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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梁倩娟：

力助鄉親邁向小康

外賣小哥于浩然：

望客少差評多體諒

我的網店和隴南電商扶貧模式，目前
已帶動周邊 300 多戶群眾發展，其中
包括 100 多戶貧困戶。我感到最自豪
的事情是，看到鄉親們的臉上越來越
多洋溢出幸福的笑容，大家的生活越
來越好。我始終相信，在我們的共同
努力下，鄉親們也都能摘掉貧困的帽
子，踏上小康之路。

我的家鄉甘肅隴南，是一個雖然貧
困偏遠但卻十分美麗的地方，她的不
斷變化就是對國家繁榮富強最生動的
詮釋。
在互聯網時代，隴南順勢而為，在
電商脫貧致富方面走在西部地區的前
列。而我也成為隴南一萬多家網店店
主中的一員，實現了創業夢想。依靠

我來自哈爾濱，今年 25 歲，在北京做外賣員
近 10 個月。每天早上 9 點半就開始接單，一直
要幹到晚上 8 點多。工作日是我業務最好的時
候，一天能接 35 單左右，平均月入 6,000-7,000
元，最高的時候也能到1萬元。
外賣中最「不划算」的訂單就是蛋糕、麻辣
燙和麵條。一旦路上有些顛簸，蛋糕就很容易
變形，是投訴高風險單。有時候我寧願不掙
錢，也不想接這些單。一個差評扣 50 元，一
個投訴就要扣 200 元，一整天平均收入也不過
300 元。希望顧客多些理解，別給差評。有時
商家出單慢，令我們的送餐時間更短，有時還
得闖紅燈！希望國家能出台一些更好的政策，
關心我們小老百姓的生活。祝福祖國的人民更
加幸福！

新中國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民眾生活水平提高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是大慶，國家未來的發展前景令人鼓舞。相信
國家會更加興旺，人民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提高。祝福國家國運昌
隆，發展越來越好！

「80 後」
白領張歡：

下一代將更加自信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歌劇舞劇院院長崔巍：

創造更好文化精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
強調「文化自信」，認為文化是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作為一名文藝工
作者，我感到肩上的擔子重重的，我們
要不負時代召喚、不負人民期待，創造
出更好更多的文化精品，為推動社會主
義文化繁榮興盛貢獻自己的力量。
2014 年 ， 隨 着 京 杭 大 運 河 申 遺 成

「80後」的我們是自信的一代，因為我們是伴隨着改革
開放、國家日益富強成長起來的。每次出國，無論是倫
敦、紐約還是東京，已經感受不到北京與發達國家之間的
差距，我們的機場、4G 網絡等建設甚至更好。感謝父輩
們，為我們如今的幸福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和犧牲。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寶寶。憧憬未來，十年、二十
年、五十年後，她會變成什麼樣，我又會是如何？相信她
一定會比當年的我更加自信，因為這份自信不僅來源於她
的家庭，更來源於她的祖國。今年是新中國建國 70 周
年，祝福祖國生日快樂，也堅信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

功，由我編導的、歷時三年籌備的舞
蹈劇《遇見大運河》也在杭州成功首
演。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完成了運
河沿岸 27 個城市的巡演，並開啟了世
界運河遇見之旅，走過了 7 個國家、6
條運河。今年，我們還將繼續行走，
把中國燦爛的文化通過運河的對話，
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之年。同時，我們也將迎來五四運動 100 周年、澳門回歸 20
周年、中美建交 40 周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舉辦第二屆，嫦娥五號奔月、新個稅
法等一系列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也在年內實現和實施。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成就中國人民的幸福
與追求，還需要我們不懈追求。全國兩會前天和今天在
北京分別閉幕，包括港澳台在內的代表委員紛紛回顧
了與新中國共同成長的故事，表達了對新中國成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

港人要走國家
「大路」
2008 年，我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
代表，第一次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
經歷讓我終身難忘。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
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在經貿、科
技、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沒有提
及環保領域。我提出「內地和港澳
的合作範疇中，環保是很重要的一
個方面」。沒想到我的這個意見非
常受重視。在修改後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環保」二字不但被加了進
來，而且排在第二。第一年履職就
這麼有成效，讓我很有成就感。
展望未來，我認為香港前途一片
大好。國家為香港修了兩條「大
路」，一條是「一帶一路」，一條
是粵港澳大灣區。香港人只要走在
這兩條路上都不會迷失方向，也不
會走彎路，這就是香港最好最大的
機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豪都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屠海鳴：

優化香港輿論環境
解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有些是支持國家和香港特區政府
一些政策實施的。我最驕傲的是，我寫
的文章能夠為香港帶來更多新聞資源。
未來我將繼續用手中的筆，承擔起記錄
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
命，為香港的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創造更
好的輿論環境。

盼完善網約車政策

服務員，無不為祖國 70 年來發生翻天覆地的
變化感到驕傲和自豪。

我開了 20 多年的士。幾年前網約車「大戰」時，
我的收入最低，甚至還要倒貼錢，很多同行就在那
個時候選擇不幹了。後來國家整治網約車，給我帶
來了新希望。我還是喜歡傳統的那種路邊叫車，因
為很多乘客約好了乘車，又會途中取消，補助了幾
元錢，可真的是耽誤我的時間，經常會因此而錯過
路邊的乘客。希望祖國更加昌盛，能出台更多好的
政策，惠及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相信未來會有更
好的前景！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9 年新年賀詞裡
說 ： 「 我 們 都 在努力奔跑，我們都
是追夢人。」偉大事業始於偉大夢
想。在這個屬於奮鬥者的新時
代，人人都是追夢人，只有心
懷夢想、奮力追夢，同心
築夢，最終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夢想。

