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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盛世青春接续奋斗
——各行业青年展望2020年愿景

编者按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是这一代青年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实现梦想的途径唯有奋斗。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是落实国家发展的大蓝图，还是实
现自我价值的“小目标”，唯有扎实奋斗不松劲，脚踏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情，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以实干赢得未来。

在这里，我们分享6位来自金融、环保、扶贫、交通等行业的20多岁年
轻人的新年愿景，展示新时代青年的人生理想和青春风采。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经理杨越：

防范金融风险从我做起

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员刘新军：

站在生态环境保护最前线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马建乡扶贫干部闫玥睿：

用青春丈量扶贫之路

湖北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小新川村党支部书记翁新强：

回乡发展农业大有可为

西南交通大学2016级本科生刘园媛：

立志为铁路事业奉献青春

我叫杨越，1992年出生，北京大学
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交银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每一代青年都
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
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作
为一名“90后”，过去几年间，我完成从
象牙塔到职场的转变。站在岁月交替的
时点，我有一些小小心愿。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从国家发展
成就而言，70年砥砺前行，我国GDP已
跃居全球第二。我希望“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
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型
企业，为它们注入更多金融活水。作为
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能
够在中国企业从“大”到“强”、从“重数
量”到“重质量”、从“中国制造”到“中国
创造”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孕育
出更多华为、格力、阿里、腾讯这样的世
界级企业。

过去的一年，是值得回味的一年，
我的工作单位发生了变化。2019年6
月份，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成

立。新成立的银行理财子公司，既是防范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战略的积极举措，也是
交通银行全力支持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
略建设的具体行动。2020年，我们将撸
起袖子加油干，让大家的血汗钱、辛苦
钱、养老钱能够多一分安心省心，少一分
烦心闹心。

2020年，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国家战
略、公司发展的践行者和参与者。防范
金融风险从日常工作做起、服务实体经
济从企业调研走起、投资者教育从身边
朋友说起。作为新时代金融青年的我，
面对2020年，希望将所学、所思、所想应
用在理想实现的征途之中。以海纳百川
的胸襟、乘风破浪的勇气，让梦想之光照
进现实。

2019年，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我和我
的祖国》，它记录了在伟大时代中，每个人
的努力和奋斗。正因为个体的兢兢业业，
才铸就了我们辉煌的70年。对于“90后”
年轻一代而言，身处新时代，既是幸运，更
是责任。我愿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为
我们共同的中国梦奋斗，不负青春，不负
时代。

（本报记者 李治国整理）

“不忘初心深帮扶，真抓实干暖民
心”。2019年是我投身扶贫工作的第4
个年头。4年来，我走村串户，了解民情，
脚步踏遍了马建乡的每一个行政村，从当
初的“新人”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专
干”。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我对
扶贫的热情与执着始终未减。

宁夏西吉县是国家贫困县，县域大部
地处黄土高原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干
旱少雨严重缺水，属于“贫瘠甲天下”的西
海固地区，脱贫攻坚任务异常繁重。

“一个也不能掉队”是我的工作目
标，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坚持下去的
动力。我深知扶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作，不仅需要考虑致贫之因、脱贫之
法，还需要考虑长久的发展之策。自
担任扶贫干部以来，我认真履行职
责，积极落实扶贫政策，在深入调研
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帮扶
工作规划和年度帮扶计划，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分类扶持、精准扶
贫。4年来，我记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汗

水，加过多少次班，吃了多少桶泡
面，也记不清多少次冒着高温酷暑和
风雪严寒行走在扶贫的路上。4年来，
村上的路好走了，土围墙换上了红砖
墙，广场新装了健身器材，基础设施
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批
批贫困户实现脱贫。目前全乡1474户
6806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
年建档时的33%下降到今天的0.96%。

展望2020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迈入小康
社会。新的一年，我将以饱满的热情继续
做好本职工作，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制
定脱贫措施，争取各项补贴政策，了解他
们的实际需求，鼓励他们发展种植养殖
业，通过自身勤劳致富。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我将
坚定必胜信念，牢记使命，苦干实干，为脱
贫攻坚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坚决答
好脱贫攻坚的时代答卷，不辱使命，不负
青春！

（本报记者 拓兆兵整理）

2020年，我即将离开大学，踏上工作
岗位。作为交通运输专业的学生，我立足
自身专业，结合就业指导课程和老师给予
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职业规划，立志成
为一名铁路人，并已被四川铁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录取。

步入大四后，就业一直是我和同学们
最为关心的话题。我们关注到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稳定就业的政策，比如：持续深
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
基层成长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小微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对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实施实名制服务，有针对性地
提供岗位信息、就业指导、培训见习等服
务；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残疾毕业生等
实施“一对一”援助。

我们学校运用各项政策和服务，综合
施策，全面提升我们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能

力，进一步增强创新创业活力，提高市场
供需匹配效率，有效保障我们的就业权
益。除了鼓励我们面向重点单位就业外，
学校还唱响基层就业“主旋律”，引导我们
面向基层就业，比如研究生支教团、大学
生村官等基层就业项目，鼓励我们勇于到
基层一线去。

与此同时，作为一所交通特色鲜明的
高校，学校还为我们充分提供了基层实习
机会，我曾有幸到铁路一线实践，当我穿
上属于铁路人的黄色马甲时，才真正体会
到行业的魅力所在：它需要严谨的工作态
度，需要为民服务的热情，更需要青年热
火朝天的干劲。

2020年，我将在平凡的岗位上挥洒
汗水，在实践中提高素质和能力，朝着
成为优秀铁路工作者的目标不断前进。

（本报记者 刘 畅整理）

我叫刘新军，2018年从中国海洋大
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
到家乡从事环境监测工作，成为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的一名新兵。

