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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和自
豪，就是为他人、为社会认真做好
一件事。”
　　 3 月 8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
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
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刘发英代
表面对镜头和屏幕，道出自己的
使命与担当。
　　构筑“绿色长城”的“林草
人”，以爱育爱的“校长妈妈”，长
着“铁人骨头”的石油工人，只为
国泰民安的抗疫医护人员……在
5 日和 8 日的两场“代表通道”
上，17 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全国人
大代表以鲜活的履职故事，讲述
身边的变化与成就，在迈向高质
量发展新征程中，发出守正创新、
勇担使命、笃行不怠的奋进之声。

“创新”之声

　　过去一年，我国重大科技成
果不断涌现，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未来，如何提升关键核心技
术？如何培养科技人才？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
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靠自主创
新。”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常委陆文俊代表对此深有感触。
为了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的手里，他们历经近 10 年苦心
钻研，研制出了代表热加工最高
水平的核电常规岛百万千瓦整锻
低压转子，摆脱了受制于人的
境地。
　　正是一代代装备人攻坚克
难、锲而不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决心
发展壮大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陆
文俊话语坚定。
　　创新发展，关键在人。新时
代纺织女工王晓菲代表分享了自

己奋斗于细纱车间、大胆创新的故事。作为山东省德州恒丰
集团高级技师，王晓菲创造了“紧密纺绕皮辊斜接头操作法”，
使一个 43 台车的车间每班用工减少 6 人，每天产量增加 1
吨多，纱线断头率下降了近五成。
　　“我们是‘手舞银丝织彩梦’的‘经纬构造者’，我会继续坚
守岗位，传承工匠精神，用创新和努力，擦亮中国纺织制造品
牌。”王晓菲动情地说。
　　因意外失去右手大拇指的中国石油锦西石化分公司车工
王尚典代表创造独有的测量手法，将几十项创新成果应用到
生产中；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首钢集团总建筑师吴晨代表
创造性地提出“共生院”理念，打造体现“老胡同新生活”的人
居环境；重庆市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代表创新优化校园生
活流程，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人大代表诉说着自己不
畏艰难、开拓创新的故事，成为“代表通道”上催人奋进的动听
旋律。

“坚守”之声

　　 35 年如一日攻克焊接难题，扎根林草行业 30 年筑起北
疆“绿色长城”，30 个春秋忙碌在社区工作中……坚守，是人
大代表口中的高频词。
　　在贵州航天天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有色金属焊接班班长
姜涛代表眼中，坚守是他和团队 35 年来一直从事航天产品
的焊接工作。“我手持焊枪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一次次超越自
我，攻克国内焊接技术难关。”姜涛说，希望他的技术可以更好
地传承下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
　　坚守，让祖国北疆“绿色长城”愈发牢固。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森林草原防火站站长陈良代表扎根林草行业 30 年
来，早已将保护森林和草原与生命融为一体。
　　保护大自然是很多“林草人”毕生的责任，只要把林子保
住了，就是拼了命也值。“这是我们最真实的林场守护人。”陈
良说，今后将不遗余力、尽责担当，为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
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而继续奋斗。
　　 30 个春秋扎根在社区，处理家长里短的琐事、小事，把
社区入户走访和倾听民声结合起来，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代表日常的“坚守”。
　　自工作以来，杨蓉一直心系群众，她调研走访了一些问题
少年儿童的家庭情况，参与提交了关于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议案，并得到采纳。
　　“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这
位基层民警言语里充满自豪。

“使命”之声

　　为国家建言献策、为劳动者代言发声，让大家都能获得闪
闪发光的人生，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邮
件接发员柴闪闪代表的责任与使命。
　　在社会各方关怀帮助下，柴闪闪从一名进城务工者，成长
为邮政行业优秀的技术工。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积极
走访调研，提出了有关维护劳动者相关权益等建议，帮助那些
像当年刚进城时的自己一样的劳动者更好地融入城市。
　　“我愿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履职，反映更多基层劳动者们
的所思所想所盼，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共同获得闪闪发光的
人生。”柴闪闪坚定地说。
　　对于刘发英而言，让更多的孩子获得上学的机会、拥有出
彩的人生，是她的使命与担当。她用一根网线架起了网络爱
心助学的桥梁。截至今年 2 月底，她和她的团队累计筹集助
学善款 2900 多万元，帮助 4300 多名贫困学生上学读书。
　　不抛弃善良，不放弃希望，不忘记初心。如今，很多当年
接受过资助的学生们，在大学毕业后，或选择回到偏远学校支
教，或每年坚持资助贫困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这份使命
和担当延续下去，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梦想。
　　“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希望的田野上”“在乡村振兴路上
争当排头兵”“让‘三江之源’源清流洁，让‘中华水塔’坚固充
沛”……一句句肺腑之言，道出了人大代表的心声和期盼，共
同汇聚成这个春天最振奋人心的声音。

