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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 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
在京举行。 习近平
总书记作了重要讲
话，为新时代人民政
协事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

学习总书记讲
话，我的一个深刻感
受，就是“不忘初心，

不负使命”。 不忘多
党合作建立之初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把我国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坚持
好、发展好、完善好，

就是这段历程的光
辉写照和集中体现。

回望来路，1948

年 4 月 30 日， 中国
共产党发布了著名
的“五一口号”，人民
政协的新构想由此
发端，得到了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民主人
士纷纷响应。1949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隆重举行，确立了
新中国国名、 国都、

纪年、国歌、国旗，通
过了带有临时宪法
性质的《共同纲领》，

选举产生了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政协的
成立，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的正式确立。

正如总书记所
指出，70年的实践证
明，人民政协制度具
有多方面的独特优
势。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入宪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的颁布，中共十八大“健全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制度” 的提出……伟大的实践、深
邃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人民政协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的重要机构，蕴含着深厚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
和文化基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 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
独特的实践创新。 我们已达到了几代人梦
寐以求的发展境界，但更面临着“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的机遇挑战，不仅要坐而论道，

更要起而践行，秉承传统，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就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
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
的作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政协就是
要在其中起大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中国奇迹” 的背后是中国的制度
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强
大基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
国智慧。人民政协更要突出理论特色、实践
特色、时代特色，为党派界别搭建更有效的
履职平台，巩固多党合作思想政治基础，让
各民主党派通过参加人民政协组织， 有效
地履行界别职能， 切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使新型政党制度
在人民政协的舞台上绽放魅力。

继续前进，也要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
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
制性安排。 作为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主
委，回顾多年来政协协商的实践，我感触
良多。随着相关制度的日臻完善，各民主
党派通过政协大会这扇窗口， 既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一
方面，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
专门协商机构， 要进一步规范协商议题、

健全知情明政制度，完善协商成果采纳、

落实和反馈机制， 为民主党派履行职能
积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民主党派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
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符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以“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凌云
壮志，“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为实现
中国梦汇聚正能量，不断提升多党合作制
度效能。

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我还有一个至深
的感受：要健全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
络机制。人民是不竭的力量源泉，因而，要
广开进贤之路，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
外的优秀人才汇集起来，各司所长、各尽
所能，做到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只有
这样，才能调动最广大的积极性，“最大限
度团结积极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转化消
极力量”，形成凝聚共识的工作氛围，聚沙
成塔，积水成渊。这对迎接许多新的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万众一心，攻
坚克难，极为关键。

70年风雨征程、70年革故鼎新、70年
大道为公。在人民政协成立 70年之际，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就是最好的庆祝。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
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
主委）

何小玲带领团队为 500多座地铁车站和 800多公里地铁隧道提供维保服务

“护隧先锋”守护城市地下“大动脉”

■本报记者 彭薇

在上海地铁维保队伍中，49岁的何小玲是
唯一的女性。自从加入这一行，她习惯了穿着
一身蓝色工作服，买了好看的裙子只能在喜宴
的场合“过过瘾”。

作为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地基公司副总工
程师、 上海地铁维保应急救援队技术负责人，

何小玲和她的团队如同“夜行侠”，每天行走在
昏暗闷热的地铁站内， 为隧道进行精细 “体
检”。2007年至今， 她在深夜的地铁隧道中行
走，用脚步丈量“地下城”，带领团队负责上海、

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为累计 500 多座地铁
车站和 800多公里地铁隧道提供维保服务，创
下维护地铁隧道里程数最长、维护地铁车站数
最多的业内最高纪录，被誉为“护隧先锋”。

今年国庆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对何
小玲和她的团队来说，节假日的守护任务更艰
巨了，“对我来说，为国庆献礼，就是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时刻准备着，为保障城市地下‘大
动脉’做出努力。”

面对险情，她第一个走进隧道
今年年初，某在建工地因操作不规范问题

造成隧道内涌水，因在场工人处置不当，险情
进一步恶化。当时，项目负责人立刻通知所有
人撤离， 并联系到了何小玲带领的应急抢险
队。

当何小玲到达现场时，隧道内的积水已经
有 40厘米深了，而发生险情的地方，距离隧道
口大概 800米左右，何小玲带着她的团队经过
了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事故地点。此时，他们发
现，险情远远比预料中的更加严重，隧道上方
的管片已经完全变形，破损的碎片还在时不时
地掉落，在这里，稍有不慎，应急抢险队就有全
军覆没的危险。 有抢险队队员向何小玲提议，

