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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第一次飞天的感受，就是两个

字——兴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首次当选党代表的感受，

也是两个字——神圣。”18日早晨7时30分许，人民大会堂从

东门直通会场的一条不足百米通道上，十九大代表、航天员景

海鹏向媒体说出自己的心声。

此时，距离上午9时党的十九大开幕还有一个多小时。会

场门口，人民大会堂一楼中央大厅北侧，“长枪短炮”列阵的上百

名中外媒体镜头前，这条特别的通道格外引人注目，包括景海鹏

在内的19位党代表依次驻足接受采访，近距离回应媒体关切。

“在开党代会期间，开设‘党代表通道’还是第一次。”通道

主持人、十九大新闻中心副主任张强开场介绍，设立“党代表通

道”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给媒体提供更多的平台，同十九大党代

表面对面交流。

据介绍，十九大期间，大会新闻中心共安排三场“党代表通

道”采访活动，其中头两场分别为18日和19日早晨7时30分至

8时45分，最后一场时间为大会闭幕会结束30分钟后。

党的十九大吸引了全球五大洲超过3000名中外记者参与

报道，聚光灯背后是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动向的高度关注，而

“党代表通道”无疑开启了一扇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

这是十九大上一道开放的风景——

短短1个多小时内，19位党代表依次亮相。“蛟龙号”主驾

驶、国家海洋局深海潜航员唐嘉陵，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

宏博，云南佤族文化工作者杨娜，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深圳华

大基因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杜玉涛，中航工业西飞国航装配工薛

莹……来自不同行业的他们全方位展现了党代表的风采。

“这条通道为媒体更深入了解中国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代

表们回答的问题向我们阐释了中国很多发展理念和政策动

向。”来自非洲的马拉维国家广播公司记者朱玛·比特丽丝对通

道采访代表兴趣浓厚。

这是中国发展新理念面向世界的生动诠释——

创新发展驱动未来增长。“五年前，全球前五名的服务器企

业里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今天，全球前五名里超过一半是中国

企业。”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恩东代表说，中国企业从跟跑到

并跑，再到进一步领跑全球，关键靠的是创新。

协调发展治理区域失衡。“当年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

京，今天我坐飞机来北京。”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县委副书

记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代表说，五年来他的家乡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绿色发展推动生态和谐。“生态是安吉的特色，绿色是安吉

的底色。”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县委书记沈铭权代表说，他们将

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让老百姓有

更多获得感。

开放发展实现内外联动。“原来GE（通用电气）是全世界都学

习的榜样，现在我们把“人单合一”模式输出到GEA（通用电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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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魅力，彰显自信。

10月 18日 7时 30分，十九大首设的

“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包括吉林代表李

万君在内的19位基层党代表分组向中外

媒体面对面交流。

8时18分，李万君与许启金、薛莹代表

一起亮相“党代表通道”，三人组合招牌闪

亮：大国工匠。

走进通道，三人不时挥手致意。站到

话筒前，笑容淡定、充满自信。

“我来自吉林省，是中车长春轨道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工人。”简洁有力

的开场白，现场响起一阵密集的快门声。

“1987年进厂以来的30年，我始终从

事轨道客车的焊接工作，多次在国家级技

能大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予‘全

国技术能手’和‘中华技能大奖’，先后参与

包括高铁在内的全国几十种轨道客车的首

件试制工作，技术攻关100多项，25项获得

国家专利。”现场再次响起一片拍摄声。

“作为‘国家工匠’，就是要把工作干成

艺术，让中国高铁这张名片在世界上更加

亮丽。”李万君有力地挥起拳头。

“作为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您有什么

感受？您的目标又是什么？”有记者问。

“感受就是高铁发展让人越来越兴奋，

目标就是让更多的国家都能享受到中国制

造带来的方便快捷。”李万君说，目前我国

的高铁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

名追赶者变成了世界的领跑者。9月21

日，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高

铁在京沪线上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正

式运营，上海到北京的运营时间缩短到4

个半小时。旅客乘坐崭新的“复兴号”，快

捷、舒适、wifi全程覆盖，一种祖国强大的

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梦想已变为现实”。李万君说，高铁、

城铁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是我们曾经的梦

想，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尤其是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逐步推进过程中，中车产品不仅