俞晝、郭若溪、李陽波、蔣煌基、馬琳

飲品店店長小郭：

祝福祖國 同心築夢

響應號召回鄉奮鬥
我生於上世紀 80 年代末。8 年前，我從家鄉湖北武漢隻身來到北京，
慢慢地融入了這座城市，也靠着自己的奮鬥一步一個腳印，從職員做到
店長。8 年裡，我見證了國家快速發展的 8 年，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
高，我在北京收穫了愛情，成為了一位媽媽。
這個月末，我就要回到湖北老家了，離開並不是逃跑，而是為了更好
的開始。國家這幾年一直在號召青年人回鄉發展，而我的家庭也需要我
回到湖北。我相信，憑着這 8 年在北京的歷練，我不僅能更好地做個稱
職的媽媽，同時也能再創一個更好未來。

祝福祖國短片

看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繁榮穩
定，特別是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的頒佈，香港能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我感到十分自豪。
我本身是一位企業家，但我個人的興
趣愛好卻都在新聞寫作上。在過去的一
年裡，我一共寫了168篇評論文章，有
些是反映國家改革開放成果的，有些是

的士司機劉先生：

70 周年的祝福；會場之外，從文藝工作者到普通

慶豐包子舖收銀員趙靜：

冀外來工更多福利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孫恩光：

我今年 24 歲，這是我在慶豐包子舖工作的第二年，之前做前台服務
員，去年剛升了做收銀員，工資比原來高了。
剛來北京時，吃不慣北京菜，沒想到幹起了餐飲。過去沒想過能在
北京安家，覺得房子太貴。這幾年藍領的工作比以前高了很多，一間
小小的包子舖也有了升職的通道。證明只要努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
做到店長。希望北京能給外來打工者提供更好的福利，特別是社會醫
療保險。現在我都不敢去醫院，怕去一趟就幾百塊沒了。更希望能在
北京有一份小小的事業，安一個小家，為首都的服務業盡一分力！

大灣區助港澳發展
今年是祖國 70 周年的生日，也是澳
門回歸 20 周年。回想這 20 年來，澳
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0 年的
時候，澳門人均 GDP 是 1.6 萬美元，
去年已經達到 8.3 萬美元，僅次於盧森
堡，全世界排名第二。澳門的發展離

不開祖國的支持，也體現出「一國兩
制」偉大構想的現實意義。如今中央
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再次助力港澳發展，相信澳門
的未來會越來越好，祖國也會越來越
強大。祝福祖國生日快樂！

全國政協委員貢覺曲珍：

發展邊境旅遊增收
我來自西藏邊境線上扎日鄉，在中
印邊境上，是隆子縣的六個邊境鄉之
一。過去，扎日鄉受歷史原因、自然和
交通條件等因素制約，經濟發展比較
慢。如今，在國家的政策扶持下，邊境
補貼、護林工資、草原生態補助等政策
性補貼讓群眾增收不少。

每年兩會，都是我學習的好機
會，了解更多有利於促進邊境旅遊
發 展 的 措 施 。 我 也 是 一 名 「80 後 」
新委員，如何能讓鄉民生活得更幸
福是我最大的心願。我希望未來能
開放邊境旅遊，解決邊境群眾的增
收問題。

兩會工作人員趙夢琪：

盡最大努力服務客人
我是中國職工之家前廳部領班。每
年兩會，我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
客人服務，客人的微笑就是最大的鼓
勵。每年兩會工作結束以後，收到代

表委員們給我們寫的感謝信，就是對
我們工作最大的鼓勵和支持！在新中
國建國 70 周年之際，我祝福祖國繁榮
昌盛！

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代表
、四川省廣元市副市長
四川省廣元市副市長吳桂華
吳桂華：
：

提升基層醫療水平
隨着國家的發展，我們的教育質量越
來越高，醫療保障越來越健全，民生保
障越來越強大。我希望，未來中央財政
加大對西部貧困地區教育投入力度，特
別是要加大對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
宿制學校投入，加大對農村學前教育投
入。同時，也希望國家進一步加強醫
療、醫藥、醫保「三醫聯動」，加大對村
衛生室、鄉鎮衛生院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提升基層醫療水平，方便群眾就醫。希望
國家改革開放的路越走越寬，國家越來越
強大，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

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
治區呼倫貝爾市扎蘭屯市
副市長杜明燕：

堅持做好民生保障
希望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各民族要像
石榴籽一樣緊緊的抱團，共同繁榮發展，一
個都不能少的全面決勝小康！未來我們將堅
決的做好民生保障，人民群眾最大
的希望就是我們要做的。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第八批
援藏隊副領隊黃細花：

做好支援西藏工作
今年將迎來祖國
70 華誕，祝福親愛
的祖國生日快樂。
我在西藏林芝魯朗
小鎮做支援工作，
林芝的桃花開了，
歡迎大家來西藏林
芝體驗中國最美的
春天。

演員迪麗熱巴：

祖國強大民族同心
祖國強大民族同
心
祝福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強
大，各個民族 一 條 心 ， 奔
跑共建美好新生活。新時
代，也要勇做追夢人。我
希望成為一名好的演員，
為影視行業發展貢獻自己
的一分力量！

演員楊冪：

弘揚中國優秀文化
在 2019 年中國迎來 70 華誕之際，祝福我們的祖國
繁榮昌盛，越來越好。也希望跟上國家發展步伐，為
影視行業進一步發展添磚加瓦。我將努力做好弘揚中
國優秀文化，創作能夠傳達正能量的影視作品！

演員沈月：

獻力講好中國故事
今年迎來新中國 70 華誕，也恰逢五四運動一百
年。作為青年人，我也要勇做追夢人。接下來，
我希望自己在影視行業中繼續努力，打磨好角
色，成為一名合格的好演員，為講好中國故事貢
獻自己的一點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