因为现场情况的严重程度远超预期，不如先撤
离出去调整方案。何小玲思考片刻后说，“没那

个时间了，开始抢险吧。”在这场关于生命和责
任的抉择中，何小玲选择了责任。终于，经过 12

个小时奋战，险情得到了控制，一切转危为安。

事后，有人问何小玲，当时你安排好方案
后怎么就没自己先撤出来？她说，“我是团队领
头人，我撤出来了让我手下的人留在里面怎么
行，这样我会瞧不起自己的。”对她来说，排除
险情就是守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她要与
团队共进退。

防沉堵漏，每夜在隧道中“绣花”

深夜 11时多，最后一班地铁开走了。何小
玲和维保工人准时来到隧道， 手拿强光手电，

炫目的光束照在隧道壁各个角落，他们细细检
查，抬头转头间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刚工作时，何小玲在研究所里从事的是材
料生产的科研工作。几年的研究实践让她更懂
得，这样的科研材料只有用到工地上才是货真
价实、有推广性的材料。就这样，她主动转入工

地，在地铁隧道中成了一名“夜行侠”。她回忆，早
期被派往深圳带队施工时，都是顺着墙壁上的钢
筋爬，口袋里放好几把小灯泡。当时还是个小姑
娘， 看见黑漆漆的隧道有些害怕。“我还真哭过，

但是我身上有男孩气，从来不服输。”

2007年，何小玲团队第一次承接整线维保，

从原来的定点应急维保，变成了日常巡视巡检。

十几年里，每天深夜近 11 时出门，凌晨 3、4 时
回家，成了何小玲的工作常态。起初，日夜颠倒
的作息让她很难适应，但她巡检时，与同伴聊聊
技术、聊聊沟通方案，让工作变得有趣起来，人
也精神了很多。“隧道是冷的， 但对待工作的心
是热的，带着愉悦的心情，适应环境，才能把工
作做好。”

由于上海是软土地质， 容易出现不同程度
的地面沉降，影响地铁运营安全。何小玲说，他
们的工作有点像施工中的“绣花”，深入地铁隧
道才能进行防沉堵漏作业施工。施工过程中，何
小玲带领团队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技术创新，成

功首创了“微扰动”技术工法。将这种微扰动注
浆工法应用于地铁隧道收敛变形治理， 在上海
多条地铁隧道的整治中取得成功， 解决了软土
地基地铁隧道沉降的世界性难题。 凭借高超的
专业技术和严谨的专业服务， 何小玲和团队多
次避免了基坑和隧道渗漏坍塌等重大隐患事故
的发生， 项目部也因此名声大震， 应邀参与南
京、无锡、杭州、宁波、哈尔滨、天津等地的重点
工程施工和抢险。

言传身教，培养高技能人才
“我们团队就像个大家庭， 她把我们当家人

一样关照。”28岁的维保事业部项目副经理张鑫
来自山东农村，在这一行做了 10 年。他说，起初
来上海当维保工人，就知道“傻干”。何小玲带着
他们一起下隧道，亲自示范规范操作，言传身教。

在何小玲的带教下，不少像张鑫这样的农民工通
过实践锻炼，由原先单一的劳务型人才转变为技
能型人才，并成长为企业的带队骨干。如今，她已
先后培养了 3 个项目经理，12 个项目副经理和
15个带班骨干。

更让“张鑫们”感动的是，每年除夕，何小玲
都带上丈夫和儿子，与 200多名维保工人一起包
饺子、吃年夜饭。这个坚持了 11 年的传统，还得
从 2008年的除夕说起。 那年， 上海在筹备世博
会，建设工程众多，维保任务刚起步。过年时，因
为工作需要，来自安徽、山东、河南等地的近百名
农民工无法回家，团队情绪低迷。大年三十那天
下午 4时多， 农民工队长的宿舍突然响起敲门
声。队长开门一看，门口站的是何小玲，他一愣，

