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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 30日讯（记者 白培

生 罗徽）“昨天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的重要讲话，还得到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会见，

内心深受鼓舞！”6 月 30 日，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

族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聊起现场的感受时，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

沙洲瑶族村是“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全村人口

542 人，村党支部有党员 20 名。该村以党建引领发展，

以政治建设提升组织力，以特色产业提升发展力，以

“五办”服务提升凝聚力，建成以传播红色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教育为主旨的国家 4A 级红色文

旅景区，相继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中

国传统古村落”“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湖南省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村”“湖南省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湖南

省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等称号。

2018 年，沙洲瑶族村实现整村脱贫。2020 年实现

集体收入 40 余万元，比 2014 年增长 83 倍；村民人均收

入 15000 元，比 2014 年增加 10644 元。该村从一个偏僻

落后的贫困小山村跃升为一个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美丽乡村。

在 6 月 28 日召开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

朱向群说，会上让他印象最深、最震撼人心的一

句话，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这表明我们的党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谈起下一步打算，朱向群说：“沙洲瑶族村

要以获得这次荣誉为动力，乘势而上，在乡村振兴中

奋力跑出加速度。”

“在乡村振兴中奋力跑出加速度”沙洲瑶族村党支部

2019 年 5 月 20 日，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

族村召开干群“夜谈会”。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余蓉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能够在这一特殊时刻荣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感到非常自豪。这是党对

我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最好的激励。”6 月 30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罗安激动地说。

6 月 28 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罗安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接受了表

彰。“大会现场庄严肃穆，我在接过荣誉证书的那一瞬

间，强大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罗安

说，作为一名高校党员教师，立德树人和科技创新就

是自己的初心使命。这次接受表彰，更加坚定了自己

坚守初心使命的信念。

30多年来，罗安带领团队师生勇攀科技高峰，首创

了大功率电磁冶金电能变换技术，实现了该领域技术

与装备的国际领先；服务钢铁行业需求，研制出保持世

界最宽纪录的 3.6m 宽厚板坯电磁搅拌系统、世界首套

30 吨双通道电磁加热装备，使我国进入该领域世界领

先行列；深入车间，研制出我国首台 50kA 铜箔电解电

源装备，实现了我国 6-18μm 高品质超薄铜箔的生产。

“今后，我将继续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国家目标结

合起来，在科技攻关上带领团队坚持问题导向，探索科

技前沿，奔着国家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着力解决

‘卡脖子’的关键难题。”罗安介绍，未来自己将继续聚焦

国家重大需求，在电力系统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力争在

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及系统平台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罗安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把立德树人作为头等大事，探索出核心价值观与

研究生教育“课堂讲授、实践教学、科研创新、市场引

导”的四维融合模式，提出了“革新课堂教学—整合平

台优势—深化项目实践”三层递进双向协同研究生培

养方法，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其中 10

人获国家科技奖，其教育理念与方法在国内 20 余所高

校与科研院所推广应用。

罗安表示：“今后，我将始终保持党员本色，坚守

初心使命，言传身教，三全育人，为培养创新型‘大国

工匠’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

坚守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初心使命罗 安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鸿飞

“6 月 2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强调，拼搏奉献，

就是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这句话说到

了我们特殊教师的心坎上。”6月 30日，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玲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将让她终身受益。在特殊教育

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只要爱岗敬业，踏踏实实把每件工

作做到最好，就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6 月 28 日下午，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会上，我获得‘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刘玲琍说，6月 29日上午，她参加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当天上午，全体获奖人员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

国家领导人合影。”刘玲琍高兴地告诉记者，当习近平

总书记走来时，大家热烈鼓掌，“能见到总书记，心里

的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

1973 年，刘玲琍出生于衡阳市一个普通工人家

庭。1987 年 7 月，她考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时光荏苒。1991 年 7 月，刘玲琍毕业后分配到原

衡阳市聋哑学校（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30 年来，

她先后从事语文教学和听力语言康复等工作，一直担

任班主任，在全省特殊教育一线教学岗位，独树一帜。

“选择特教，也能收获欣慰与幸福。”刘玲琍说，30

年来，她培养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成为社会的有用之

才。她教过的学生中，有的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设计

师、教师；有的通过职业教育，成为糕点师、园艺师……

学生经过特殊教育学校的学习，和正常人一样工作、

生活、结婚、生子，拥有美好的前途和家庭。

春华秋实。刘玲琍获评全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老师”，成为全国特殊教育教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并