（记者齐中熙、许可、范思翔、周圆）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连日来，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围
绕两高报告认真审议讨论。代表委员们认
为，过去一年，司法机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忠实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惩治犯罪、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
有力司法服务。
　　 2021 年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开局之
年，一系列扎实举措有力带动了社会治安
形势的持续好转。
　　“两高报告均提到常态化扫黑除恶，这
是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必要之举。”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师范大学校长许小红
说，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要牢固树立系统
观念，着力深化行业监管，善于发动群众参
与，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常治长效，为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
会环境。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3 万件
2.7 万人”“对王富玉、王立科等 23 名原省
部级干部提起公诉”……两高报告中的反
腐内容让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莆田市秀
屿区笏石镇岐厝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曾云英深有感触。“足见力度之强、决心
之坚。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入反腐、频出重
拳，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切身感受到反腐败
斗争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曾云英代表说。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江浩然表示，今年的两高报告释
放出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受贿行贿一起查的
信号，要持续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推动筑牢“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坚实防线。
　　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这部日常生活的
法律百科全书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
会长李亚兰说，一个个司法案例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民法典对人民权利的保障，要继
续实施好民法典，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今年的两高报告亮点多、成绩实，紧扣
民生关切、回应民生痛点，给代表委员们留
下深刻印象。
　　“从严惩食药安全到守护百姓‘钱袋
子’，再到群众头顶、脚底下安全，司法机关
在纾解群众急难愁盼方面不断努力。”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
剑龙建议，要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出台
相关专项司法解释、司法建议，对行业监管
漏洞进行防范和治理，扎牢民生司法保
障网。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
副庭长厉莉说，在司法审判中，人民法院要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充分发
挥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司法裁判支
持保护市场，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保就业
保民生。
　　“去年开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让我们看到了政法队伍刮骨疗毒的决心，
也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
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说，随着经济社会不
断发展，司法案件中面临的难点增多，建议
总结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经验，在队伍建设
中构建长期、稳定、见效的常态化机制，不
断夯实和巩固教育整顿成果。
　　一年来，司法机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目标，践行为民宗旨，严格公正司法。

　　“针对‘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破坏公
平正义的问题，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严
格规范减刑、假释工作，确保案件审理公平
公正。”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
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表示，下一步按
照意见要求，要依法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完
善相关程序，健全配套机制，并且加强保
障，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建设和运用水平，适
应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需要。
　　两高报告提到“减假暂”案件，全面排
查 1990 年以来办理的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案件，查处徇私舞弊“减假暂”犯
罪。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
长方燕说，从两高报告中可以看出，司法
机关坚决整治顽瘴痼疾，推动立行立改，
抓源治本。“在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
果的基础上，持续做好队伍规范管理工
作，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助力法治中
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方燕说。
  （记者刘奕湛、孙亮全、刘惟真、周闻
韬、许祖华、吴文诩、杨思琪、李继伟）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聆
听
新
征
程
上
的
奋
进
之
声

二

〇

二
二
年
全
国
人
代
会
﹃
代
表
通
道
﹄
回
眸

履行宪法法律职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

新 华 时 评

　　今年的最高法报告提到，出台人脸
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
在过去一年，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防护
网越织越密，彰显司法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的决心，让人民切身感受到法治带来
的安全感。
　　人脸、指纹、DNA 等个人生物信息
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滥用此类技术将导
致公民隐私权、财产权等权益受到侵害，
甚至威胁公共安全。如何在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进程中，用好管好数据，保障公民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好公民的“脸面”问
题，是一道必答题。
　　个人信息泄露是公众深恶痛绝和

反映强烈的问题。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
的事，法治的步伐必须紧紧跟随。技术的
新玩法、新花样层出不穷，需对症下药、精
准施策，也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让
技术成为法律调控范围内的利器，让法律
成为技术可行基础上的善法，守护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对于技术滥用的非法行为，
司法机关必须重拳出击、整治到底。
　　司法要跟得上社会和技术进步，才能
约束非法、震慑犯罪。提升群众司法满意
度，推动法治为民办实事，要聚焦人民的
急难愁盼，要一件接一件切实维护好人脸
安全这样的关键事。

  （记者张漫子、王亚宏）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让公众不再为“脸面”担忧
　　“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
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严追诉网
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这些
整治网络暴力的重要举措和要求，写入了
今年的两高报告。
　　网络虽然虚拟，但真实介入了几乎每
个人的生活。通过网络，信息可以秒速扩
散，呈现出几何级的放大效应。网络诽谤
侮辱，对受害人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即便事后加害人受到惩处、谣言得以澄清，
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却往往难以弥补。依法
严厉打击网络暴力，是顺应民意、顺应时
代、顺应潮流之举。
　　针对网暴行为，近年来各方加大了依法