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更出口到世界103

个国家。就在10月16日，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美国波士顿地铁车

正式下线，交付客户。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公

司，特别关注我们的梦想。在这里，我郑重

向总书记汇报：总书记，我们做到了！”李万

君响亮地说。

总书记，我们做到了！
——一位大国工匠“党代表通道”上的心声

本报特派记者 曹梦南 黄鹭

电）。”连续六届参加党代会的海尔集团董事

局主席张瑞敏代表说，2016年海尔以50多亿

美元兼并了GEA，不仅在企业实力上赶超外

企，还输出了“人单合一”的创新管理模式。

共享发展促进公平正义。“过去有些病

人因条件不允许，难产死在家里。现在医

生都到家里来看病，这都离不开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主任次仁巴珍代表带来了藏区人民的心

声：“现在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我相信我

们会越来越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要了解中

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走上“党代表通

道”的代表大多来自基层一线，由他们现身说

法，通过中外媒体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的

成就和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的

关切，越来越善于沟通、越来越开放自信。

十九大时间已经开启，世界的目光聚

焦中国。

“未来‘蛟龙号’世界级探索船将下

潜……我们为海洋科学调查、海洋科学服

务的技术保障能力将有重大提高。”

“我希望未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制造的‘复兴号’带来的

幸福。”

“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

未来可以开创。”

……

这是站在通道上的党代表面向未来的

自信宣言，这宣言背后彰显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记者韩洁 于佳欣 侯丽军 王
希 林晖）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上午接老党员们到社区收看

十九大开幕实况直播，下午组织文

艺汇演。忙活快一周了，今天大家

都再辛苦下，一定把事情办好，让

居民们都高高兴兴的！”10月 18日

一大早，长春市八里堡街道英俊社

区书记杨淑洋就给社区干事们做

起了动员，挂彩旗、做条幅、画板

报、装饰活动室，整个社区都忙碌

起来。

提起八里堡英俊社区，过去那

成片的棚户区、泥泞的道路、污浊的

伊通河水，还有句人尽皆知的老话

叫“好女不嫁八里堡”……党的十八

大以后，这里彻底颠覆了昔日形象，

沿路走来，高楼耸立，商铺集聚，交

通发达，人气旺盛。就拿生活环境

来说，社区的草根宣讲员这样描述：

“咱这小区，过去破败不堪，现在像

花园一样；过去黑楼道，现在亮堂

堂；过去楼顶渗水，现在下多大的雨

心里也不慌；过去楼下光秃秃，现在

是鸟语花香，旧城改造，老楼也披上

了漂亮的新装。”

说变化，每一位英俊社区的居

民都能滔滔不绝地唠上两个小时。

“过去一说我住这儿，别人都用

异样的目光看我，开玩笑说我儿子

怕是不好找对象；现在我住这儿，搬

进了楼房，儿子也结婚生子了，日子

越过越好，别人都羡慕我眼光好，找

了个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刘丽娜10

年前搬到这儿，社区的变化她都看

在眼里，感受颇深。

“现在，‘好女就嫁英俊男’已经

成为我们社区的新标签，英俊人都

能挺胸抬头地生活。”杨淑洋说，5年

来，社区30栋进行了“旧改”的老楼

整洁漂亮，新安装的884盏楼道灯让

居民告别了摸黑走楼道的日子，绿

地花园、健身广场比比皆是，供水管

线改造并网彻底解决了2000户居民

最犯愁的吃水难、下水道堵的问题，

燃气改造让居民告别了麻烦的煤气

罐，只要不挑不捡家门口就能实现

就业，低保户都住上了漂亮的廉租

房，12个活动丰富多彩的文化社团

已经成为群众文化建设的主要阵

地。“这5年，居民收获的是满满的幸

福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处处感受

到党的温暖和力量！”杨淑洋说，老

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

所助在英俊社区已触手可及。

“党的十九大召开了，我们特意

请了党员、居民到社区共同观看十

九大现场直播，学习大会精神，居民

们都相信有党的领导，我们各项事

业的发展会更快更有质量，社会治

理尤其是环保更有水平，让普通的

居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好日子

会更上一层楼。”杨淑洋说，聆听了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她对未来的社

区工作更有信心了。

“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

制度建设，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

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这些对于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

都是最大的好消息，我们一定会永

远跟党走，努力做好社区党建工作，

为百姓更好地服务，让和谐社区建

设的步伐迈得更快。我们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在

新时代满怀信心向前行！”

在新时代，满怀信心向前行
本报记者 马贺

10月18日上午，延边各族群众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实况直播。 本报记者 张伟国 付平 摄

