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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记者 潘洁）党的
二十大新闻中心 18 日晚举行第二场集体采访，邀
请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代表
团新闻发言人出席， 介绍各自代表团学习讨论二
十大报告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沈莹说，黑龙江代表
团坚决拥护、完全赞成党的二十大报告。 代表们表
示，要牢记“三个务必”，奋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她介绍了黑龙江在构建现代化产业新体系、
壮大创新发展新动能、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厚植
生态绿色新优势四方面的努力。 作为农业大省，黑
龙江将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方面展现更大
作为，在当好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方面彰显
更大担当，在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方面迈
出更大步伐。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说，上海代
表团对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
衷心拥护。 代表们在讨论中表示，上海是党的诞生
地、初心始发地，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
使命， 把上海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他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上海在持续加大民生
改善力度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聚焦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大力实施民心工程，开展旧区改造、增设幼
儿托育点、增加养老床位等；另一方面，通过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让数据多跑路、让市民少跑腿。 此
外，通过滨江地带改建扩建、推进城市公园建设等
工作，让城市多一些绿色，让市民享有高品质的生
活。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说，这几天
代表们认真学习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 一致赞成
和拥护这个报告。 代表们表示，将深刻领会中国式
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本质要求， 围绕新江苏建设
的目标任务， 更好地肩负责任使命为全国探路前
行。

他介绍了江苏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
情况。 一是做加法，持续推动强链补链行动计划；
二是做减法，坚决遏制各类高能耗、高排放和低水
平重复盲目发展，加快转型升级；三是做乘法，强
化科技赋能；四是做除法，破除各类卡点和堵点，
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说，几天来代
表们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讨论极其热烈、 极其深
入也极其投入。 大家表示，将按照报告的部署和要
求，按照“八八战略”的要求，久久为功，努力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上实现先行。

他向记者介绍了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尤其是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
入差距方面的探索。 他说， 下一步要大力发展经
济、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提中扩低，丰富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通过数字化改革让百姓办事更便捷。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强说，党的二十
大报告是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代表们一致表示， 拥护
“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把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得更好。

他向记者介绍了安徽在作风建设方面的努力：一是以自我革命
精神抓好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二是以将心比心的态
度为民办实事，建立领导干部接访、阅批人民群众来信等制度；三是
以自己的人办自家事的温暖，开展新春走基层、新春访万企、助力解
难题等活动，让企业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说，这几天代表们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作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
十大报告反映全党意志，体现人民心愿，是一个好的报告，大家坚决
拥护。

他向记者介绍了福建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方面的成果。 他
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大家表示要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入推进和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庄兆林说，大家深刻感受到过去五
年的历史性成就和新时代十年发生的伟大变革。 下一步，江西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
章。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两次考察江西，为新时代江西改
革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 十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奋力前行，赣鄱
大地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主要做法：一是坚持创新
驱动，二是坚持改革开放， 三是坚持绿色崛起，四是坚持人民至上。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记者
齐中熙 潘洁）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 18 日
举行首场集体采访， 邀请北京、 天津、河
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代表团新闻
发言人出席，介绍各自代表团学习讨论二
十大报告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说，北京
代表团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令人振
奋， 从中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祖国、一
个风华正茂的党，看到了我们更加美好的
未来。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在各自的岗位
上努力拼搏、锐意进取，给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更加满意的答卷。

他介绍说，北京是在全国超大型城市
里第一个提出减量发展概念的，并且按照
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深刻践行了这一发展
模式。 这几年，北京实施了两轮疏解整治
促提升，和天津、河北形成了协同发展的
态势。一是在不可再生生产要素投入上坚
决做减量；二是在创新要素投入上坚决做
增量；三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处理好变
量；四是在生态环境特别是在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宜居上扩容量；五是要坚定不移在
人民福祉创造上给老百姓带“流量”。

天津市委副书记金湘军说，天津代表
团代表们的共同心声是，这十年来的伟大
成就和伟大变革，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的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未来要奋进新
征程、夺取新胜利。

