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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年说

做勇于担当的
科技工作者
■ 谢达豪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效
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
关键变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
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
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我很欣
喜地见证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稳步发展。从过
去的一片荒芜到错落有致的创新园区，从自给自足
到园区丰富的政策及器材支撑，从单打独斗到众多
高校企业的互相探讨，科学有效的政策规划给予了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十足的发展潜力。

在这几年里，能够参与并助力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的飞速发展，我万分自豪。哈尔滨工程大学
南海研究院已经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作为该
院的一名研究生，我致力于相关核心技术攻关，
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助力
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在风起云涌的新时代，作
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将勇于担当，以科技报国的
决心、自立自强的信心、坚持坚守的恒心，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
科技支撑。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南海研究院在读博
士研究生）

我们的党代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梁靖

10月17日，一场学习研讨会在海南
省人民医院南院（观澜湖）项目工地举办，
数十名党员干部正在认真学习党的二十
大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这激励着我们要把二十大报
告学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加快建设的
脚步。”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后，省人
民医院南院（观澜湖）项目部团支部书记
吴育鹏这样说。

省医院南院项目是立足优化省会三
级医院布局、惠及百姓民生的省重点项

目，建筑总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设计
床位1000张。承担这个重要项目的机
电安装任务，吴育鹏肩上的担子并不轻
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工期任务
紧、建设难度大、固投要求高等诸多不利
因素。

吴育鹏介绍，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项
目部加派人手，采取错峰施工等方法，并
利用装配式工艺技术提高施工效率效果，
保证了整体工程的进度，如期完成门诊医
技楼主体结构封顶。“作为一名建筑央企
的员工，我将更加坚定不移脚踏实地、砥
砺前行，在建设领域发光发热，积极投身
医疗卫生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全力助推海南自贸港医疗卫生事业高质
量发展。”吴育鹏说。

作为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建五局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孟明阳学习了完党的二十大报告后感触
颇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带领下，
我们一直致力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现在正在建设
的项目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孟明阳介
绍，省医院南院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医
疗、预防、教学、康复、绿色为一体的综合
性三级甲等医院，能够更好地完善公共
卫生及医疗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更安
全、高效的就医服务。“我们要带领项目
上的广大干部职工投入到海南自贸港建
设中，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以奋进者的昂扬姿态擘画
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省医院南院项目施工主管华世昌正
在负责地下室砌筑抹灰和发热门诊楼的
外立面涂墙施工管理工作，这次的学习会
也让他受益匪浅。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我们当下做的每一份工作，就是朝着
这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华世昌说，作为
海南省重点医疗民生项目，项目始终严
把质量关口，强抓安全生产，同时通过深
化党员示范岗、青年突击队的建设，充分
把握施工黄金期等有利因素，通过广泛
开展劳动竞赛、技能比武等工作，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现在我对工作责任有了更
深的体会，接下来也要认真负责做好的工
作，将学习内容转化为工作实际成效。”华
世昌说。

据悉，接下来，省医院南院项目还将
通过开展主题党课、知识竞赛、座谈讨论
等形式，进一步组织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党
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省人民医院南院（观澜湖）项目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学习入脑入心 施工干劲十足

■ 李萌

青年强，则国家强。多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关心青年，多次寄语青年，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殷切寄语，“广
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
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
丽之花。”

由“想”到“为”，从“怀抱梦想”到“火
热实践”，总书记提到的这些关键词，是当
代中国青年的时代风采，也是建设中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朝气蓬勃的形象写照。以
青春视角回望十年，尤其是“4·13”以来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历程，这何尝不是以
青春之我创新、以奋斗之我逐梦的闪耀时
光？无论是落实开放为先战略，还是积极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抑或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前所未有”
的各项探索中，广大青年那满是闯劲和干
劲的模样逐渐清晰，他们在实践中学真
知、长本领，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逐
渐成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行家里手，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由“顺利开局”到“蓬勃展
开”再到“进展明显”。实践再次证明，当
青春奋斗与伟大事业同频共振，希望和梦
想就能拔节生长。

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地把青年团
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
新时代海南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重大
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
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
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
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
路人。”毫无疑问，为广大青年厚植成就梦
想的沃土，时代发展才能迎来强大的青春
动力。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一项长久的
接力赛，而青年作为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既是这场角力的逐
梦者，也是圆梦人。“青年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生力军。我们要关心、爱护青
年，让海南成为更多年轻人成就梦想的沃
土！”海南将对青年的重视写进省第八次

党代会报告中。翻阅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多项政策措施，不难发现，海南早已将对
青年的呵护纳入蓝图。比如，出台《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

