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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
创新要战斗力， 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
撑。 ”“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以更大决心和力
度抓紧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 ”“要把提高官
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在全
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使学习
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 ”

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出席两会的军
队代表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
示， 要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 把科技创新摆
在更加重要位置， 大力开展军民协同创新，
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跨越发展， 以崭新面貌
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吹响了
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

“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
度， 深刻揭示了世界军事科技发展规律。”
全国人大代表、 武警新疆总队政委王爱国
说，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吹响了科技兴军的
时代号角。”

“军事领域从来就是一个对抗最激烈、

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 如果不加快创新， 迎
头赶上， 就会出现技术鸿沟， 陷于战略被
动。” 全国人大代表、 空军某指挥所参谋长
刘文力说。

实现强军兴军， 必须要有强大的科技作
支撑。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要在
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掌握主动， 必须大力
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 火箭军某基
地装备部部长谈卫红说。

当前， 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处在崭新的历
史起点上。 军队代表委员们表示， 我军建设
的内外环境和时代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 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创新精
神。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 也
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军事力量
的较量， 深层次的是军事科技创新能力的较
量。” 全国人大代表、 火箭军某研究所所长
李贤玉说， 实践证明，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 谁就能走好科技创新这步棋，
就能占领先机， 赢得优势。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有战略设计又有
思路措施， 既有总体部署又有政策安排， 是
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在现
场聆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后， 全国人大代

表、 陆军第42集团军某旅副旅长田伟倍感振
奋， “创新动力更足、 创新自信更坚定。 现
在， 大家都坚定了共同的信念， 那就是以只
争朝夕的精神攻坚克难、 创新进取。”

“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战斗力”

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习主席强
调， 要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 推动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 推动军地合
力培育军事人才， 推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
改革， 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
集型转变。

“习主席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 为实现
科技兴军宏伟蓝图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
循。” 全国人大代表、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
舟说， “只要我们按照习主席的指示部署狠
抓落实， 一定可以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战斗力。”

“科技创新一定要为战斗力建设服务，
只有与国家安全需求对接， 与战场需求对
接， 才能实现科技创新的真正价值。” 全国
人大代表、 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杨波说，
要瞄准国际前沿， 围绕国家、 军队重大战略

需求， 刻苦攻关， 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
技战略制高点， 力争在重要军事科技领域实
现跨越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 海军原副政委范印华
说， 坚持科技兴军， 必须牢固树立军事科技
是核心战斗力、 核心创造力的观念， 努力提
高科技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全国人大代表、 海军副政委丁海春说，
军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就必须着眼世界
军事科技前沿， 着眼未来战争的特点规律，
集军民之合力融合科技要素， 在战斗力转
化上取得重大突破， 夺取克敌制胜的制高
点。

作为科研战线的技术尖兵， 全国人大代
表、 军事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陈薇对

“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 有着切
身的感受： “只有坚持姓军为战， 瞄准明天
的战争， 瞄准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大科技问
题， 勇闯禁区、 勇挑重担， 才能不断培育新
的战斗力增长点。”

“要让科技兴军在基层落地生根， 必
须大力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 用好高技术
新型武器装备。” 全国人大代表、 东部战区
副司令员兼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秦卫江说，
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拥有掌握现代化知
识的军人。

“肩负起科技兴军的历史责任”

科技兴军， 人才引领。
“习主席关于科技兴军一系列决策部

署， 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 全国政协委员、
国防科技大学原政治委员徐一天说， “必须
紧紧扭住人才这个核心要素， 结合国防和军
队改革， 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创新。”

“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才可能实现高水
平的科技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 国防科技
大学原教授周兴铭说， “要广开门路引进人
才， 把有志于献身国防和军队事业的优秀人
才吸引过来。 培养人才要与科研实践相结
合， 通过给任务、 压担子等方式发现人才、
磨练人才。”

“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倍受鼓舞，
也进一步增强了科技创新的紧迫感， 我们必
须肩负起科技兴军的历史责任。” 全国人大
代表、 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兼中部战区空军司
令员庄可柱说， 要把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到工作中去， 做好理论创新、 提高新质
战斗力、 创新战法训法、 创新人才培养工
作， 促进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

“广大官兵是我军战斗力的主体， 要把
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
抓。” 全国人大代表、 中部战区某通信团教
导员王方说， 让科技创新的理念内化为广大
官兵的科学认知， 外化为推动强军兴军各项
工作的自觉行动， 让学科技、 用科技在军营
蔚然成风。

号角声声， 鼙鼓阵阵。 走在科技兴军道
路上的人民军队， 向着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蓝图阔步迈进。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走向科技兴军的灿烂春天
———习近平主席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 � � �在“中国式民主” 的相册中， 有这样一
个平凡而又特殊的群体：

