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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的 期 盼共 同 的 期 盼 美 好 的 未 来美 好 的 未 来
——各地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各地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

11月 8日清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道装饰一新，洋溢着喜
迎党的十八大的浓厚氛围。9 时整，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的
两块大屏幕开始直播党的十八大开幕，人们纷纷集聚在大屏幕
前观看开幕盛况。

来自上海黄浦区外滩街道的居民钟莉君告诉记者：“我今
年 68 岁了，觉得上海这 10 年的变化太大了，上海地铁更多
了，天空更蓝了。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居民
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上海黄浦消防支队队长唐永革说：“观看了党的十八大开
幕直播，心情十分激动。我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骄傲，为居民
生活的日渐改善而感动。作为一名消防战士，我将和我们浦
东、徐汇、奉贤、静安、闵行等区县消防部门的战友一起，为
上海的平安幸福奉献一切，为百姓的安居幸福站岗。”

11月 8日，革命圣地延安，晴空万里。在宝塔山下的枣园
镇枣园村党员活动室里，“枣园人民热烈祝贺党的十八大召
开”的大红横幅格外耀眼。

上午 9 时，30 余名党员和众多群众齐聚电视机前，收看
党的十八大开幕盛况。掌声不断从活动室里传出，表达着老区
党员群众对党的深情和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

党员张湖姣是枣园村 2005 年最早发展农家乐的村民之
一，她说：“报告中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
个农民，现在我家的农家乐能发展到 27 孔窑洞，全靠党的富
民政策好。我们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都要感谢党和政府
⋯⋯”枣园村党支部书记陈巍听完报告，对今后村里经济的发
展更加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生活定能实现。”

11 月 8 日上午，全国各地干部群众怀着喜悦的心情收看了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盛况。从高校到机关，从工地到
农家，从机场到车站，人们热切的目光投向盛会直播。

为祖国贡献力量

11 月 8 日上午 8：30，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交流厅里，一层
报告厅里早已坐满了学生。北航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王文文告
诉记者，这些学生是来自北航各个学院的研究生党员，人数超过
400人。

“这些年，我国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令人倍感自豪。神舟飞
天、天宫对接、奥运会等大事喜事振奋人心。”观看直播后，来自
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徐驰说。徐驰是通信与信息技术专业的博
士生，参与过数字电视、北斗二代等领域的科技研究。“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提到，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一名通信方向的研
究生，我觉得自己要把握好国家信息化事业发展的好时机，在书本
中学习，在科研中创新，在实践中历练，激发创新性思维，为成为
合格乃至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而不懈努力。”

“要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一旁的北航计算机图形学专
业研一学生许可告诉记者。在观看直播时，许可坐在报告厅第二
排，听得尤为专注还不时点头。“国家这些年在改善民生方面做了
许多实事，我有许多切身体会。”3年前，许可一家结束了四处租房
的日子，搬进了两室一厅的经济适用房。“买房时还享受到政府补
贴。这些年申请到的助学贷款也为家里缓解了资金压力。”许可
说，“心怀感恩，壮志报国。我们青年学生更要走进基层，贴近一
线，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在天津港煤码头候工休息室内，天
津港孔祥瑞操作队的队员们正在利用休息时间收看十八大开幕直
播。记者采访了操作队副队长贾铁柱，他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提到劳动光荣、创造伟大，使我们港口工人精神振奋。孔祥瑞作为
我们港口工人的代表赴京参会是一项特殊的荣誉，更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作为孔祥瑞操作队的一员，我们要发挥产业工人的聪明才
智，继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做知识型、复合型产业工人，为祖国
的发展贡献力量。”

创新是发展不竭动力

11 月 8 日上午，掌声不时在沈阳机床集团总部多功能厅响起。
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 100 多名工人、技术专家聚集一堂，收看党的
十八大开幕盛况。

拿着小本子记录要点的辽宁省劳动模范王丽芳，着重记下来
这段话：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

响力。她说：“沈阳机床这些年来在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中所取得
的一系列突破，正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结果。党的十八大报告为
我们企业坚持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们做大做强国有
企业的信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说进了我们的心里。”沈阳机床集团技术专家
严昊明觉得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正是沈阳机床产品升级的法宝。他
说，沈阳机床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系统，打破了国际垄
断，为国争了光，为行业争了气。创新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也
是坚持走科学发展强国之路的不竭动力。

北京金隅集团 （股份） 公司广大干部职工通过电视、网络等媒
体，收听、收看了十八大开幕盛况。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近年来我们由
过去单一生产传统建材产品的地方性企业，发展为以传统建材与现
代服务及高新科技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产业集团，我们在转型升级
上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卫平告诉记者。