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我有幸参
与了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分析
部有机组的组建，并成为团队中的一
员。有机组成立后，随即承担了国家网
土壤监测实验分析任务，数不清的瓶瓶
罐罐，记不清的昼夜加班，汇成了一组组
数据，同事们夙夜在公、严谨认真的工作
作风成了我的“上班第一课”。

前辈们跟我说，环境监测工作是生
态环境保护的哨兵和先锋，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监测数据就是这场战役最重
要的“情报”。刚工作后不久，某地发生
事故，有可能导致环境污染。9点接到
通知，10分钟后我已经坐上了前往事故
现场的应急车。逆行的人流中，我真正
明白了，我们监测人站立的地方就是生
态环境保护的最前线。

刚刚过去的一年，让我对这个“最前
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土壤环
境监测工作还处于摸清家底的阶段，那
么大气环境监测则走到了“啃硬骨头”阶

段。为了适应大气污染治理不断深入的新
形势，2019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加
强了监测分析能力建设，建成了重点实
验室。

为了把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做到极
致，2019年，我参加了全国生态环境监测
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并在大比武中获得
全国个人二等奖、河北省个人一等奖的好
成绩。

展望2020年，为挥发性有机物、消耗
臭氧层物质综合治理工作提供监测数据支
撑，我们监测人再一次站在了生态环境保
护的最前线。采样品、做分析、出数据，这
就是我工作的全部。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更加坚定了我守
护家乡“绿水青山”的初心。新的一年中，
我愿意将我的青春和才智奉献给环境监测
事业，采集样品不辞辛劳，实验分析严谨认
真，以真实、准确、全面的监测数据，为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尽我自己的一份心力。

新的一年，我还希望妻子能够生一个
漂亮健康的宝宝。让我的宝宝还有千千万
万个宝宝在蓝天碧水下健康成长，我将为
此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陈发明整理）

2012年6月，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
学，2014年回家陪父母过中秋节的时
候，看到返乡待业的乡亲、退耕荒芜的
土地，还有破损不堪的乡村公路……我
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
头：辞职回村，带领乡亲们发展农业产
业致富奔小康。

农村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支撑。通
过湖北省统考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后，我
拜访老党员并认真调研，最终选择了适宜
山区生长的五味子作为产业主攻方向。
我自费外出学习育苗技术，并采购了6万
元的种子开始育苗。然后，又做通了村里
老党员和几位村干部的思想工作，请他们
带头种植。我还行程1万多公里，跑遍全
国5大中药材交易市场，发挥我的销售特
长，与多家公司签订合同，以保护价收购
村民采摘的五味子，让过去长在深山无人
问的野果子成了摇钱树。在党员带头和
实际效益的双重带动下，小新川村许多村
民陆续加入到五味子种植的队伍，当年就
种植了500余亩，还成立了“郧西县优品
五味果专业合作社”。

目前，优品五味果专业合作社已经辐
射到鄂陕两省四县18个乡镇的60多个
村，吸纳社员308户，签约种植户782户，
发展五味子种植基地3500余亩，合作社
近3年累计销售额达1200余万元。

种植五味子只是产业链的第一环，要
真正把一个项目做大做强，必须实行产业
升级，既解决五味子的销路，又增加产品
附加值。我们已经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达成意向性合作协议，五味子红酒厂也在
建设中。

党的好政策让我们小新川村从一个
穷山沟村变成了今天的“五味子村”。新
的一年，我们不仅仅要靠党的政策，更要
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以实干创造奇迹。

2020年，我们村要进一步完善村里
的各项基础设施，提升群众生活舒适度，
并带领小新川村全体村民，努力把五味
子、苍术、丹参等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把
小新川村建成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态
宜居的富裕村、美丽乡村，让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斯坦德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合伙人王茂林：

坚持不懈走创新道路
2014年，正在读大三的我响应国家

“双创”的号召，瞄准“互联网+”产业发展
潮流，加入了创新创业的大军中。

2017年，当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被
收购后，我看到工业机器人行业未来的广
阔前景，便加入斯坦德机器人公司，致力
于工业级移动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实现
了从机器人底层定位算法、操作系统、控
制器等核心元素的自主研发全覆盖，致力
于为系统集成商及终端制造工厂寻找标
准化、可复制的算法应用场景，实现其柔
性化、敏捷化的厂内物流需求，为行业构
建信息化、数据化的物流基础设施。

对机器人行业而言，我认为要在正确
的时间以正确的节奏发展。如今，制造业
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也已是大势所趋。
但机器完全替代人工还需很长的发展时
间。未来，我们将会跨入属于人机协作的
时代。展望未来，消费体验的升级驱动生
产物流端升级，越来越多行业被慢慢赋予
了短周期、多批次的消费品属性，而柔性
供应链开始成为竞争要素，也必将开启科

技赋能物流的繁荣周期，我们长期看好移
动机器人在工业的市场应用。

不仅如此，2020年对于我们而言，将
会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
前景。尤其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认
为，当前中国产品正处于恰逢其时的“出
海”节点。因为我们的产品在具备高性价
比的同时，产品服务、工艺等多方面水平
都得到了较大提高。2019年，我们已经
通过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展会对海外市场
有所了解，并于2019年11月份完成了首
个海外项目落地交付。在新的一年里，我
们将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带着产品沿着

“一带一路”走出去。
我认为创新创业实际上是一个不断

“填坑”的过程，需要长期艰苦的奋斗。但
是只要你能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一定会“三年有小成、五年有大成”。
同时，创新还需要有核心技术，要能为客
户创造价值。

（本报记者 杨阳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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