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第四批岗位学雷锋标

兵”等荣誉称号。今年“七一”前夕，被评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成为全省特教岗位唯一当选的教师。

刘玲琍说，作为一名特殊教育一线的党员教师，

她将铭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做好每一

件教书育人的工作。“给特殊的学生带来公平、温暖、

高质量的教育，立德树人，育残成才。用爱照亮特殊孩

子前进的道路，用爱温暖特殊孩子成长的心灵。”

“用爱温暖特殊孩子成长的心灵”刘玲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璇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环保工作干

得更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共产党员，永远信党、

爱党，为党忠诚奉献一辈子。”6月 30日，被授予“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的岳阳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军休

干部朱再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难掩激动之情。

朱再保，1928 年生，岳阳人，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1953 年 7 月，金城战役打响，朱再保右膝盖受

伤，他带伤坚持参战 15 天，顺利完成任务并火线入党。

1966 年被诊断为胃癌晚期，朱再保不得不结束军旅生

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朱再保，致力于“希望工程”、

环保事业和社会公益，创办了湖南省首家环保民间组

织“岳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我的前半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半生，在保

护绿水青山的‘战场’上战斗。”虽已 93 岁高龄，朱再保

仍然奔波在环保和公益事业一线。几十年来，他奉献了

23万小时的志愿服务，组织 7000万人次参加志愿活动，

组织种植 100 万株防洪、饮用水源保护林等，累计开展

主题教育行动 500 多场次，涵盖环保知识普及、湿地保

护、淡水国情、生物多样性保护、接轨全球环保、绿色创

建、家庭节能减排等，成为民间“环保先锋”。

6 月 29 日，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前会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并同大家

合影留念。“总书记向大家招手致意，我一直站着敬

礼。”朱再保告诉记者，当天,他一如既往穿着军装，胸

前挂满奖章，倍感光荣自豪。这些年，他曾荣获首届全

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中国环境保护特别贡献奖等

200 多项奖励，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近年来，朱再保发动数万名师生及家长开展“绿色

扶贫”捐植油茶林行动，自愿捐资，增绿、助贫。“习近平

总书记说，要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

要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为保护绿水青山再立新功！”

“为保护绿水青山再立新功”朱再保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戴鹏

“在这举国欢庆、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作为中国航

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党委代表，参加全国‘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并列席‘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

会堂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更加深刻感受到党

的伟大，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6 月 30 日，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刚

畅谈参会的感受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6 月 28 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北京举

行。在湖南 43 家单位和个人获奖名单中，有一家单位

显得很“神秘”。

曾开创了新中国工业领域多个第一，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却极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这，便是坐落于株洲市的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

研究所——我国唯一集型号研制、预先研究于一体的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及直升机传动系统研究发展基地。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

有史以来最复杂、最精密的工业产品之一。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

重。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党委既传承湖南这

片红色热土的革命基因，又兼具航空发动机事业的

“国家队”军工基因，先后实现 40 余型航空发动机和直

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定型/鉴定/取证，开创了新中国

航空发动机领域多个第一。

该研究所研制的“玉龙”发动机，是我国第一型完

全独立自主创新研制的航空发动机，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是该领域单独申报取得的最高国家奖项。

“玉龙”发动机研制历程积淀形成的“脚踏实地、

自主自立、执著坚守、志在超越”的精神，成为军工精

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大道如砥，行者无疆。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航发湖南

动力机械研究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实现航空发

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等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考察湖南提出的“三高四新”要求，立足科技

自主自强，走出了一条集型号研制、技术研究、体系建

设于一体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近年来，该研究所坚持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精神

血脉，全面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统筹推进党建“铸

心”工程，着力打造“三明三亮”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

作与科研工作从融合走向契合，引导员工持续坚定

“动力强军、科技报国”信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研制出

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的航空发动机是最大政治”的广

泛共识，汇聚起“铸心”攻坚的磅礴力量。

“我们将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不断为实现我

国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李刚说。

汇聚起“铸心”攻坚的磅礴力量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党委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姚琳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