整治力度，极大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例如，
检察机关继推动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
诉转公诉，接续发布公民人格权保护指导性
案例；今年初，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重
点开展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
　　今年的两高报告强调依法治理网络暴
力，彰显了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各
方要形成合力，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无处
遁形、无机可乘。
　　网络虚拟空间，依法治理要实。依法
整治网络暴力，要注重源头防范，坚持全链
条打击、一体化防治，推动网信、通信管理
等部门综合治理，有效保护个人的名誉、荣
誉、隐私和相关信息。
（记者徐博、字强）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整治网络暴力，营造清朗空间

议 政 录

  ▲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说，要认真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全国政协委员孙恩光建议，加快横琴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新高地。                   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我小时候并没想过会走上对台交流
这条路。”祖籍台湾台中的全国政协委员、
台盟上海市委会主委李碧影说，“父亲去世
给了我很大触动。他的遗愿就是两岸早日
统一，我要接续上一代人的努力。”
　　李碧影的父亲李乔松在日本殖民台湾
时期投身抗日运动，多次被捕，始终不改其
志。台湾光复后，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当
局专制统治的“二·二八”起义，遭到通缉，
被迫离开台湾，回到大陆。
　　在李碧影的印象中，父亲年迈时总爱
站在窗边，有时眼角噙着泪。“后来我才知
道家里的窗户朝向东南，那是家乡台中的
方向，父亲是想家了。”
　　“在父亲的描述中，台中是块宝地，稻
米好、甘蔗甜、水果多，哪哪都好。”似乎陷
入了对父亲的思念，李碧影停顿数秒，才接
着说，“可直到去世，父亲都没能再踏上故
土，再见到家乡的亲人。我想，他心中是充

满遗憾和感伤的。”
　　 2001 年，李碧影终于回到父亲魂牵
梦萦的家乡台中，她提前给家乡的亲人们
准备了许多礼物。“那次的感触太深了！家
族来了 100 多人，大多是第一次见，但彼
此丝毫不觉得陌生。”李碧影回忆说，大家
坐在一起聊了 4 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

“我被暖暖的亲情紧紧地包围着。”
　　那天，李碧影深刻体悟到：“两岸就是
一家人，有着割不断的血脉。”此后，她和岛
内亲人数度互访，感情愈发深厚。
　　“长辈们总说，两岸要多走动、多来往，
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都要坚持下去。
家族里不少人投身两岸交流一线，希望为
实现祖国统一贡献绵薄之力。”谈到对统一
的期盼，李碧影连说了三遍“很热切”，“亲
人离散的痛不能重演！”
　　对于统一梦与家国情，全国人大台湾
省代表团代表、福建省台联副会长梁志强

也有着切身体会。
　　 1946 年，梁志强的父亲在台北一家
裁缝店当学徒。他和许多台湾省籍新兵一
样，未及与家人道别就离开了故乡，被送往
内战的前线。这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
　　梁志强说，父亲经历了个体无力选择的动
荡年代和隔绝岁月，深知窄窄的海峡所意味的
不仅是亲人的离散，更是整个民族的伤痛。
　　在两岸无法往来的数十年间，海峡“冰
封”，骨肉至亲生离成死别，无尽的思念之
苦郁结为化不开的乡愁。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隔绝两岸的藩篱终被冲破，亲人同胞
走近走亲的大潮蔚然兴起。
　　“当年，大伯带着姑姑和堂哥堂姐从台
湾来福建看望父亲。兄妹三人见面时抱头
痛哭，分别时也抱头痛哭。”梁志强动情地
说，“40 多年杳无音讯，对几位老人家来
说，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父亲生前常说，两岸和平弥足珍贵，要

好好保护。而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谋政
治私利，肆意谋‘独’挑衅，严重破坏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梁志强愤慨地说，“这只
会将台湾同胞推向灾难，是两岸中华儿女
都不愿见到的。我们必须粉碎‘台独’分
裂图谋，让同胞能够安居乐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
　　梁志强说，岛内各地还有很多亲人，
大家都盼着两岸早日实现真正的团圆，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父
辈为两岸恢复和扩大交流积极奔走，而
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要全力推进
祖国完全统一，这是父辈的嘱托，是我们
必须肩负起的重任。”
　　李碧影说，两岸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要组织更多面向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
把“两岸一家亲”的种子不断播撒下去。

（记者陈舒）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为了亲人不再离散 为了民族不再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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