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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
作报告。 报告对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工作进行了回顾 ，概括了“十三五 ”
时期发展成就和“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
任务， 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宏观政策取向，部署安排了全
年的重点工作。

在谈到对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时 ，
湖南政法系统干警纷纷表示报告凝聚人
心、务实干事，令人备受鼓舞。

实干为要投身司法事业
报告指出 ，2020 年 ，中国经济恢复

好 于 预 期 ， 全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2.3%。 政府工作报告将“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 6%以上 ”作为 2021 年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之一 。 作为一名从事公安经侦
工作的民警，桃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长
沙孝松对此感触颇深 ，认为这一成绩来

之不易 。
“这组数据说明经济政策回归常态

化，全年各项经济目标回归到疫情前水
平 ，政策更贴近实际需要 ，进一步强调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普惠金融问
题 。 ” 沙孝松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在宏
观政策层面 ， 更强调连续性 、 稳定性 、
可持续性 ，进一步重视解决住房 、养老
等重点问题 ， 对国家安全 、 依法行政 、
扫黑除恶 、产权保护 、营商环境等方面
也提出更高要求 。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经开区巡回法庭庭长罗新祥对此
也有相同看法 。 “在新时期新征程中 ，
作为法官 ，我将立足本职工作 ，遵循要
求以 ‘实干为要’，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合法利益。 ”

“一份份优异的成绩让我们对未来
更有信心。 ”怀化铁路公安处松桃站派
出所民警宋纪飞激情满怀 ，作为新时代
青年民警， 将充分发挥青年民警优势 ，
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投身于铁
路公安工作中 ，切实保障铁路运输和旅
客生命财产安全 。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用这样一句话回顾了抗疫历程 ，这
让岳阳市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李泉回
想起去年 3 月份赴企业一线担任驻企
防疫联络员的 14 天 。

14 天的企业一线抗疫经历 ， 让李
泉参与并见证了岳阳市防疫和复工复
产这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役。 “碰到的
一些人 ，看到的一些事 ，让我从内心感
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党旗高高飘扬在
防疫一线’， 进一步明白了我党的初心
和使命 。 ”李泉说 ，今后 ，他将会以更加
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于司法行政事业，
奋力拼搏、不负韶华、勇往直前。

阳光执法让群众感受公平公正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锲而不舍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桃源县公安局漳
江派出所教导员兰于认为 ，建设铁的队
伍，需要有铁的纪律。

让长沙市天心区交警大队民警向

军印象深刻的 ，是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加
强法治政府建设 ，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
监督 。 “这要求我们无时无刻都要在阳
光下执法 ，在人民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下
执法 。 尤其是路面交通执法时 ，都是和
老百姓直接打交道 ，更加考验我们的执
法态度和执法能力。 ”

向军表示， 首先要明确交通执法是
为了保障道路的交通秩序和安全， 营造
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 其次要了解执法
是为了更好地护法、守法，让群众一起来
遵守法律法规， 提高法制意识和法律素
养。 “更要明白手中的权力是人民和国
家赋予的，要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之所
忧，让执法工作更加透明公正”。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胡波表示 ，将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
契机 ，抓好各项检察工作落实 ，在履行
检察职能中主动思考、积极服务社会发
展 ，维护地方稳定 ，为营造良好的法治
营商环境和市域社会治理贡献更多检
察力量 ， 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
献礼 。

奋力拼搏 不负韶华
———湖南政法系统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用十足的韧性接受挑战，
用十足的耐心追求极致”
“第一次到城里的建筑工地学砌墙

时，工友们都笑话我，因为当时在工地上
砌墙，砌得越多，工钱也就越多 ，但我只
要觉得砌得不美观就推倒重砌。 ” 邹彬
说，那时对“工匠精神”的认识开始萌芽，
认为干活儿“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标准”。

邹彬介绍，2014 年，自己参加了中建
五局技能比赛，拿下砌筑组第一名，随后
又陆续参加了行业更高级别比赛， 一路
过关斩将，最后进入了国家集训队。

“说实话，我对自己的实操技术有信
心，但由于读书少 ，我对几何知识 、图形
测算几乎无法理解， 直接影响了作品美
观，这让我非常难过。 好在我的老师没有
放弃，给我‘开小灶’强化理论课程，帮我
编顺口溜加强记忆。 ”邹彬说，那时候，心
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为国
出征，吃再多苦也不怕! 计算不准图形数
据，他就砌好一面墙，对照图纸、检查误
差，再把墙推倒 、拆掉 ，又重新开始砌 ，8
个月时间里，就这样反复练习。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 43 届
世界技能大赛上， 邹彬获得了砌筑项目
优胜奖， 实现了中国在这一奖项上零的
突破。 “那一刻，我对工匠精神又有了另

外一层认识：要用十足的韧性接受挑战，
要用十足的耐心追求极致! ”邹彬的话掷
地有声。

“代表通道”现场 ，邹彬回忆起参加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基层代表座谈

会的场景。 去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长沙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听取基层
干部群众意见建议，邹彬作为代表之一，
当面向总书记提出提升农民工素质技
能、保障相关权益等方面的建议，得到了
总书记的回应。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
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 听了总书记的话语，我
的心里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幸福感， 我知
道，这种幸福感来自于劳动。 ”邹彬说。

今年参加全国两会， 邹彬带来了加
快推动“农民工”向新型建筑产业工人转
型的建议。 他说：“我特别想对更多的农
民工兄弟姐妹们说， 坚持干一行、 爱一
行，成长为大国工匠，为实现‘中国梦’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真诚地希望全社
会都更加关心、关注农民工群体，让我们
有更多学习提升、改变命运的机会。 ”

“站在采访台上，
十分激动、紧张且期待”

“代表通道”采访活动结束后 ，记者
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邹彬， 请他谈谈当时
的感受。

“站在采访台上 ，我感到十分激动 、
紧张且期待。 ”邹彬告诉记者，当时，脑海
就像放映电影一般，闪过了一幕又一幕：

从 16 岁到工地学习砌墙， 到 19 岁获得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优胜奖，再到 22
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说：“我从湖
南娄底山区走来，从未想过自己可以走
上 ‘代表通道 ’，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人民展现新型建筑产业工人的风采 。 ”

邹彬说，其实，得知自己要参加这次
活动时， 心里非常紧张，“尤其是得知能
有幸和‘人民英雄’张伯礼院士在同一场
活动中发言时，更加感觉到压力。 但一想
到要为农民工群体发声，责任重大，就鼓
励自己一定要表现好。 ”

“作为一名‘95 后’，我也很期待用自
身经历来告诉广大农民工友尤其是青年
工友： 这是一个行行都能出光出彩的新
时代， 也有着许多让技能人才展示和提
升自己的大舞台。 希望广大工友们更有
信心和动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
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邹
彬说。

邹彬表示，两会结束后，将继续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 宣传贯彻好
两会精神。 同时，将继续发扬工匠精神和
劳模精神，努力增强技能水平，更好地为
湖南等地的农民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
“让老百姓住上更好的新房子，在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贡献自己的青春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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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彬：“坚持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

人民网记者 陈斌 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笑雪 周帙恒

“很荣幸能作为湖南代表团的唯一代表参加‘代表通道’采访活动。 ”3 月 8 日下午，走上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通道”的全
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在接受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采访时，用“激动”“紧张”“期待”三个词形
容当时的心情。

在这次“代表通道”采访活动中，邹彬分享了自己从“小砌匠”成长为国际大赛获奖者的故事，并为广大农民工群体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