他们在你我身边， 不见经传、 朴实无
华； 他们在最高政治殿堂， 不忘初心、 真诚
建言。

他们的故事， 拼接成亿万人民的真实生
活； 他们的履职， 道出寻常百姓的期盼诉
求。

他们， 是日益活跃在全国两会的基层人
大代表， 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 扎根“中国
式民主” 的大地， 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见证“中国式民主”的真谛
他们丰富变化的构成，是人民民主

在中国大地根深叶茂的写照

刚办完退休手续一个月， 50岁的虞纯就
又一次收拾好行囊， 从杭州来到北京。

虞纯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也是全国
劳动模范。 她已经开了21年的公交车， 安全
行驶的里程可绕地球近20圈。

“一个人代表几十万人， 我的工作很重
要！” 这就是虞纯对人大代表的最直观理解。

与西方不少议会由权贵精英组成不同，
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自五湖四海、 各行各业。
根据选举法， 中国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
全国人大代表。 包括虞纯在内的近3000名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多数， 就是按城乡
约每67万人分配1个名额的比例选举出来的。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 是我们身边
最平常的人。 经年累月， 他们在广袤的农田
辛勤劳作， 在喧闹的社区服务后勤， 在火热
的厂房加班加点。 春暖花开， 他们风尘仆
仆、 汇聚而来， 走进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
堂， 代表人民行使庄严的权力。

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那一刻起， 他们就成为人类政治
史上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那年那一刻的中南海怀仁堂里， 工业战
线的劳模王崇伦、 农业战线的劳模李顺达、
年龄最大的老人齐白石、 年龄最小的女工郝
建秀……实际到会的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
聚一堂， 经投票表决， 全票通过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岁月见证， 民主的种子一旦播撒， 就在
中国的大地根深叶茂。

时代变迁， 随着社会结构而丰富变化着
的代表构成， 不断迸发出民主的活力。

1988年， 来自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首
次产生。 那一年， 中国律师队伍大约有3万
人， 来自安徽的王工等4名律师一同当选。
他在大会会场喊出“我要发言”， 连续4次即
席发言， 成为风云人物。

2003年， 55名个体、 私营企业主成为十
届全国人大代表， 当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
户户数达2353万户， 私营企业300万户， 民
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月21日，胡小燕在广东省当选为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成为中国第一批农
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出生在四川武胜县的她，
至今仍在广东打工。那一届共有3名农民工当
选，他们笑言：“我们代表着1.5亿人。”

2013年， 8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大学
生村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们背后， 是
一个新兴的群体： 约30万年轻人扎根基层、
服务农村。

几年前， 沈阳鼓风机集团齿轮压缩机有
限公司的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参加人大代表选
举落选， 很多人安慰他说， 人家没抽你一根

烟、 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 后来， 他被补
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他理直气壮地对当初安
慰他的人说： “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能当选
就是广大选民对我的信任。”

当他把这个经历自豪地讲给习近平总书
记听， 总书记的话再次让这个朴实的工人心
潮澎湃： 有基层一线的同志当人大代表， 是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来自一线的
工人和农民代表延续了上一届的“升势”，
达到401名， 占代表总数的13.42%， 其中农
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更是从上届的3名增加至
31名。 专业技术人员约占总数的20%， 而党
政领导干部约占总数的35%， 比上届降低了
近7个百分点。 在近3000名代表中， 少数民
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69%， 全国55个少数
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从律师、 农民工到大学生村官、 创业
者， 全国人大代表中不断涌现着来自基层的
新面孔。 他们在中国政治议事最高殿堂从无
到有、 由少而多的过程， 正是中国民主与时
俱进的缩影。

改变的， 是他们的称谓。 不变的， 是他
们身后， 人民的信任。

“我是经过层层选拔才当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的。 全国近3000名人大代表人人身后都
有人民的寄希和重托， 我们既有荣耀， 更有
责任。” 已有35年执业经历的律师李大进对
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格外珍视： “每个代表的
好建议被采纳叫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平
时， 代表要做该做的事情， 说该说的话， 想
该想的问题。 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称谓。”

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 88岁的申纪
兰代表依旧腰板挺直。

半个多世纪， 弹指一挥间。 从她第一次
骑毛驴到长治县， 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 再
转火车到北京参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
走过了60多个年头。

“无论高低贵贱， 一人一票， 人民当家
作主。” 这就是申纪兰亲身见证并深深感受
到的民主真谛。

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
他们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

作主”的生动实践

“我带来一条建议， 就带回一条路， 村
民们都盼着我再为他们说说话。” 全国人大
代表冼润霞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红花地村
的大学生村官。 3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到冼
润霞所在的广东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

