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大报告为
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争当火车头
擦亮铁路名片

王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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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为艾滋病患者得到
更多接纳帮扶而努力

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
护士长

作为一名在铁路系统上工作了18年的老兵， 十
九大代表、 “毛泽东号” 第十二任司机长刘钰峰带
领机车组驾驶机车安全行走了1038万公里， 难得的
十九大经历让他感触良多， 决心结合自己的岗位，
以实际行动向党继续证明自己。

刘钰峰回忆， 开幕式那天， 要求代表们早到 。
“大家连闹铃都没定就自己起床了， 我记得我是第一
个上的大巴车。 大巴车的司机还跟我开玩笑， 说铁
路火车头就是早。” 刘钰峰表示， 代表们听习总书记
的讲话很认真， 都做了笔记。 “开完会， 我们一线
代表的心情是十分激动、 备受鼓舞的。” 刘钰峰说，
十九大对一线职工代表非常重视， 领导也十分关注
一线职工党员的感受。 “大家讨论非常认真， 并踊
跃发言， 我有幸进行了两次发言， 感到十分难得。
所以我也转达了现实生活中一线职工党员的心声。”

当刘钰峰在十九大报告中听到铁路基础设施建
设时， 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高铁被称作是
新四大发明之一，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张耀眼
的名片， 想要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就一定要践行
‘人民铁路为人民’ 的口号， 并着重强调安全的重要
性， 保证安全上的万无一失。” 他还说， 报告中提到
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他感到很骄傲。 “铁路职
工也是产业工人的代表之一， 我们更应该把点滴的

事情做好， 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创新
力度， 运行和维护好更加先进的设备。” 刘钰峰表
示， 现在的产业工人正在转型， 创新的意义越来越
重要， 因为要干的活越来越精细了。 所以弘扬精益
求精的劳模精神对承担历史重任的铁路职工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

10月26日， 刘钰峰第一时间把十九大精神带回
丰台机务段， 进行了第一次宣讲。 “我打算在班组
党支部开展对十九大精神的深入学习， 我们对十九
大报告， 将进行每个月不少于一次的、 对每一段内
容进行分解的讲解和学习。” 刘钰峰还说， 当他还在
十九大会场时， 班组党支部内的很多党员职工就自
发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这让他感到很高兴。
“这说明大家在基层勤劳肯干， 同时也深切关注着党
和国家的发展， 也展现了大家在一线岗位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
幕。 与此同时，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正在
全国形成。 党的十九大代表， 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
之家办公室主任、 护士长王克荣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她表示要把党代表的职责落实到底， 为艾滋病患者
得到社会 、 家庭更多的接纳、 包容 、 帮扶而努力 ，
让弱者在实现健康中国的道路上不落后。

1997年 ， 在北京地坛医院工作的王克荣轮岗 ，
来到了艾滋病病区工作。 从那时起， 王克荣便与艾
滋病患者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十九大代表， 王克荣
从艾滋病感染者那里征集了不少意见建议。 回到工
作岗位上以后， 她联系了会前征集过意见的一位患
者， 告诉他， 他的意见已经被带到了会议上。 “开
会前你发给我的建议， 全都带上会了！” 王克荣说，
“你建议的加强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力度， 减少社会对
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这些内容我都写进了建议里，
放心吧！”

王克荣认为， 基层党代表主要有以下职责， 一
是收集基层意见如实反映上去， 为国家制定相关政
策提供依据。 “会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征集了医护
人员、 患者和一些社会人士的意见， 特别是下基层
的时候， 征求了许多基层护士和疾控人员的意见 ，
包括北京市党代会之前征求的， 医护人员和患者反
映的， 以及我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 最后形成意见
建议稿上报。 建议中既有领导干部提出的艾滋病防
御机制、 基层党建问题， 也有艾滋病患者提出的增
加免费抗病毒药物种类、 解决患者就医难问题， 既
有基层护士提出的基层医护人员待遇问题， 也有老
专家提出的建议普及高中义务教育问题。”