《海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实
施办法（试行）》，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
停居留政策，建立健全人才服务管理制度
……这些举措都给奋斗路上的广大青年
吃下了“定心丸”，增强了获得感。到年轻
的自贸港寻找未来，成为越来越多的有志
青年的选择。

生逢其时，当不负其时。建设中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
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自觉把青春奋斗融入琼州
大地，定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火热
实践中实现理想、书写华章。

让青春在火热实践中绽放
走笔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目前，“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正在
北京举行。在中央综合展区和海南单元，
有多幅照片里的笑脸直抵人心：一位陵水
黎族自治县外来务工人员领到居住证，开
心地笑了；儋州市大成镇火龙果种植基地
的农户们分享着丰收的喜悦……一张张
笑脸的背后，是海南生动的民生答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所有精力
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海南民生工作寄予厚望。海南
牢记嘱托，聚焦民生实事，补齐民生短板，
多措并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
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海南单元，一张照片让许多参观者
倍感亲切：2013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三亚市亚龙湾的玫瑰风情产业园向花
农了解玫瑰种植管理技术。也是在那时，
习近平总书记留下那句温暖亿万农民心
窝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这些年来，海南出台一揽子政策措
施，派出2700多支乡村振兴工作队8500
多名队员深入各地，勠力取得65万名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脱贫的丰硕战果。
如今，海南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来谋划推
进，努力打造乡村振兴“海南样板”。

海南省清华附中文昌学校的学生们
在操场上运动、万宁中学的学生们在上本
地美食品鉴课——照片中学生们的笑脸
天真烂漫，展现出蓬勃朝气。海南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推进“一市（县）
两校一园”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引进工程，
实现市县全覆盖，“家门口上好学”“阳光
快乐”特色印记教育广受欢迎。

“推进基层医疗人才管理体制和激励
机制改革，‘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正
成为现实。”循着讲解员的声音，参观者的
目光聚焦在一组照片上：临高县博厚镇中
心卫生院医生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乐
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中心卫生院的全科
医生为小学生看病。“海南切实打通了群

众看病就医过程的‘痛点’和‘堵点’，为百
姓托起稳稳的幸福！”参观者王先生说。

美好生活不仅要有物质需求的满足，
还要有优质的生活品质、丰富的精神生
活。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精品文艺创作、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环岛自行车赛、琼中
女足、万宁冲浪运动……一张张展览照片
生动展现了海南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取得
的积极成效。

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到织密民生
保障网，从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
革到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在海南单
元，一个个民生亮点、一项项暖心成就，多
角度展现海南绘就幸福民生底色所做的
努力。 （本报北京10月18日电）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定格海南人民幸福生活

写在百姓笑脸上的民生答卷

⬆目前，“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正在北京举行。图为近日，观众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海南单元参观。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中央综合展区展出琼中女足的照片。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洋葱信条：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盛况，
我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仿佛置身大会现场，感受
作为共产党员最荣耀的时刻。我们将继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大家的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

@就是有态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思
想、新观点、新举措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名学
生，我们也要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了解时代
趋势和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越来越强
大，海南自贸港建设越来越好，我骄傲！

@冰之心是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我们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样子。国家富强，人民生活
幸福，社会和谐，人人都对明天、对未来充满期待
和向往，这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最美的模样！

（以上网友留言摘编自海南日报客户端、新海
南客户端、新浪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辑/魏燕）

“群”心向党

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
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在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荡在14亿
多中华儿女心间。

10年，120个月，3600多天。岁月年轮，刻下
一个民族勇毅笃行的足迹；10年光阴，化作新时
代中国恢宏壮美的画卷。大美中国，政通人和，天
地间奔涌万千气象，放眼是波澜壮阔的光明前
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9600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二十大报告
中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山飞越，鹏程万里。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
略安排，要求我们再闯关山万千重。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中国人民必将以更加强大的前进动力，更
加昂扬的奋斗精神，踔厉奋发，驰而不息，努力开
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新时代，中国梦，寄托在每一个辛勤有力的肩
膀上。脱贫群众的质朴笑脸、奥运健儿的矫健身
姿、人民子弟兵的飒爽果敢、科研人员的坚定执
着、党员干部的俯身下沉、青年一代的朝气蓬勃
……勤劳的亿万中华儿女，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
美好前景，在广袤的国土上团结奋进，在新时代征
途上辛勤耕耘，收获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累累硕
果，成为创造历史的主角。

万物迸发、信念茁壮，泱泱华夏、生生不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下，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
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的中国，今朝好看，明日更可期！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任沁沁）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