视角

和侧重点。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不同行业的一
线实践结合着讲，亲切、好懂。
“代入感强，感悟很多，越听越听不够。”

宝坻区水务局局长张洪印对记者说，宣讲会
后，全系统党员干部深受震撼，深感振奋。
“9位党代表的宣讲，进一步加深了我们

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领悟，进一步增
强了我们自信自强、团结奋斗的使命感。”
张洪印表示，宝坻正加快打造“四个之区”，
水务部门担当着治水兴水使命，在推进乡村
振兴和生态建设等方面责任重大。“党代表
来自不同工作岗位，表达是相同的奋进心
声。这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从自身做

起，切切实实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蓝图变为
实景。”
“党代表们来到宝坻、来到科技城，送来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精品辅导课，送来了抓贯
彻落实的精神力量。张黎明同志在工作一线
积极投身技术研发应用的实践经验，也给刚
刚入选首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的我们以很
大启发。”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王浩表示，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科
技城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加大工作力度，在
京津产业合作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快取得更
大成果。

“大课堂”里很“解渴”

“小分队”及时为基层“解渴”，做好对象
化、分众化宣传宣讲，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火
种”撒播津沽大地。与此同时，针对党员领导
干部的系统学习培训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自上而下层层递进，全面覆盖。
天津礼堂会场多，是市级机关单位和各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宣讲报告会的首选场
地。月初以来密集的宣讲报告会、学习大课
堂，让天津礼堂工作人员感触颇深。“短时间
内有这么多场报告会，足以反映市委的极其
重视。”11月10日中午，天宾服务中心政务服
务部部长黄树明正带着工作人员，利用午休
时间重新整理会场桌椅、检查音响设备，“落
实‘首要政治任务’，我们也要立足本职，认真
做好服务保障。”
10月31日，市委发出关于迅速兴起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的通知。
市级领导同志以上率下，既对各自分管领域
的党员干部作全面系统的理论宣讲阐释，又
深入基层一线，把宣传宣讲送到城乡社区、高
校、企业等地，答疑解难、听取意见、推动工
作。包括各区区委书记在内的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成员，通过宣讲报告、
组织推动、基层宣讲等，把学习宣传贯彻的
“热度”层层传递到全市各方面各领域，切实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明确
方向、鼓舞斗志。
沉下心来学原文、悟原理，脚踏实地谋发

展、见行动。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氛围迅速升温，凝聚起团结奋进新征程
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潮”起津沽“热”在基层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津宣讲见闻录

11月9日傍晚，在宝坻区宣讲的党的二十大代表来到小辛码头村，与村民面对面交流。

通讯员 李宏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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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晓梅

“我的那个表报出去了吗？没耽误事儿吧？”
5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第6天终于醒来，她的第一句

话还在问工作。尹文珊，36岁，市市场监管委市场和网络
交易监管处一名普通干部，也是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今年9月8日，她骑自行车由市指前方指挥部
（河西区）返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途中不幸发生交通事故，
头部积血、症状严重，被紧急送医抢救。
在采访中，有人夸她是敢于担当的“敬业人”，有人夸她

是办事认真的“放心人”，还有人夸她是乐于奉献的“实在
人”，但大家一致称她是个“铁姑娘”。她扎根市场监管一线
11年，用爱岗敬业、刻苦钻研践行着入党誓词。

始终保持高强度运转

在市场和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嘉杰眼中，“敬业”是
尹文珊留给他最直观的印象。
“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的980多个日子里，文珊主

要负责数据统计、上下协调、会议安排等工作，我们每天的
调度会传达内容、会议纪要、基层上报数据的统计分析汇
总，都要由她一个人来完成，特别是在推动疫苗接种阶段和
群防群控工作阶段，工作难度非常大，她多年以来的兢兢业
业为她高质量完成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王嘉杰说。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尹文珊始终保持高强度
运转，不管是数据分析、处理文件，还是解决群众投诉，她总
是雷厉风行、快速落实。提起她的干事风格，大家第一反应
都是又好又快。

特别是在市市场监管委承担市群防群控专业组工作
后，她靠着对基层工作的熟悉，仅用24小时就完成“健康
码-场所码”扫码系统从培训、上线再到运营的全过程。

由于在全市群防群控工作中表现出色，今年5月，尹文
珊被抽调至市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下转第3版）

“铁姑娘”尹文珊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力经济建设观察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时代在变，

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但艰苦奋斗的精神永

远不能丢，从中汲取奋进力量，是我们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同志“务必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

地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党同志要

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

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一定不能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

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

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无论完成

哪一个目标任务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艰苦奋

斗，就要不怕艰险、敢于拼搏，在做好每一件

事、完成好每一项任务、履行好每一项职责中

见精神。用信念激发干劲，迸发“欲与天公试

比高”的朝气；把挑战当作激励，昂扬“在困难

面前逞英雄”的锐气，我们就拥有了创造和开

拓的更大动能。

“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学习愚公，把阻挡

前进的大山挖掉，是共产党人不达目的决不

罢休的精神气概。实现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就要勇于做新时代的愚公，向新的万仞高山

发起挑战，这是艰苦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移山”之志去拼搏，干出、拼出实实在在的

成果，奋斗才有意义。在持续产业培育中推

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在日复一日地为城市

“增绿”中实现生态大美……实干苦干，不惧

开山凿石般的困难，是艰苦奋斗的姿态。实

干苦干不等于蛮干，物质基础和技术水平为

我们增添了面对挑战的底气，拓展思维、汲取

知识、掌握技能，面对问题时既能透过复杂现

象分析本质，又能找到科学有效方法加以解

决，勇于善于攻克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娄山

关”“腊子口”。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把艰苦奋斗

作为精神底色，敢于迎难而上、不怕啃“硬骨

头”，遇到困难决不言弃，新的征程上，我们接

续奋斗书写新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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