在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代表集
中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直播。

坐在会议室第四排边上的王文杰是惠州德赛西威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的一名职工。他说：“党的十八大代表中有 34 位民营企业家，
我期待他们能为企业发出更多声音。”

很多职工表示，党的十八大报告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
髓，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的表述更是他们深感
共鸣的地方——“科技就是生产力”、“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
源泉”⋯⋯

关注民生暖人心

在位于广西南宁市新竹路的家里，吕华军和妻儿、丈母娘一起
收看电视直播。

“10 年前，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抱着梦想来到南宁。如今在这
座美丽的城市里，我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自己的家，是党和国
家鼓励就业和创业的好政策，成就了我这样一个年轻人。”吕华军
说。当听到报告中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
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吕华军高兴地说：“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
一定能够过上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

11月 8日早上，为了收看开幕直播，74岁的韩大爷没出门，他
把屋子收拾利落，还把大电视屏幕仔细地擦了几遍。韩大爷退休前
曾任国家女子举重队领队兼总教练，培养过 33位世界冠军。

整个上午，韩大爷侧耳倾听，目不转睛，生怕漏了一个字。
“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注重以人为本，特别关注民生！”老人掰着手
指算 8年后儿子工资能涨多少，笑得合不拢嘴。

奔向未来好生活

山西太原的天气格外晴朗。位于太原市高新区的同昌创业园办
公楼项目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许多农民工或围着电视、或举着收
音机，认真地收看、收听党的十八大开幕盛况。他们时而安静得鸦
雀无声，时而开心地露出笑容，时而兴奋地互相讨论几句。

“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 2010
年翻一番！看来工资还要涨啊，真是太高兴了，这下我们干活更有

劲儿了。”钢筋工张兵激动地说，他外出打工已经有了 15 个年头，
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刚开始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工作很不固
定，大约一天能挣个十几元，现在一个月我能赚 3000 多元，在太
原不算少了。没想到，再过几年还能翻番。感谢党，感谢国家，让
我们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提到十几年打工生活的最大感触，张兵说道：“变化最大的还
是生活和工作条件。原来在工地上，我们都是在简陋的简易房里打
通铺，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住在统一的宿舍
里，二层小楼，安全、干净、24 小时有热水，还供暖气，再冷的
冬天都不怕了。”

如今，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条件越来越好，保障也在逐步完善。
张兵告诉记者，公司为他们购买了个人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在太
原，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保，与太原市居民
享受同样的财政补贴。

当报告中讲到大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时，来自江苏的宋海军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现在城里有的我们农村都有啦。”由于常年
在外打工，他很久才回一次家。宋海军告诉记者，每次回到老家，
他都看到了巨大的变化。如今，他老家的村子里已铺上了马路，下
雨出门一脚泥的状况已成为历史。简陋的小卖部也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大型超市。

大家十分激动，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感受：“现在农民工的
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了”，“这说明党和国家对我们农民工特别重视和
关怀”，“国家一天比一天繁荣，我们的生活也会一天比一天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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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居民生活更幸福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董 磊 董碧娟 祝惠春

11 月 8 日清晨 8 点还不到，云南昆明盘龙区滇源街道三
转弯村委会已经是笑声阵阵、热闹非凡。32 岁的宁自洪是三
转弯村的村民，他穿着崭新的苗族服装早早地来到村委会。
他告诉记者，由于这几年国家政策好，他家年人均收入从原
来的 1000元增加到现在的 6000元。

上午 9 点，十八大直播正式开始，村民们聚精会神地看
着电视。当听到报告中说要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
时，村民们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使劲鼓掌，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容。68 岁的黎大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这太好了，肯定会
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建设村子。”一旁的韩大爷也插嘴说
道，“这说明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很关心，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舒坦了，我们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11月 8日，海南儋州市南丰镇处处是喜庆热烈的气氛，村
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南丰镇是个黎族苗族聚居镇，黎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
70%以上。当天上午，记者在新村村委会干部符亚才家中看
到，10 多名村民围坐在电视机旁，眼睛紧紧地盯着荧屏观看
十八大开幕盛况。

“听了大会报告，心情十分激动，相信我们以后的日子肯
定会更好！”正在收看直播的村民黄女士激动地说。

沐浴着十八大的春风，细数着 10 年来的变化与发展，符
亚才告诉记者：“近年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扶持下，我们
村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低矮的瓦房也变身楼房，农民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了！”

11月 8日上午，党的十八大隆重开幕，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欢欣鼓舞，认真收看、收听会议盛况。