他说，经过这几年努力，天津的生态
多样性得到了较好恢复。如东方白鹳从过

去只有几只、十几只，到今年春天已经有
四千多只。 通过开展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12 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水体，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超过 70%，基本上形
成了“三分林、三分田、三分水、一分草”的
绿色格局。

河北省委副书记、 秘书长廉毅敏说，
代表们热烈学习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大
家都坚决拥护、完全赞同。 代表们决心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在回答雄安新区有关问题时， 他说，
目前雄安新区重点片区和重点工程推进
顺利，累计已经完成投资 4600 多亿元。雄
安高铁站、 京雄高速等都已经建成通车。
首批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高校、医院、央企
有序推进，中国中化、中国星网和中国华
能等央企总部已经启动建设，北京援建的
“三校一院” 已经基本建成。 生态环保方
面，加快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功能，一
体推进补水、清淤、治污、防洪、排涝，淀区
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以上。

山西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张吉福
说，山西代表团这几天深入学习讨论党的
二十大报告， 大家越学越议心里越亮堂、
思路越清晰、干工作更有劲头。 许多代表
结合自己身边的事例谈到了乡村翻天覆
地的变化和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他介绍说，山西把数字转型和产业转
型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 同步推进
“两个转型”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攻

方向。 产业转型上，一方面改造提升传统
优势产业，另一方面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
业，变“一煤独大”为“多业支撑”。 数字转
型就是统筹推动“四化”，即：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据价值化和治理数字化，
实现数实融合、数智赋能，把山西打造成
全国能源领域数字化转型排头兵和中西
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黄志强说，内蒙古代表团认真学习
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并一致认为，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 伟大成就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 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完成总书
记交办给内蒙古的 “五大任务”， 建设好
“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他介绍说，过去谈到内蒙古更多的是
提到“羊煤土气”，现在新能源成为内蒙古
新的增长点。 去年区党代会明确了“两超
过”“两率先”的目标：到 2025 年新能源装
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 到 2030 年新
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发电总量；在全国
率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
系、率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

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胡玉
亭说，辽宁代表团代表们一致认为，党的
二十大报告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政治宣言，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大家完全
赞同和拥护这个报告。 代表们纷纷表示，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东北

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他介绍说，辽宁省委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
务，努力开创营商环境好、创新能力强、区
域格局优、生态环境美、开放活力足、幸福
指数高的振兴发展新局面。辽宁将以更高
的站位、更大的格局、更宽的视野谋划推
进辽宁振兴发展，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发
挥更大作用。

吉林省委副书记刘伟说，吉林代表团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
大家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信心。大家
一致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宣誓了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态度，
明确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是我们党把
握新方位、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大家完全赞成，坚决
拥护这个报告。

他介绍说， 吉林既是老工业基地，也
是农业大省。吉林这些年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 去年，吉林省粮食产量跨上
了 800 亿斤台阶。 根据有关部门预测，今
年全省粮食产量将再获丰收。在实际工作
中，吉林始终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全力保护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
熊猫”，大力支持现代种业创新发展，推动
农机、农技、农艺深度融合，做好“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的大文章。

“我一定会把陕西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成
果带到二十大盛会上，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
们共同分享，并全力展现陕西残疾人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的精彩人生。”被推选为陕西省出席党
的二十大代表的夏江波，带着光荣使命、怀着无
比激动的心情走进人民大会堂。

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不幸跌倒， 在赛场的最
高领奖台上面带微笑，夏江波用乐观向上、顽强
拼搏书写自己的逐梦人生。

“叔叔，请你们带我走吧”

“体育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果没有体育，我
不可能走出大山，或许现在还没结婚生子，更不
可能站上残奥会最高领奖台。 ”说到动情处，夏
江波几度哽咽。

1989 年，夏江波出生在石泉县熨斗镇金星
村。 5 岁时，她因罹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腰部以下
瘫痪，从此失去了正常、健康的双腿，变成了一
个高位截瘫的残疾小孩。