怎么年三十还突击检查宿舍？没想到何小玲和他
说，“傻站着干嘛呢，今天我们一起包饺子，咱们
所有的兄弟都到食堂去。”原来，何小玲放弃了过
年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特意过来陪没能回家的农
民工一起吃年夜饭。 她说，“一个团队就是一个
家，我是团队负责人也就是家长，哪有吃年夜饭
时家长不在的道理？”

何小玲告诉记者，她和团队正在筹划“隧道
维保科研中心”的建设，建立数据化管控体系和
智能化专家系统。作为维保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中
心，这些都将为上海的城市安全叠加保障。在张
鑫看来，“以前维保工人的学习性质类似‘私塾’，

以后有学习基地、教材和等级标准，工人们成长
就更迅速了。”

继续发挥侨胞融通中外优势

本报讯 （记者 洪俊杰）2019“一带一路”

华侨华人与中国市场高峰论坛昨天在沪举行。

来自 72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与
国内企业家 300 余人参加本次论坛。 会议提
出， 希望广大侨胞继续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

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全国侨联副主席隋军、 上海市副市长陈
群、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出席并致辞。四
川省副省长杨兴平、海南省政协副主席侯茂丰
出席。论坛由上海市侨联、致公党上海市委员
会、上海海外联谊会主办。

“建筑可阅读”旅游线路推广

本报讯（记者 唐烨）昨天，首届“建筑可阅
读” 旅游线路推广及文创市集启动仪式在静安
公园举办。百余种与“建筑可阅读”相关的文创
产品在现场进行了集中展示，静安、黄浦、徐汇、

长宁、虹口、杨浦六个中心城区的 87条微旅行
线路正式启动，引导市民游客在漫游、慢品中，

领略历史与现代交融的人文风貌， 聆听上海的
传承与发展。副市长宗明出席启动仪式。

据悉，六区还将继续推动“建筑可阅读”工
作，争取到年底新增 134处开放建筑，开放总量
达到 1166处；同时，年底前力争完成所有 2180

处建筑的二维码设置工作。 年内实现建筑应开
尽开全覆盖、二维码全覆盖、英文简介全覆盖。

犹他州旅游大巴车祸
两名上海籍游客遇难
本报讯（记者 李宝花）记者从上海竹

园国际旅行社和相关部门证实，发生在美
国当地时间 9月 20日的美国犹他州旅游
大巴车祸事件中的伤者已有 8人出院。车
祸中不幸遇难的游客中，包括上海籍游客
2名，江苏和浙江籍游客各 1名。目前，旅
行社和相关政府部门正积极协调车祸事
件相关家属尽快赴美处理善后事宜。

一辆中国游客乘坐的旅游大巴在犹
他州加菲尔德郡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附近发生车
祸。这批游客为团队游客，由上海竹园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全团 30人，游客
29人，领队 1人。截至 21日中午 12时，车
祸已造成 4人死亡， 目前仍有 18人在当
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 3人危重伤。

事件发生后，竹园旅行社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 已组织当地工作组 10人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 全力做好游客救治工
作， 并将尽快组织相关家属赴美事宜。与
此同时，游客意外险投保的太平洋保险公
司人员也已介入处理。

另据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信息，

事件发生后，市领导高度重视，市文旅局
第一时间督促并责成旅行社启动应急预
案，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力求妥善处
理后续事务。事件发生后，市文旅局已向
全市旅游企业发出警示，要求各经营单位
对相关旅游产品安全进行全面检查，全力
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特殊党课上，“赤色沪西”历史感动普陀党员干部

“奋斗精神不能丢，奉献本色不能改”
本报讯 （记者 栾吟之）“非常感动，深

受教育！”“被老同志‘圈粉了’！”作为普陀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 日前这个区的全体局级干部、各
处级单位主要负责人集体聆听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特殊党课，授课人是解放前在沪西参
加地下工作的姚连英老人和许红梅老人，参
与普陀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普陀区委原书记
谈柏元和普陀区原区长胡秉忠。普陀党员干
部们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重温 “赤色沪西”厚
重传统，在奋进新时代中勇担使命，在砥砺
新征程中再创辉煌。

“赤色沪西”普陀，历来英雄辈出。这里
是上海开埠后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之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发源地之
一，也是党的早期组织重要活动地之一。

1930年出生的姚连英， 如今年近九旬，

看上去仍然精神矍铄。12岁那年， 姚连英以

童工的身份进入了当时以丝织被面闻名上海
滩的大成绸厂。两年之后，她受到绸厂地下党
组织的关注，被安排去女青年会读书，此后积
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 于 1946年初正式成为
党组织的一员。党课上，姚连英老人动情地说：

