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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3位代表中， 既有老代
表、也有新代表。首先，请各位谈一
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感受， 这次
来北京，带来了什么议案建议？

吴金水：我是履职三届的“老代
表” 了， 有幸再次成为全国人大代
表， 我感到心中有热情、 肩上有责
任。 这次来北京， 我带来了两个建
议： 第一个是通过建设农业高科技
园助推乡村振兴，打造技术研发、展
示、 推广和应用的平台向贫困户示
范科技成果， 使农民看得懂、 学得
会、用得上，使农业科技更好地服务
脱贫攻坚。 第二个是呼吁创新南方
休耕的方式， 因地制宜完善耕地休
耕制度。

谢资清： 作为工作在教学科研
一线的基层代表， 作为民主党派的
一分子，这次能够当选，我觉得是一
份光荣，更是一份使命和责任。我的
母亲是连任五届的县人大代表，她
的品德、履职能力、对乡村工作的理
解、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解，都
很值得我学习。 知道我这次当选为
全国人大代表，父母教诲我，人民代
表来自于人民，要为人民代言，同时
要发挥所长为祖国的科技与教育事
业作出贡献。

我来自教育界， 这次参会主要
围绕人才培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实施创新发展开放崛起战略等方面
提出建议。

戴立忠：这次能成为新当选的全
国人大代表， 我真切地感到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这也充分反应了党和
人民对创新创业的重视和对民营企
业家的信任。我是精准医疗体外诊断
这个行业的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目
前，重大传染病、癌症、出生缺陷、遗
传病等重大疾病，已经成为阻碍广大
人民群众奔小康、享受美好生活的重
要因素。对此我建议，从国家的顶层
设计、体制建设、产业项目等方面发
力，使老百姓减少病痛困扰。

代表委员访谈

3月12日，吴金水（右三）、谢资清（右二）、戴立忠（右一）3位全国人大代表做客“敏坚访谈室”，解读“中国式民主”。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
主持人：孙敏坚
文稿撰写：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刘笑雪

【嘉宾】
吴金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
谢资清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

湖南省委副主委， 湖南师范大学数
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高性能
计算与随机信息处理” 省部共建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戴立忠 全国人大代表，省工商
联副主席，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观点】
进入“两会时间”，世界目光再

次聚焦中国。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的重要实践平台， 两会不仅
向世界打开了开放的窗口， 更以精
彩的故事展现着中国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
新事物， 也是个好事物。”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举的旗帜。新在哪里？好在
哪里？3月12日，3位全国人大代表一
起做客“敏坚访谈室”，带来自己的
体会与感受。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档案】
谭泽勇：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
桥村党支部书记、 连村联创重点
扶贫产业园联合党总支副书记。

【故事】
春天，绿意和希望，在谭家寨

乡楠木桥村的果林里蔓延开来。
“用汗水和智慧播种，秋收总

会硕果累累。”结实的身板，黝黑
的面庞，49岁的苗族汉子谭泽勇
讲着一口较为标准的普通话，“要
与新时代接轨， 样样都得学。以
前，我满嘴难懂的方言。近些年，
不断外出交流学习， 渐渐摆脱了
语言障碍。”

“幸福生活必须靠勤劳的双
手去创造。现在当一个农民，特别
是村支书，必须加强各方面学习，
跟上新时代，那样才不会落伍。”

谭泽勇有两个头衔， 让他感
觉使命在肩： 楠木桥村经济发展
的“领头羊”、全国脱贫攻坚奋进

奖获得者。
“乡村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村

级党组织书记是脱贫攻坚的‘一线
指挥员’。” 谭泽勇发挥全国创先争
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楠木桥村党
支部的旗帜引领作用， 打破地域界
限， 大胆探索由9个村党支部、276
名党员参与的“连村联创、 抱团攻
坚”党建引领扶贫新模式。

“连村联创”两年来，9个村人均
增收3000多元，贫困人口从6400人
减少到2383人。

谭泽勇习惯了忙碌， 赴京参会
也不例外。

每天晚餐后，只要有空闲时间，
他就召集来自基层的新代表交流，
一起寻思乡村振兴怎么干。

3月12日上午， 李克强总理参
加湖南代表团审议，当天晚上，谭泽
勇就召集9名基层代表来到省文化
厅副厅长鄢福初代表房间， 共议乡
村文化振兴。

3月13日晚，谭泽勇又组织6名
基层代表和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
任胡伟林代表共话乡村规划蓝图。

“把大家的智慧集结起来，一定
能撞击出新的火花。”谭泽勇被基层
代表们尊称为“智囊团团长”，他说，
“我们要反映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传
递老百姓所求所需。”

当了20多年村支书，谭泽勇愈
加热爱家乡那片热土，“我希望我的
孩子成才后回报家乡， 加入乡村振
兴的队伍。”

【感怀】
一根筷子容易折 , 一把筷子折

不断。成立联合党总支，连村联创，
抱团发展， 再次证明了思路决定出
路。只要勤于思考，巧干实干，就能
将乡亲们的日子越盘越红火。

（湖南日报北京3月13日电）

集结乡村“智囊团”
吹响振兴“冲锋号”

