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
表
委
员
履
职
故
事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张云凌张云凌 视觉编辑视觉编辑：：白雨诺白雨诺2 20212021..33..44
河北经济日报

阳春三月，春风送暖，中国即将

进入“两会时间”。

3月3日上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的驻冀全国人大代表和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住

冀全国政协委员启程赴京。“让农民

的钱袋子鼓起来”“实现城乡教育一

体化协同发展”“提高基层乡村医生

的 服 务 能 力 ”“ 推 动 使 用 节 能 门

窗”……在进京的列车上，代表委员

们参会热情高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

障成为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

重任在肩，使命艰巨。代表委员

虽然来自不同地域、行业和界别，但

为人民群众“代言”的责任和使命，却

将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深入

群众、倾听民意，到聚焦问题、汇集民

智，承载着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期待，

他们使命在肩，信心满怀，全力以赴，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建言资政、

凝聚共识。

回望“十三五”，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

阶，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

大历史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在这豪情万丈砥砺前行的征程中，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强，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的诸多期盼，也真切地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代

表委员们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深入到脱贫攻坚

主战场，投身于“六稳”“六保”第一线，将民心所向、

民意所求、民生关切写入议案提案，那些为民惠民的

“好声音”令人温暖而振奋，也让大家对今年两会充

满期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年。在重要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这次全国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等将与代表委员们见面，

今年、未来5年乃至15年的改革举措和政策红利，也吸

引着万众目光。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怎样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如何规范住房租赁市

场，网上看病报销如何推进，还将有哪些就业“红包”派

发……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希望与机遇、困难与挑战，面

对群众的所期所盼，要汇聚起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磅礴力量，离不开亿万人民齐心

协力、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

两会是代表委员畅所欲言的场合，更加认真地

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好，进而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希

望在前，惟有实干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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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剧团

演出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剧团要生

存，传统戏曲要发展，要学会

两条腿走路，进剧场依然是主

战场，进网络也将是一条重要

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石家

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刘莉

沙一直关注着传统戏曲的创

新发展。

去年年初，河北梆子剧团

演员居家隔离，无法演出。很

多戏迷给刘莉沙来信，表达想

要看戏的急迫心情，怎么办？

刘莉沙想了一辙——“宅家看

大戏”。“去年，我们一共推出

了78场网络大戏，今年春节

后，我们仍然在通过互联网推

送优秀戏曲，一定让戏迷过足

戏瘾。”

不仅如此，刘莉沙还注意

到，近两年，随着短视频、网

络直播的火爆，剧团演员也

在陆续“触网”，一些演员也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注册，直

播唱戏，和戏迷互动，不少演

员还吸引了大量粉丝。刘莉

沙意识到，在线下演出受影

响的情况下，剧团线上演出、

直播展示这种方式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但也需要进一步

完善，刘莉沙说，演员不能为

了一味吸人眼球而过于娱乐

化，院团与网络平台之间的

收益比例如何合理分配，知

识产权如何得到有效保护等

等。针对这些问题，刘莉沙

建议能出台国家层面的“互

联网+传统戏曲”工作实施意

见，制定传统戏曲文化互联

网行为准则。

□记者 马宁 蔡洪坡

刘莉沙委员：传统戏曲要“触网”

下乡做技术指导是郭素

萍过去一年的常态，在她的手

机相册里，保存着上百张一年

四季在田间地头指导果农的

照片，也记录了她作为人大代

表一年以来的履职经历。

郭素萍是河北农业大学

林学院研究员，同时也是“李保

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

队”核心成员。这些年，她的足

迹遍布全省30多个县市，为推

广果树管理技术，一年超过

300天都在外出差。

前不久，记者在邢台市新

河县见到了正在为当地果农

做技术指导的郭素萍。她身

穿“李保国团队”工作服，鞋子

上沾满了泥土，看起来像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郭素萍几乎

一年四季都在地里，用她的话

说“走得多就是费鞋”。她指

着手机里一张绣着“我爱你”

