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换上节日才穿的盛装，围坐在百年芒果
树下，10月18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浪论村的120名村民紧盯着面前的电视
机，期待着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直播。

上午9时整，雄壮的国歌声从电视里传
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前一秒还有些
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对于浪论村
的村民来说，这是一场和他们生活息息相
关的盛会。

“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
显著增强。”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村民
张林深有感触：“正是有了这些惠民举措，我
们才有机会坐在家门口收看远在北京召开的
盛会啊！”张林说，过去的5年时光里，浪论村
从一个地处深山、交通闭塞、网络不通的穷
村，变成了如今进出都是水泥路、在家就能网

上购物的美丽乡村。
村干部刘桂芳深知，习近平同志的报

告，不仅总结了我国过去5年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同时也与村子未来的发展以及村民
们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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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当听到习近平同志的这
番话，她带头鼓起了掌。激动，发自内心，
溢于言表。

芒果树下掌声连连，村民脸上满是喜
悦。王下乡干部黎增山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他高兴地说：“在热烈的掌声中，我分明看到
了村民们对于生活的希冀、对于发展的渴望，
以及那股发自内心的发展动力。”

（本报石碌10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陶楚雯

10月18日上午，烟雨蒙蒙，位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附近的琼乐高速项目施
工现场，一改往日的喧嚣，工人们安静地围坐
在电脑前，聚精会神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
现场直播，聆听习近平同志作报告。

“交通强国，习总书记提到了交通强国！”
工人们发出一阵低语，脸上充满自豪。中交
二公局海南琼乐高速B1合同段工程部现场
施工员巩红斌激动地说：“作为中国人，我骄
傲；作为中国的修路人，我自豪；建设交通强
国，我们都有幸参与！”

听了报告之后，该合同段安全部部长
杨涛觉得有种沉甸甸的使命感，“我们作为
工程建设者，一定会用自己的努力，以最严
苛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为党和人民奉献精品
工程。”

“报告里提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那些不

平凡的成绩，我们修路人走南闯北看得多了，
真是感同身受。”摊铺车司机李保成说，海南
高速公路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明年琼乐高
速就要建成通车，海南“田”字型高速公路网
正加速形成。

测量队队长罗光明也从报告中汲取了
力量，他说，作为一线施工人员，他深感责
任重大，今后的工作与学习当中，将不断总
结与反省，不断鞭策自己、充实自己，努力
提高自身素质与业务水平，“不辜负这个伟
大的新时代。”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项
目试验室试验员王航航反复咀嚼着报告中的
这两句话。刚从业不久的他感觉心中升起一
股豪情，“绝不能辜负党为我们搭建的舞台，
不能辜负党对我们青年人的关心爱护，我们
一定要坚定信念，脚踏实地，不忘初心，勇做
新时代的弄潮儿。”

（本报营根10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郭萃

今天上午8时 30分许，海南大学思源
学堂已座无虚席，近千名师生胸前佩戴着
团徽、党徽，手持国旗、党旗，脸上洋溢着喜
悦和兴奋之情，等待着党的十九大开幕会
直播。

9时，思源学堂的大屏幕上开始直播党
的十九大开幕会，所有师生全体起立，齐唱国
歌……在收看聆听十九大报告的过程中，大
家边看边做记录，不时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习
近平同志的精彩报告。

“这次观看十九大开幕会直播，最大
的感受就是自信、自豪，责任感倍增。”作
为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团委书记和致
远班党支部书记，李青更多关注的是教
育、基层党建等方面内容，“这是我们作
为高校教师和基层党务工作者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同时也深受鼓舞。”李青告诉
记者，下一步将组织学习贯彻好十九大

报告 精 神 ，同 时 建 设 好 党 支 部 、团 支
部，发展培养好党员和团员，让他们真
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参与者，这也是
高校教师的青春使命、历史担当和时
代责任。

听完报告后，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2014级学生黄静感触很深：“报告中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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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青年学生更应该扎根基层，扎
根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区，在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绽放青春之花。”