童年的夏江波丝毫感受不到任何快乐，看
着小伙伴在自己周围快乐地奔跑、嬉戏，她是多
么羡慕与渴望。她不甘心，幻想着一扇能通往外
面世界的窗为她打开，那里有光、有未来。

有梦想,生活就有希望。 为备战 2008 年北
京残奥会，2004 年省残联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挑
选运动员苗子。 接到县残联通知适龄孩子面试
时，母亲和镇干部背着她来到县城，夏江波终于
知道自己的名字“江波”是多么浩瀚的景象。 她
第一次看到宽阔的汉江，看到车来人往的县城，
生命之光点燃了。 然而，一番考察下来，残疾程
度重、已近 15 岁的夏江波，没被选中。

“叔叔，请你们带我走吧，我一定会努力，好
好学习，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失望甚至绝
望的夏江波突然扑倒在地， 迸发出积蓄在心中
的最强呐喊。这一举动让老师惊诧万分，从她身
上看到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这正是运动员需
要具备的精神素质，最终夏江波进入初选名单。

幸运女神终于青睐了夏江波， 她从大山深
处来到省城，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经过 7 年

艰苦卓绝的磨砺和超乎常人的付出， 夏江波从
省队进入国家队， 主攻 150 米混合泳、50 米蛙
泳项目，从此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水中飞鱼梦”
也开始了。

“为了梦想，我必须坚持”

“2012 年伦敦残奥会的时候最难忘， 备战
的过程中，因为我的鼻子做了四次手术，每个月
都要打点滴，打完之后直接去游泳馆训练，为了
不让教练看到我刚打完针，减少训练强度，我会
把胶带提前撕掉，每次游到边的时候，我都会呕
吐，但为了梦想，我必须坚持。 ”

一路跌倒、一路前进。 在西安集训时，初选
的名单每天都在淘汰人员， 残酷的淘汰率让她
胆战心惊。她想快速进步，给自己设立了越级训
练目标，提前自学有难度的泳姿。 谁知，这一次
出现了致命险情。溺水，造成夏江波的巨大心理
障碍，恐惧、怕水，困住了她正要飞扬的游泳之
梦。 半个多月，夏江波坐在泳池边心惊肉跳，不
敢下水。教练又一次的劝退：“你不适合游泳，回
去吧。 ”夏江波不愿屈服认命，她选择和自己的
恐惧斗争，逼着自己一次次下水克服恐惧。

腿脚用不上，只能用手划，最初掌握不到平
衡和方向，腿经常被甩到池边，被坚硬的棱角磕
到，疼到钻心；摆臂时，胳膊时常被泳道的尼龙
分割线划伤， 身后留下一道道红色血迹。 就这
样，无法自由行动的夏江波，在水里，实现了自
己幼时的幻想，她像一只小鱼在水里自由穿梭。

2006 年，南非世界游泳锦标赛，夏江波获
得人生中第一枚金牌， 并因此进入国家队。 接
着，又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陆续收获 20 多枚金
牌。 2008 年北京残奥会，夏江波得到了一枚铜
牌， 这已经是中国残疾人游泳队在奥运会上获
得的最高奖项了，但对她来说，奥运金牌才是终
极目标。 接下来的几年，她又增大了训练强度，
全力备战 2012 年伦敦残奥会。

“我一定要冲击残奥会！ 夺冠！ ”

2012 年 9 月 3 日，伦敦残奥会女子 100 米
自由泳 S3 级决赛哨声吹响，夏江波不顾一切向
前冲去， 两个来回游完， 泳池中亮起了“Xia鄄
Jiangbo”的名字，1 分 44 秒 32 的成绩不仅夺得
金牌，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颁奖仪式上，看到鲜
艳的五星红旗因自己而升起， 听到雄壮的国歌
因自己而奏响，夏江波泪流满面。