既“亲切”， 又“激动”， 第一次当面见
到总书记的冼润霞记得， “当时自己的声音
有些颤抖”， 向总书记说出了村民们的心声：

“孩子们上学太危险， 希望国家能帮我们修
条路。”

她和村民们没想到， 一条3.2公里长、 6
米宽的“上学路” 半年多就修到了家门口。

“今年来北京前， 村民们找上我， 请我
把感谢带上来。 大家说， 希望国家出台政
策， 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农村， 让他们愿意

来、 留得住。” 她说。
通过基层人大代表的代言， 百姓生活的

小事就变成了国家关注的大事； 通过他们的
耕耘， 民主的“好处” 悄悄植入人民的心田。

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侯欣一说， 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是职业政
治家的民主， 而我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都来自
第一线， 平时生活工作在群众中间， 能及时
听取群众呼声， 并通过建议、 议案， 使群众
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 这就是“中国式民
主” 的独特魅力。

“在学校首先看校舍、 看食堂。 校舍看
管理， 食堂看生活。” 几年下来， 潘成英代
表总结了一套基层学校的“调研心得”。

发现新情况后， 她会扩大走访范围， 最
后形成意见建议。“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建
议， 要跑好几个县， 过去一年就跑了一百多
所学校。”

潘成英出生在大凉山腹地， 懂得山里娃
渴求知识、 走出大山的渴望。 经过多年努
力， 她在山区较早创办彝汉双语、 英汉双语
幼儿园， 一直在为改善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
和交通运输状况奔走呼吁。

如今，“一村一幼” 计划已在大凉山全面
铺开。 在凉山州甘洛县， 增停了三列火车。
今年全国两会， 她又继续提出关于加快发展
寄宿制教育的建议。

“听民意、写建议、看落实，这是人民代
表应尽之责。” 潘成英说：“我和每个大凉山
人，都在推动社会进步。”

因为代表着父老乡亲， 他们为人大利益
鼓与呼； 因为深知人民的冷暖， 他们始终讲
真话、 述实情。

发现水质急剧恶化的危机， 周潮洪代表
连续4年提出加强引滦入津水源地潘大水库
保护的建议； 心疼村民们因病返贫、 因病致
贫， 马玉花代表多年连续提出加强基层医疗
队伍建设； 看到农村老人带孩子“光知道娇
不知道教”， 马文芳代表呼吁完善农村留守
儿童关怀教育机制； 知道农民“最缺啥”， 张
全收代表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农民工
职业技能培训网络； 调查的11个养老院只有
一个“没臭味”， 杜庆申代表建议有条件的
行政村都应办起养老院……

为了让大多数没有经验的基层代表能够
具有相应的履职能力， 每一位代表都要经历
严格的培训和锻炼。

“最开始拿到厚厚的‘国家账本’ 时我
心里挺发怵的， 审议预算报告时也不知道该
说什么。” 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朱雪芹代表说，
“经过培训学习， 我现在已经能很快找到报
告中与农民工、 农业和农村相关的数据， 发
表的意见和写出的建议也不再是外行话。”

关切民生的痛点难点， 聚焦改革的热点
焦点， 越来越成为基层人大代表发声的重
点。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徐平说，
从近年基层人大代表所提的建议和议案来
看， 他们的履职能力在不断提高， 视野不断
拓宽， 反映的问题更具普遍性， 提出的建议
更具可操作性，“中国式民主” 的智慧不断闪
光，“人民当家作主”的质量日益提升。

为了能把“有分量”的建议带到北京，有的

代表牺牲了全年节假日，有的代表自己掏钱搞调
研，有的代表硬是走坏了很多双鞋……

“我们就是一个小‘桥梁’， 用脚调研，
用心建言， 把农民的声音、 农村的问题传递
出去， 让政策制定有所依据， 让农民兄弟从
中受益。” 建议提高涉农保险额度的范海涛
代表说。

民意所向， 民主所在。 基层人大代表从
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 他们所到之处， 留
下了民主坚实的脚印。

他们的调研， 深入社会的肌理； 他们的
声音， 饱含时代的热度； 他们的履职故事，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生动实践。

激扬“中国式民主”的力量
他们带着人民的热盼， 积聚点滴

的火光， 汇入中国梦的光明与希望

“我们通过近一年的努力， 到去年12月
25日， 32户首批易地搬迁的人家全部入住新
屋， 家家户户贴起对联,过了个开心年！” 在
湖南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中， 向平华话音未
落， 激起一片掌声。