“我日日夜夜配合着地下党的活动， 随着红旗
插遍上海滩，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1949年 5月 27日。”

1932年出生的许红梅， 不到 14岁就进了
上海大同纱厂当工人。她还记得，当时下班后
到女青年会读书上夜校学文化，并得以经常跟
着党支部的负责人一起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活动。“后来我被介绍入党，当时入党是不
填志愿书的，入党不可以告诉别人，父母都不
可以。参加共产党就是要不怕牺牲，要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 要是让国民党抓住是要牺牲
的，那个时候我还小，但我不怕牺牲。”

谈柏元 1989 年从空军大校飞行员转业

到普陀区工作。 他说：“当年市领导来普陀调
研时对我说，‘普陀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没
有一条像样的街，没有一幢像样的楼’。话虽
不多，却点中了制约普陀发展的要害。”胡秉
忠也有同样的感受， 改革开放前的普陀底子
薄、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必须抓住机遇打
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普陀人奋起苦干，实现
了曹杨路、武宁路、长寿路拓宽等多项工程，

对桃浦工业区进行调整改造， 对苏州河普陀
区沿线纺织等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
布局， 使普陀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区改造亮
点频出……

区委政法委青年干部金鸣直言被老同志
们“圈了粉”。“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同志们面对
生死考验，用心坚守信仰，铁心赤胆忠诚。在新
时代，奋斗的精神不能丢，奉献的本色不能改，

要用心用情、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以实干
实绩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浦东 70幢高楼亮出一条红色天际线
快闪 MV今晚首播，《航拍上海·浦东篇》明晚首播

本报讯 日前， 在陆家嘴环形天桥上举行
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让夜色中的浦东
更添魅力。约 70幢高楼同时亮起红色的灯光，

百架无人机在空中拼出“中国”和“70”字样，7

万人隔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一夜，浦
东无眠。

夜幕下的陆家嘴格外靓丽。 环形天桥上，

人群熙来攘往，忽然传出的《我和我的祖国》钢
琴伴奏，吸引人们循声张望，原来是钢琴家郎
朗正全神贯注地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党的
十九大代表徐敏、施净岚，上海轻音乐团主唱
罗雨、高山，世界拳击冠军邹市明一家，以及周
虹、宋炯毅、杨跞、罗韬等来自 “中国芯”“蓝天
梦”“创新药”“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等浦
东六大硬核产业的代表， 各行各业的从业者、

劳动模范歌唱着从不同角落汇聚而来。在歌声
感染下，市民、游客从志愿者手中接过小国旗，

一同加入歌唱的队伍。与此同时，东方明珠前
的 12组屏幕滚动出现对祖国的祝福：“为祖国
点赞”“祖国，我为你骄傲”“祝福我们的祖国越
来越强大”……正大广场的大屏幕上播放着中
国商飞、上汽、罗氏制药、新松机器人、徐敏创
新服务工作室等行业团队的合唱画面，与大屏
幕前的人们隔空对唱。

陆家嘴环形天桥上，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
在现场参与者热情的簇拥和欢呼中被传递着，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 DOTA2国际邀请
赛现场，东方体育中心、源深体育馆等大型场
馆里，巨幅国旗出现在看台上，人们兴奋地传
递国旗，7万名观众为祖国喝彩。

夜色渐浓，东岸滨江。100架无人机群缓缓
升起，以阵列形式变换出“中国”、“70”等图案，

向祖国发出来自空中的祝福。陆家嘴及周边约
70幢楼宇，或打出“祖国我爱你”，或投影出国
旗画面，或发出红色灯光，亮出了一条红色天
际线。

这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由中共浦
东新区委员会、区政府主办。快闪 MV 今晚在
东方卫视 《东方新闻》 首播，《航拍上海·浦东

篇》将于明晚首播。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各区快闪 MV 展播活
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政府新闻办共
同主办，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东方网
承办，各区展播片在东方卫视等本市主流媒体播
放,展播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10 月。各区快闪 MV

网络点击量早已逾亿次。

何小玲（左一）和团队在地铁隧道检修。 （资料照片）

浦东各行各业的代表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加入合唱。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