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作为人民警察，我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党给了我干事创业的舞台。”

6 月 29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京参加

“两优一先”表彰的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

查二支队副支队长徐敏，连用几个“感谢”，表达心中

的激动和喜悦。

此次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湖南有 14 人获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徐敏是唯一一位来自

公安战线的代表。

进京受奖前，徐敏还在我国西南边境办案。“根据

我省跨境犯罪形势，厅党委决定成立驻滇前方指挥

部。上个月我们前往昆明报到，先后赴西双版纳、临

沧、普洱、德宏等边境地区指导办案工作。”

从警 16年，徐敏有 10年在干扫黑除恶的工作，侦办

了数十起涉黑涉恶大案要案。长期出差、封闭办案，成为

徐敏的“家常便饭”：近3年来，他年均出差260多天；办理

“文烈宏案”，连续一年多驻守常德；办理“尚同军案”，连

续 7个多月驻守花垣县。领导和同事评价他：“他是扫黑

除恶战场上的一面党员旗帜，将平安献给了老百姓。”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要毫不动摇地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为人民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守护人民群众的安

全。”6月 30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徐敏朴实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我们不畏艰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

不屈不挠。今后，我唯有更加扎实工作，努力为党的公安事

业作出贡献，才能不负组织给予的这份崇高荣誉。”

“感谢党给了我干事创业的舞台”徐 敏

6月 29日上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来自湖南的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引起热烈反响。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采访了部分受表彰对

象。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不懈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

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
编
者
按
】

朱再保 罗安

刘玲琍 徐敏
2020 年 11 月 3 日，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

研究所党员干部职工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

马建亚 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

均为通讯员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邢骁

6 月 29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长沙市芙

蓉区东湖街道龙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凤来到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观看仪式直播。28 日下午，她参加了全

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并代表社区党支部上台领受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我

们，还与大家合影留念。看到总书记那一刻，我心情特

别激动，不停地鼓掌。”刘晓凤说，社区党支部能拿到

这样的荣誉让人备受鼓舞。

龙马社区党支部是基层党组织扎根群众、挥洒汗

水、忘我奉献的新时代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对人民

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刘晓凤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言犹在耳，让人备受鼓舞，

倍感重任在肩。

“对我们而言，心中装着人民，就是要为群众办好

实事。”刘晓凤说。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社区和驻区单位一起成立

党建联盟，列出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共建清单“三张

清单”，实施“群众点单、支部制单、党建联盟成员接

单、群众评单”服务模式，不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夏天一条板凳、一把蒲扇，冬天一个炭盆、一杯热

茶，龙马社区效仿焦裕禄的“瓜棚会”，开展“东湖夜

话”，将议题交给居民定、对策交给居民谈、效果交给

居民评。2014 年以来，社区累计召开东湖夜话 53 期，

吸纳民意 500 余条，解决停车位建设、文化广场建设等

民生问题 260 多个。

“这 些 年 ，我 们 不 断 细 化 优 化‘ 网 格 ’‘ 网 约 ’平

台。”刘晓凤介绍，社区建立了社区-网格片区-居民

小区-楼栋单元 4 级网络体系，让群众办事不出社区。

去年疫情期间，网络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家通过

“红色广播”志愿巡逻、“红色快递”送物资上门等服

务，实现社区零确诊、零感染、零疑似。为使服务更加

精准，龙马社区还组建网格微信群，由党员担任群主，

及时宣传惠民政策，居民投诉、建议和咨询也能随时

随地通过指间传递。

在党建引领下，社区还打造了“580 龙情”志愿服

务站，下设“结对帮扶”队、“草根文化”队、“红马甲”巡

逻队等志愿服务队，在移风易俗、环境治理、安全巡

逻、结对帮扶、邻里和谐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目前，

志愿者人数达 1200 余人，近 3 年提供志愿服务记录

16218 小时，社区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振奋龙马精神，办好群众实事。接下来，我们要继

续深化区域党建，深入总结共驻共建有益做法，做实做

细群众工作，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刘晓凤说。

“心中装着人民，就是要为群众办好实事”龙马社区党支部

2020年 6月 18日，龙马社区和共

同体成员单位省农科院举办“东湖夜

话”活动，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邀请

居民代表谈想法、献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