大家清晰记得， 2016年3月8日上午， 习近平
总书记来了。 当时， 张家界市慈利县龙潭河
镇党委书记向平华就精准扶贫发表了意见，

“总书记跟我们一一握手。 我说： 总书记讲
话我都认真记下来了。 2020年要全面脱贫，
残疾人、 家里因病致穷的人怎么办啊？ 总书
记一句话就讲了， 要对特困人员实行供养机
制。”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这场硬仗” 的
嘱托， 向平华回到家乡， 就争取资金， 兴建
学校， 实施易地搬迁扶贫。 经农户签字同
意， 实行统筹统建， 打造民族特色街， 让农
户“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 让乡亲们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上下互通、 同频共振。 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这个畅通无阻的民主平台， 国家的意志、
代表的工作和人民的意愿构成良性的循环，
将民主的营养不断输送到社会的每个细胞。

今年春节期间， 47岁的薛海英代表再次
得到环卫工友们的拍手称赞。 在她的持续推
动下， 天津市出台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举措， 而她所工作的区域在今
年春节期间， 已接近于“零排放”。

过去， 每年除夕过后， 薛海英和工友们
都要花费多出一倍的时间清扫烟花爆竹燃放
后的废物， 而且居民因燃放烟花爆竹受伤的
事件也时有发生。 在大家鼓励下， 薛海英连
续几年提交了关于进一步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的建议。

第一年参会时， 薛海英压力很大， “晚
上睡不着， 瘦了好几斤”。 通过参加培训和
向其他代表“取经”， 她的调研越来越深入，
提出的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 促进农民工

“市民化” 等建议越来越有针对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支持农民工

在城镇购房” 的表述， 薛海英立刻把这个好
消息告诉了大家。

从陌生到熟悉， 从生涩到自信， 一个个
基层人大代表从“江湖之远” 走入“庙堂之

高”， 在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的年轮中， 留下
自己的印记， 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北京西三环附近居民区的保安朱良
玉来说， 国家的法律与规划似乎与他“相距
甚远”。 然而， 他没想到，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后， 他关于设立袭警罪的建议被写入了刑法
修正案 （九）； 他关于重视保安服务业的建
议被列入国家纲要实施细则；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 中， 也有他和代表们共同的声音。

从提建议“胆子小” 到牵头写议案， 从
只了解自己“那一方水土” 到谈得出“一番
国家战略” ……跨越千山万水， 一个个走向
国家政治舞台中央的“小人物”， 带来的是
一个个改变中国的大变化。

从警20多年后到企业任职的全国人大代
表陈伟才， 依然保持着很强的“警色”： 连续
7年“盯住” 电信诈骗犯罪， 从手机实名制
到买卖信用卡入刑， 再到转账延时到账， 建
言不断。

代表们的坚持， 终成正果。 2016年9月，
全国手机用户一律实名制， 逾期不实名认证
的被停用； 12月， 央行明确ATM转账延迟
24小时到账， 一系列打击电信诈骗的有力举
措相继推出。

“一份建议就可能变成法律条文， 也可
能影响数以亿计的财政资金的拨付， 所以
说， 基层人大代表的每条建议都重千钧， 怎
么重视都不为过。” 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律师》 杂志主编陈舒说。

他们播下民意的种子， 收获民主的果
实。 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有关专
门委员会审议的462件代表议案， 已全部完
成审议工作； 代表提出的8609件建议、 批评
和意见已全部办理完毕， 建议所提问题得到
解决或者计划逐步解决的占80.6%。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知识界人士联谊
会会长朱列玉说， 人大制度提供了行使权
力、 履职尽职的平台， 为了国家富强、 人民
幸福这一共同目标， 建设性地提出问题和建
议， 我们这个制度平台“能干事， 干成事，
干好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认为， 在中国， 执政党通过开放机制， 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拥有最广泛的社会
基础。 中国民主有更广泛的参与， 包括基层
的参与。

聚沙成塔， 涓流汇海。“中国式民主” 的
伟力， 就在于唤起了亿万人民。

忆往昔， 当人大代表骑驴赶马、 辗转进
京、 一路浩荡， 有人疑惑:民主这个舶来品移
植到新中国的土地上， 会开出怎样的花？ 结
出怎样的果？

看今朝， 当人大代表带着发展的成果与
时代的梦想齐聚一堂， 有人惊叹： 民主已在
这片土地的滋养下长成参天大树， 以繁茂的
绿荫护佑人民。

60多年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宣
告浓墨重彩：“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
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
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
定能够达到。”

现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 昭示
“中国式民主”图景锦绣：“人民民主是社会主
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
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历史由人民创造！ 未来在人民手中！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扎根在中国大地上
———从基层人大代表履职看“中国式民主”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