中午12时30分，3个半小时的报告结
束了，思源学堂里，热烈的掌声久久不
息。大家纷纷表示，要扛起发展祖国的责
任担当，在新时代的大舞台上，争取发挥
中流砥柱的作用。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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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卓斌

今天上午8时40分，在位于海南老城经
济开发区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内，海南一村一
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9名青年围坐在桌子
旁，紧盯电视机，等待着一场特殊的“晨会”。
20分钟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看着电视里
庄严热烈的现场直播画面，浓浓的自豪感涌
上众人心头。

海南一村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杨春国说：“十九大召开可是全国人民的大
事，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在学习领会上，咱
们企业员工决不能落下！”杨春国还记得，正
是因为赶上了近年来“互联网+农业”的浪
潮，切身感受到了各项政策的利好，他们的企
业才能茁壮成长。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
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
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的时代。”听到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
中所说的这段话，“90后”海南女孩符小惠
激动地说：“近几年来，我亲眼看着家乡发生
了巨大变化，条条水泥路通到村，光纤网络
逐渐通到户，原本‘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优质
农产品乘着电商快车成了‘网红’，变化实在
太大了！”她表示，自己对新时代充满期待，
并将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注入一份力量。

（本报金江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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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为美好未来的憧憬而起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讯员 蒋波 雷辙

10月 18日，澄迈县某军港码头，阳光
和煦，风平浪静，停泊在码头的武警海南总
队海运大队某船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上午8时30分，完成对船艇机械的例行
检查后，该船机电班班长、二级警士长罗永峰
和战友们早早地围坐在船舱内的电视机旁，
等待收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会直播——五年前，罗永峰曾作为武警
部队唯一的基层士兵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
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
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二
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
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电视里，习近平同志话音刚落，罗永峰

便带头鼓起掌来。
罗永峰告诉记者：“我有幸作为党的十

八大代表，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参
与者、受益者，最大最真的体会就是听党话、
跟党走。今天，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直达我
的心底，我相信未来必将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强军梦。”

下士陈平股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祖国
的变化有目共睹。他的家乡在两年前还是贫
困村，如今一年一个样，已走上奔小康的道路。
他说：“我本来还想着早点退伍回家，现在家里
的经济问题解决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也能
安心在部队实现自己的‘强军梦’了。”

伴随着热烈掌声，小小的船舱内洋溢着
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巨大变化带来的喜悦，
以及对更加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心。

（本报金江10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10月 18日上午9时，琼海市潭门镇的
渔民自发组织起来，在渔船上收看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盛况。

起立、鼓掌……虽然身在渔船，但琼
86888 号船的船主柯维秀感觉就像是站
在会场：“习近平总书记跟我握过手，感
觉非常亲切！习近平总书记还嘱咐我们

‘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我们现在做
到了！”

柯维秀珍藏着一幅照片，那是2013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潭门视察时与渔民的合
影。照片上，柯维秀站在习总书记右手边第
三个位置。

柯维秀的船是 418 吨级的钢质渔船。
“以前用的是木船，小规模作业，收入较少，
每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柯维秀说，现

在换成大船后，出海更安全了，收入也年
年提高，仅今年，截至目前就有200多万元
收入。

对于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柯维秀感触
颇深：“我们渔民都觉得党和政府的政策好，
给我们带来了好福气。你看，这大船就是靠
政府补贴，贷款买的！”

这番话在船舱里引起强烈共鸣。渔民
邓业轩说：“以前我靠个体小船作业，收入
低，不稳定。现在我到大船上打工，每个月
拿固定工资，生活比以前安定舒服多了！”
渔民符名福接过话来：“现在出海，船上有
电、煤气、雷达、电视等，以前可是连想都不
敢想啊！”

（本报潭门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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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琼海潭门，渔民在渔船上集中收看党的十
九大开幕会直播。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莫泽盈 摄

10月18日，武警海南省总队海运大队官兵在船舱内同
步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直播。 通讯员 蒋波 摄

10月18日，铺前大桥一标段和塔市边防派出所组织
党员一同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会直播。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10月 18日，海南生态软件园内，海南一村一品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员工正在通过电视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
会直播。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