时过深秋，微风带着寒意，长春

最低气温已降至零下，但东北首家川

渝文化体验旅游商街——长春净月

开发区巴蜀映巷却是一片热闹景象。

清末庭院式的建筑古色古香，

电缆加热的地面温暖如春，品川味

小吃，看看川戏，顺手买点来自天府

之国的名优特产品……我省这一典

型的“功能补位”项目，让长春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纯正的巴蜀悠

游之乐。

10月18日，指着“巴蜀映巷”商

街二期中的特色文化酒店，吉林省

诺睿德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上源向记者介绍：“2013

年，我们全资投入20多亿元打造诺

睿德国际商务广场项目。几年过

去，项目已形成包括巴蜀映巷商街、

中国长春人力资源产业园、诺睿德

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吉林省大学

生创新创业基地、巴蜀映巷非物质

文化传承交流中心等在内的‘两园

一景多基地’的组合业态格局。”

谈到过去五年来的变化，让刘

上源感念的是平时的许多“小事

情”。吉林省的经营环境不断优化，

新型政商关系建立，相关部门还主

动深入到巴蜀映巷进行现场考察调

研，协调资源配置，解决实际问题。

这大大节省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时

间成本，让企业将更多精力花在经

营和创新上。

刘上源另一个身份是吉林省四

川商会会长。这背后，意味着一个

庞大群体的互相提携，在吉投资的

大中型川籍企业如诺睿德房地产、

豪邦地产、川隆塑胶、龙翔劳务等均

是会员。商会已累计为我省招商引

资1090多亿元，推动会员在吉投资

500多亿元，为吉林省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贡献千亿元。

当天上午 8点 30分，距十九大

开幕还有半小时，诺睿德集团的管

理团队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聚在

一起集中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观

看人员认真做着笔记，不时报以阵

阵掌声。

“十九大报告让我们深受鼓舞，

尤其是里面提到要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

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可

讲到我们心坎上了，民营企业的干劲

更足了！”刘上源激动地说。

这种信心和干劲，让我们对未

来五年充满憧憬。

民企发展劲头更足了
本报记者 杨晓艳

“今天可是个大喜日子”。10月

18日，在地处我省边陲的集安市太王

镇钱湾村，“老姜农家乐”的老板姜贵

成和老伴早早地吃完饭收拾好屋子，

就打开电视机准备收看党的十九大开

幕会。

一上午的时间，老两口目不转睛

地盯着电视，不时露出激动的神情。

老姜说：“是党带领俺们奔小康，让俺

们过上了好生活。今天，十九大报告

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支持和鼓励农

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俺的心里

激动着呢！”

姜贵成的美好生活，可不是空口

唱赞歌。看完直播，老姜和记者唠起

了家常。

钱湾村距离五女峰国家森林公

园、好太王碑、将军坟、鸭绿江大桥都

不远。沾着旅游景点的光，守着一方

风水宝地，住在世外桃源般的钱湾村，

打开了一个致富的大门，那就是村里

的“农家乐”。

“2013年，市领导到村里动员大伙

儿搞农家乐、办民宿，可谁也不出头。

俺是党员，就寻思带头干个试试，拿出

2万块钱收拾房子、置办家什，2014年5

月开张营业。当初心里也犯嘀咕，俺

62岁了，啥时候能回来本。哪成想第

一年就挣了2万多块钱。”老姜说，不仅

回了本，当年还净挣3000元。

看到老姜发了家，村民也纷纷效

仿跟着干。如今，仅钱湾村四组岭下

的65户村民中，上了档次的农家乐就

有9家，民宿49家。

日头偏西的时候，老姜捡了一筐

柴禾进屋，一边烧炕，一边细数这几年

的变化。“钱湾村地少，一人一亩地，俺

们老两口岁数大了，就一直靠儿女养

活。这几年搞农家乐，俺家挣了有20

来万元。”

钱湾农家乐，乐了钱湾人。而在

老姜看来，这都离不开党兴边富民的

好政策。“为了扶持大家伙儿，集安市

领导没少下功夫，修停车场、修路、统

一定制广告牌、在网站上做宣传，还有

这统一的白墙青瓦、污水处理管线、室

内卫生间，都是市里给张罗的。办执

照还不要钱，上门来给办，外地来考察

的都羡慕俺们这扶持政策好。”

天刚黑时，老姜已将炕烧得热乎

乎的，村里家家户户门前高挂的红灯

笼也都亮起来了，一派祥和喜庆。老

姜站在门口，望着红灯笼说：“十九大

报告振奋人心啊，照着干准没错，喜日

子会越来越多。”

边陲农家乐的喜日子
本报记者 毕玮琳 王忠先 李铭

来自“党代表通道”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