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晨练的人们依然热情不减。不少群
众在晨练结束后，来到广场上的大屏幕前观看直播。“盛会
召开，举国关注，世界瞩目。”今年 74 岁的张宗林一字一顿
地说，“我坚信有党的坚强领导，国家会越来越强大，老百
姓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退休职工衣力汗·托乎提在家里收看了十八大开幕直播。
他说，“十八大报告关注基层、关注百姓、关注民生，听后感
觉心里热乎乎的。相信有党的坚强领导，祖国的未来、新疆的
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大家纷纷表示，听了报告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要努力做
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

羌塘草原红旗飘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云南：

村里日子更红火
本报记者 周 斌

11 月 8 日一大早，在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的
河北安平县台城村，全体党员齐聚在党支部纪念馆大厅中
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直播。1947 年入党的老党员弓增建
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根本途径。几十年来，我们村见证了全国广大农村在党
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
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台
城村党支部书记弓栓良说，“在这样的好环境中，我们要传
承革命精神，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听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我
们发展产业经济的劲头更足了，我们将加倍努力，让更多的
村民富裕起来。”

宏 伟 蓝 图 催 人 奋 进宏 伟 蓝 图 催 人 奋 进

11 月 8 日上午，革命老区江西赣州处处欢歌。从瑞金
“红井”到于都长征第一渡再到兴国将军园，从机关到学
校，从企业到农村，老区人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庆祝党的十
八大隆重召开。家住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的 93 岁老红
军钟发镇说：“有党中央的关怀，我们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

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杨照春与村民一起听完
十八大报告后欣喜地说，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心着我们革命
老区的发展，今年又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红井”村民小组的村民收入越来越
高，今年有望突破 7500 元，“我们一定要结合这次大会的精
神，让村民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

赣州：

处处欢歌庆盛会
本报记者 赖永峰

海南：

黎乡苗寨沐春风
本报记者 陈发卿

新疆：

坚信祖国更强盛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延安：

宝塔山下农家乐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一 蓉 小 宇

安平：

革命薪火代代传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刘 恩

11 月 8 日一大早，当曙光刺破云层照耀在海拔 4700 米的羌
塘草原上时，48 岁的西藏那曲县古露镇萨措村村委会主任罗占
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挂在了自家新房的顶上，眼睛笑成了一
条缝。

村委会不远处就是罗占漂亮的安居房，明亮的玻璃、红绿相
间的藏饰窗棂、画工精致的彩绘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我们全家
住在土坯房里，屋内低矮阴冷，每次生火做饭，屋里总是布满烟
尘。”罗占告诉记者。如今，他的新家有三间屋，一间作为客厅
和卧室，另外两间分别为厨房和储物间，每间屋都宽敞明亮。

党的十八大开幕的日子里，萨措村的党员牧民们早早把牛羊
赶出了家门，穿好节日的盛装骑着摩托车朝村委会方向赶来。古
露镇党委副书记斯塔罗布告诉我们，村里老百姓都很关心大会的
召开。

村委会会议室内，火炉里新添了干牛粪，屋子里顿时暖和了
起来。村民们陆续地走了进来，围炉而坐，等候着党的十八大直
播。有的村民来晚了，还自带了凳子。

时针指向 9 点。跟随着电视里的鼓掌声，村民们不约而同地
也鼓起了掌，兴奋和激动写在每个人脸上。

村民们早就和斯塔罗布说好，大会开始时，斯塔罗布要给他
们翻译。斯塔罗布一字一句地给大家翻译着，解释着。说到激动
处，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就被调动了起来。村民们都凝神看着，屏
息听着，生怕错漏了什么重要信息。

当斯塔罗布给大家翻译到报告中提到很多关注民生的举措
时，现场一片欢腾。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了起来。
1985 年就入党的嘎玛次巴说，非常感谢党这么多年来对西藏、
对我们农牧区的关心，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大，农牧
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自己所在的萨措村来说，日子是
一天一个样，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他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
就要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村里树立好的榜样，让大
家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对党常怀感恩之心。

一旁的罗占给我们细数起了村里的变化，游牧是大家以前的
生活方式，现在通过安居工程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子
⋯⋯“安居工程不是解决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全区的老百姓都
受益的一项民心工程。”说到激动处，他还一边用手比划着。不
仅是安居工程，快言快语的村妇女主任仓决急忙补充道：“以前
村里没有电，现在村里全部都通了电。”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机，没有电视机的还领到了国家通过“户户通”工程送的电视
机。