“我永远无法忘记 2011 年 12 月 24 日这
天， 当教练说我的两个主项未列入伦敦残奥会
竞赛项目时，我差点崩溃了。难道我的残奥会梦
想就此破灭？摆在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
淘汰， 要么在 8 个月的时间内从零开始， 训练
50 米与 100 米游泳。 我一定要冲击残奥会！ 夺
冠！”夏江波回忆说，那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
定要实现残奥会夺冠梦想。

夏江波当时已具备了代表中国参加伦敦残
奥会的实力，但伦敦残奥会赛事项目发布，她所
擅长、 发挥稳定、 具有世界领先优势的六个项

目，无一立项。在她的残疾程度 S3 级，只设立了
50 米自由泳和 100 米自由泳，这是她并不擅长
的项目。

七年血泪追梦， 一朝化为乌有， 她瞬间崩
溃。病倒在床的夏江波回想着一路走来，自己总
是和命运抗争的经历，她重整旗鼓，调整状态，
咬牙练上了自由泳。 在经历 8 个月“魔鬼”般的
训练后，夏江波在 2012 年的伦敦残奥会上一战
成名， 获得女子 S3 级 50 米与 100 米自由泳两
块金牌，并打破该项世界纪录。

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观众纷纷起立，致
敬这个不服输的中国女孩。 11 年的职业运动生
涯里，夏江波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残奥会、世锦
赛等国际性大赛，累计获得奖牌 54 枚、金牌 35
枚，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集残奥会、世锦赛、
亚残会、全运会冠军于一身的游泳运动员。

“共产党员就是要冲锋”

“陕西是培养我、锻炼我的地方，任何时候
需要我，只要我还能战斗，我都会尽最大努力。
运动员就是要拼， 共产党员就是要冲锋嘛！ ”
2010 年，夏江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残
疾人运动队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夏江波自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她的
坚持，更像是源于一种对宿命的逃脱与抗争，在
入党之后，才深切地明白，心中那股坚持，是一
种叫作信仰的力量。 她有了更远大的方向和无
坚不摧的力量。

2019 年， 为了备战 2021 年在陕西举行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和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运
动会，陕西省要组建残疾人皮划艇队，向夏江波
发出邀请。

夏江波此时正在读大三，宝宝两岁，如果归
队，需要兼顾学业、家庭、训练，困难重重，况且
30 多岁、已退役三年的身体，还能否回到竞技
状态？她很茫然，但她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在家
门口举办的全国残运会上， 我有信心在皮划艇
项目上贡献力量，为了我的家乡再拼一次，为陕
西争光。 ”

夏江波再次复出， 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皮划
艇训练，这是一个新的项目，要从头适应。 夏天
高温暴晒、冬季水冷天凉，跌倒、受伤、坚持，就
这样，她边带娃、边读书、边训练，以超乎常人的
毅力，将成绩从零提高到了顶尖水平。 在 2021
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皮划艇（静水）项目中，获
得两块银牌。

“已经很惊喜了，我非常享受这个用尽全力
去拼搏的过程，不后悔，不遗憾。 ”

从下肢瘫痪无法行走，到获得伦敦残奥会游
泳冠军，从贫困的大山里走出，一路劈波斩浪，游
到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上， 夏江波以顽强的毅力，
克服肢体缺陷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对抗了一个
又一个的不可能，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展现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
貌，更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辉品格。

如今，从风浪中走过，曾经无数的苦，在她
的脸上，都化作微笑，“我爱党和国家，爱我的家
乡和家人， 爱奔流不息的汉江……我也爱我自
己，爱现在这么好的时代！ ”夏江波说，“我希望
能将在游泳队十几年的训练所学， 传授给更多
的人，为安康、为陕西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陕西省优秀运动员”等荣誉称号成为夏江波继
续前行的动力，她将继续书写自强不息、顽强拼
搏的奋斗史。

“江波”涌动“飞鱼梦”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残疾人运动员夏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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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新城街道枣园社区水景湾小区业委会组织小区退
休老党员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任紫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