在王克荣看来， 基层党代表的第二个职责是开
好党代会， 认真履职。 第三个职责是把党代会精神
宣传贯彻落实下去。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了， 下
一个阶段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领会十九大精神，
宣传宣讲十九大精神， 让身边的人和社会大众了解
我们党未来要做什么， 怎么做， 达到什么目标。 这
对我来说压力也很大。”

在如何积极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方面， 王克荣
说， 她所从事的工作， 面对的是艾滋病患者， 这一
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社会、 家庭更多的接纳 、 包容 、
帮扶， 在实现健康中国的道路上不落后。 “今天回
到工作岗位， 一是要赶紧给自己牵挂的患者打电
话， 问问他们的情况， 把总书记对贫困人群的关怀
送到； 二是继续投入到全国艾滋病基层护理、 关怀
的培训工作中， 提高大家的关怀、 护理水平； 三是
继续开展好我们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红丝带之家已
经坚持了15年的红丝带高校行活动， 今年我们将走
进十几所高校、 中学， 把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希望转
达到， 同时继续将青少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抓紧 、
抓牢。 为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的三个百分
之九十的目标做贡献。”

“十九大报告内容丰富， 咱们一定要下功夫把
十九大精神吃透。 十九大精神好比为 ‘维生素’， 能
给咱们补充能量、 强健体魄”。 10月27日， 房山区窦
店镇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党的十九大
代表、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党委书记仉锁忠
与全镇党员干部群众分享了参会感受， 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

仉锁忠从党的十九大会议整体情况、 十九大报
告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宣讲。 台下的全体党员和
群众精神振奋， 党员们全部佩戴着党徽和党员名牌，
聚精会神聆听宣讲。 仉锁忠用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
与大家分享学习体会， 引起大家共鸣。

十九大报告指出， 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
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仉锁忠说， 报告
中提到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农村发展指明了
方向， 也更坚定了窦店村改革创新发展的决心和勇
气。 窦店村要把落实十九大精神与加强基层党的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 与落实北京市新一版城市总体规
划紧密结合起来， 依法依规建设， 按照标准要求发
展， 与全村党员干部群众一道， 提振精神， 撸起袖
子加油干， 为加快民族特色城市化建设， 实现百姓
美好幸福生活不断努力。

“报告把解决 ‘三农’ 问题作为重点， 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并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施区
域协同发展一同提出， 极大提高了农村发展标准，
这样有利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 当了17年农村党组
织书记的仉锁忠深有感触地说。

在谈到村域建设和环境治理， 仉锁忠说， 窦店
村有2092户村民， 三分之二以上已搬进楼房。 目前，
窦店村正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 将现有736户平房院
拆迁， 让村民全部搬迁上楼。 在棚改中， 保留一批
能有效增加集体收入的集体可经营资产， 提高村民
财产性收入。 打造一个业城融合、 民族产业特色突
出、 符合当地实际发展的特色小城镇， 千方百计增
加集体经济收益， 保证村民财产性收入。

仉锁忠说， 窦店集贸市场是整个窦店地区农民
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主要聚集地， 已存在几十年。 从
去年起， 他和村委班子成员就在思考如何对集贸市
场进行提升改造。 学习十九大报告后， 仉锁忠对集
市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规划： “建立一个现代化综合
性服务设施———农产品超市， 这样我们既能方便农
民的生活和生产经营， 又能符合新的功能定位。”

仉锁忠对十九大精神的传达， 一次次获得热烈
的掌声。 有着44年党龄的李亚秋感慨， 十九大报告
令她倍感亲切， “过去是 ‘破街烂镇穷窦店， 日值
一毛九分七’， 现在是全国的文明村。 相信在十九大
精神指引下， 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刘钰峰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毛泽东号”第十二任司机长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