村委会副主任次吉则感觉驻村工作队来了以后村里的变化最
快，“驻村工作队帮我们争取到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村里的道
路硬化了，有了垃圾箱、太阳能路灯，村子变得更漂亮了”。

全村有 400多头牦牛，罗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动员全村
136 户牧民在村里建个奶制品加工合作社。“卖鲜奶一斤才六七
元，加工后一下就能卖到 12 元。”为了能让合作社尽早成立，他
还特意跑到附近的罗玛镇的奶制品加工合作社考察过好几次。

“我们全村要以实际行动永远热爱党，坚定不移跟党走，一心一
意把家乡建设好！”罗占说。

11 月 8 日上午 9 点，北京地铁一号线里人头攒动。此刻，地

铁的移动电视里正播放着党的十八大开幕实况，吸引了众多乘客

观看。

“上午要出去联系业务，本以为会错过直播，现在正好可以

看了。”来自一家机电设备公司的业务经理甘永和对记者说，“党

的十八大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企业和员工的发

展前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甘永和说，他大学毕业后到北

京工作已经 5 年了，现在事业小有成就，这些都得益于经济高速

发展的大环境，“我来自一个小县城。上大学的时候，在国家的

助学贷款支持下完成了学业，现在机电设备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公司业务也开展得很顺利。”

甘永和的话引起了周围不少乘客的共鸣，他们纷纷和记者攀

谈起来。家住北京朝阳区兴隆家园的赵丹萍正准备带着一家人去

天坛公园游玩。说起这些年来生活的变化，她显得特别兴奋：

“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跟 10 年前比，我的工资涨了，看病

有医保，住房从两居室换成了三居室，生活水平提高了。”

正说着，电视里传来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报告内容，赵丹萍情不自禁

地赞叹“真好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

标，老百姓的生活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记者走出地铁，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东方广场。从远处一

眼望去，就能看到工美大厦上的大屏幕电视正在直播党的十八大

开幕盛况。尽管寒风习习，仍有不少行人在大屏幕前驻足观看，

还有不少人拿出手机或相机对着大屏幕拍照。“十八大开幕啦！”

“真是振奋人心啊！”行人中不时传出这样的对话。

北京市西城区的韦大爷今年 72 岁，他笑着对记者说，他周

围的老党员们跟他一样都特别关注党的十八大召开。“这可是党

和国家的大事啊！”韦大爷说，“这几天我都会看电视直播。别看

我年纪大，我也会上网了解大会的消息。”

76岁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林自立，还没等到 9点大会开幕就早

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听了十八大报告，我受到了很大的鼓

舞，心里很感动。我们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老林感慨

万分。老林的老伴蔺桂芳已近 70 岁，自 2008 年奥运会期间担任

街道志愿者后，社区组织的许多志愿活动她都踊跃报名参加。

“我是大红门街道的安全巡逻志愿者，明天我还要值一天的班。

作为老党员，我们既要关心国家大事，也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

为国家出一份力。我们的生活也更充实、快乐！”蔺桂芳说。

不到 8 点半，海淀区西三旗育新花园社区 20 多位老党员就

早早来到社区办公室，集中观看十八大开幕盛况。邓大妈说：

“党的十八大是全民所期所盼、充满激情的盛会，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党员我的心情非常激

动。”

58 岁的杨大爷臂戴红袖标在前门大街一边值班巡逻，一边

拎着一台小收音机收听十八大开幕直播。

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新浪、搜狐、腾讯等各大

网站上，十八大开幕直播视频放在首页显著位置，来自全球的无

数网友通过互联网关注着盛会盛况。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校园网

的 BBS 上，十八大成了最热的字眼，学子们纷纷结合切身感受

写下祝福的帖子。

党的十八大，就像这初冬里的暖阳，激动着每一颗心，照耀

着首都的大街小巷⋯⋯

1111月月 88日上午日上午，，各地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各地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

①① 北京西城区先农坛社区居民群众在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北京西城区先农坛社区居民群众在收看十八大开幕盛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树贵李树贵摄摄
②② 福建宁德三都边防派出所海上警务区官兵组织收看十八大开幕直播福建宁德三都边防派出所海上警务区官兵组织收看十八大开幕直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石 伟伟 通讯员通讯员 丁际超丁际超 袁自由袁自由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③③ 兰州至北京西兰州至北京西 TT7676次列车上次列车上，，旅客在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实况旅客在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实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琛奇李琛奇 通讯员通讯员 潘潘 旭旭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④④ 海拔海拔 47004700米的西藏那曲县古露镇萨措村村民在收看十八大开幕直播米的西藏那曲县古露镇萨措村村民在收看十八大开幕直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夏先清夏先清 代代 玲玲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