鞋垫的照片告诉记者：“有一

次我在地里发现鞋坏了，就

换了一双鞋，但当时没有鞋

垫，于是就去买。在路上遇

到了一位村民，这位村民知

道我要去买鞋垫后，就送给

了 我 一 双 ，还 绣 着‘ 我 爱

你’。”一双鞋垫既表达了村

民的心声，同样也让她心里

感到特别温暖。

“你当自己是农民，农民

就当你是亲人。人民选我当

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郭

素萍认为，这句话不是空话，

她要为农民、农业、农村实实

在在地做一些实事。

每年全国两会前郭素萍都

会做大量的调研，以农民最急需

解决的问题为切入口提出建议

带到两会上。一张张照片、一段

段视频记录了她不管严寒酷暑

都辛勤耕耘在田间地头的身

影。无论事大事小，只要是对农

民有利，她都会全力去做。

这几年郭素萍沿着李保

国的足迹一直走在扶贫路上，

把李保国未尽的事业在自己

手里逐渐变成现实，这是对李

保国精神最好的传承。

□记者 刘梦妍

“今天进度怎么样？报一

下各个转炉里的温度。”2月

28日，2月份最后一个休息

日，周文涛像往常一样，在8.5

米高的精炼炉台上指挥调度

炼钢生产。稍一闲下来，脑子

就围着如何提高冶炼效率、研

发更多高端钢种打转。

“转炉里的‘创新料’，得

天天想着加。”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河钢邯钢三炼钢厂转炉

车间副主任，过去一年里，周

文涛坚守在炼钢生产一线，每

天琢磨搞创新、求突破。

创新是第一动力。2020

年，三炼钢厂转炉车间开发新

品种 13个，优化更新 50

多个，中高端产品同比增

加4.63%，调质耐磨用钢

系列等高端品种钢实现批量

生产，高强韧性工程机械用钢

Q1100E填补了河北省空白。

“这些年，他的心思全用

在创新上，还特别注重细节。”

在该车间丙班作业长彭茂印

象中，工作中的周文涛总是眼

神坚定、踏实认真。

创新、实干、细心。周文

涛深刻认识到，炼好钢不仅要

积极对标先进，更要解放思

想、创新思路，以技术创新推

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开发高

性能、低成本、低排放的绿色

钢铁产品。因此，今年参加全

国两会，他带来了关于加速钢

铁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建议。

“现实告诉我们，一些关

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

的，只有横下一条心搞创

新，生产出更多高端产品，

才能拥有主动权。”周文涛

介绍，2020 年，以河钢邯钢

2250mm先进产线为基础建

设的国家首家“5G+钢铁”工

业互联网平台，以技术研发

和项目实施为依托，联手打

造中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

制造国家战略的示范基地；

“河钢邯钢-长城汽车汽车

用钢联合实验室”以技术创

新为驱动，为河钢邯钢与客

户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

战略支点。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

新就是谋未来。2020年，河

钢集团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和产品质量稳定性，品种钢

占比达 75.3%，研发新产品

152个，新产品产值303.97亿

元，其中16个“单打冠军”新

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这是我们村建设的古茶

商业街，在农业大学专家的帮

助下，我们的古茶树苗繁育成

功了。”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村党

支部书记陈春芳的手机相册

里，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他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故事。沿

着这些照片的光影脉络追溯，

太行山里的车谷砣村也从一

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村口的千年古茶树被评

为“河北省十佳最美古树”，

修旧如旧的古茶祠玲珑端

庄；村后山上的古城垣、点将

台见证着村庄古老的历史；

村里既有淳朴的农家乐，也

有设施齐全的宾馆、停车场

……“车谷砣村一天一个样，

这样的车谷砣村，能不吸引

人吗？”陈春芳说。

“我们发展这古茶产业可

是一举多得，五月开花了能观

光旅游，我们还有茶文化的商

业街，促进茶产品的售卖。”陈

春芳还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古

茶树一项产业就能给村子带

来200万元的收入。

带着车谷砣村找到了脱

贫致富的路子，陈春芳心里还

惦记着附近的乡亲们。在太

行山的山沟沟里，

黄土梁、南枪杆、团

泊口、南寺村四个

村与车谷砣村相

邻，陈春芳联系上

这四个村，成立沟

域旅游开发和产业

脱贫联合党总支，

他担任沟域联合党

总支书记。按照“共同参与、

共同谋划、共同发展、共同致

富”的思路，车谷砣沟域联合

党总支充分发挥平台作用，通

过“村两委+合作社+农户+旅

游开发公司”的“四位一体”合

作经营模式，引导村民发展猕

猴桃、山桃、茶树等

产业，深度挖掘、整合沟域旅

游资源，打造具有“一沟一特，

一村一品，一庄一景”特色的

车谷砣沟域生态旅游度假带。

“经过调研，我发现只有

农村党员干部思想意识进一

步提升，转变观念才能更好地

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才能

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

为乡村振兴做贡献。”陈春芳

说，这也是他今年要带到全国

两会上的建议。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陈春芳

给自己定下了这个“小目标”。

□记者 信贺宁 通讯员 吴兆军 王刚锋

□记者 于仕越 王棋 张世豪 张登峰

周文涛代表：每天加点“创新料”

陈春芳代表：走好乡村振兴路

“奋进开新局”——长城网
2021全国两会大型融媒体专题上线

刘莉沙在整理今年的两会建议。

记者 马宁 摄

周文涛（中）指挥调度炼钢生产。

记者 信贺宁 摄

郭素萍下乡为农民进行

果树栽植技术指导。

带啥上两会？
听听代表委员们咋说

融媒报两会 它们是“网红”

说说赴京路上那些事

陈
春
芳
（
右
）
在
调
研
。

郭素萍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