主持人：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中，
有8名工人代表 、13名农民代表 ，28
名专业技术人员、13名非公经济人
士。 代表们来自五湖四海、 各行各
业。请问3位代表，你们觉得，人民代
表的广泛性、先进性和代表性，对发
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什么重要意
义？

吴金水： 人民代表的广泛性主
要体现在代表的结构上， 全国人大
代表来自各行各界， 有党政领导干
部、国企领导，也有一线工人、农民、
非公经济人士、专业技术人员等。以
湖南代表团为例，工人、农民、专业

技术人员、 非公经济人士代表合计比
例占到接近67%。 其中， 妇女代表31
人， 占 26.5% ， 少数民族 15人，占
12.8%。他们来自全省的各个领域，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 为每一个群体发声
提供了渠道， 有利于全面反映人民群
众的意愿和要求。

谢资清 ：湖南代表团的代表中，
既有地地道道的农民， 也有普普通
通的教师；既有年轻的“95后”，也有
六旬的“老”代表。大家职业不同，民
族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我
们从三湘四水走来， 背后是全省父
老乡亲的嘱托。从“江湖之远”到“庙

堂之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
们搭起了这座通畅的桥梁， 让各个
方面声音都能够传达到最高的政治
平台。

戴立忠： 我也与其他代表团代表
接触过， 感受到代表的组成是丰富多
彩的、多元化的。也正因为这样，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真正能够凝聚各方面
的力量，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也
正因为这样， 它能够真正有效地保障
各个层面、各个界别、各个行业、各个
民族的人民利益。也正因为这样，它真
正能够凝聚人心，大家一起来议国是、
干大事。

谭泽勇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3月11日上午，杨维刚委员就“持续精准发力、推动教育扶贫”接
受人民网专访。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3月13日，胡旭晟委员（中）在小组讨论会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草案）》提出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3月10日，吕焕斌委员（左二）在小组讨论会间隙，与冯小刚委员
（右一）、巩汉林委员（左一）一起就“两高”工作报告交流意见。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新代表和老代表 ，
都是认真履职的好代表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一起来议国是，让各方声音都能传达到最高政治平台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主持人：3位代表都有着丰富的
海外生活背景， 又亲身参与了中国
改革发展的实践， 此次更是登上了
国家的最高议政平台。在你们看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主
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谢资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是人民民主
的真谛。 从我这些天的参会体会来
看， 不管是全团会议， 还是小组讨
论， 每一名代表都能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调查掌握的情况、问题、建议在
会上畅所欲言， 充分表达自己所代
表的群体的诉求和期盼。 此外，宪
法、监察法等法律的制定、修改，也
广泛地征求了不同阶层、 不同职业
人群的意见， 认真吸收了代表们的
意见、建议，使法律凝聚最大共识、

夯实社会根基。
每个代表的个人意愿都能自由地

得到表达， 每个群体的利益都能充分
地获得尊重，植根于中国土壤、汲取充
沛养分的人民民主展现出了强大的生
命力，如同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我认
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大
的魅力所在。

戴立忠：我在美国生活了15年，又
回国工作了10年， 当过省人大代表，
这次又成了全国人大代表， 对中西方
民主都有较深的感受和体会。

中国的民主是民主和集中、 民主
与法治、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这是
一套有效保证能干事、干好事、干成事
的政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
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
序，保证决策和执行的科学高效。中国
用近7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优势，我们要
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吴金水： 我在英国生活了11年。
我觉得，看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不是真
正的民主，有个很简单的评判标准，就
是看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不是为人民
服务。

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
我们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靠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将全社会的各种声音、诉求、
矛盾都汇集到一起， 进行综合协调、
深刻分析、齐心解决，集中力量办成
了、也办好了一批大事，让人民群众
真正从中获益。所以，民主不民主，不
是政府说了算， 也不是媒体说了算，
只有人民的“获得感”才是最好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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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请大
家谈一谈，如何毫不动摇坚持、与时
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戴立忠：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以
人民为中心，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显著优越性， 关键在于它深深
植根于人民之中。当前，我们最急需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无论是扶贫工作也好，
还是产业转型升级也好， 都要紧紧

围绕保护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提高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来谋划。

吴金水：此次宪法修正案将“健全
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
法治”，这一字之差，有着本质的差别，
标志着我们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前
进了一大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
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
系统性、可操作性，使每一项立法都符
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
拥护。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依
法履行职责， 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
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我们要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提供坚实政治制度保障。

谢资清： 我也赞同吴代表讲的，
从“法制”到“法治”，是依法治国理念
和方式的新飞跃。 法律必须被信仰、
法律必须被敬畏，法律既要“顶天”，也
要“立地”，要上接适应国际化发展的
“天线”， 下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
要的“地线”。特别是当前，我国发展已
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强。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天然地具有表达、沟通并
整合民意的职能。我们各级人民代表
要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倾
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盼，真正做
到“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
民。”

（湖南日报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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