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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宣读授予改革先锋
称号人员名单中，司法体制
改革的燃灯者邹碧华，是我
们法院系统的典型代表，是
法院系统守护公平与正义的
一个缩影。”郑州市惠济区
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穆牧
介绍，昨天上午，在院里统
一组织下，他和同事们集体
观看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会。一项项在当时看来

“冒风险”的大胆改革举措，
如今都结出了累累硕果。改
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祖国
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
化。

回望惠济区人民法院的
发展，穆牧也颇有感慨，从郊
区法院到邙山区法院，再到
惠济区法院，在法院名称发
生变化的同时，工作环境和
办案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善
着：从两只脚到两个轮子的
自行车，从三个轮子的摩托
车再到四个轮子的汽车，法
官下乡办案代步工具发生了
变化；从与其他单位共享几
间办公室，到实现了办公区、
审判区的分离，审判法庭也
从简陋的方桌小凳变成了宽
敞庄严的法台法椅，立案大
厅也开始出现，并提供了专

供当事人休息的场所。法院
的卷宗也告别了陈旧的大木
柜，走上了档案室的密集架，
法院办公场所发生巨大变
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段伟朵 通讯员 鲁维佳)

付法军说，改革开放 40
周年，除了城乡和人民生活发
生巨大变化外，公安工作也变
化很大。民警办案区、办公
区、生活区功能分区设置更加
合理；案件网上审批，身份证、
护照、车管业务可异地网上办
理；覆盖社区的视频“天网”系
统、“互联网+公安”让民警办
公更方便，让群众办事更便
利。

“聆听总书记关于改革开
放40周年的重要报告，感到
十分振奋。我是郑州一名基
层公安民警，感受到了人民
生活越来越幸福、社会越来
越安定。我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为人
民服务，鼓足劲头把社区建
设得更好，把平安送到群众
身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李一川)

我们组织班子成员集中
收看了大会的实况后，非常
自豪，倍感振奋，尤其是听了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国家的
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回顾郑
州客运段 40 年来取得的成
绩，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列
车对数由个位数增加到现在
开往全国的 149 对，由单一
的绿皮车到现在集高铁、动
车、城际和普速为一体的各
类车型。不仅拉近了郑州和
全国各大城市的距离，也将
许多省辖市纳入省会生活
圈，如郑州到焦作的城际列
车一天就开行 18趟，进京列
车由 2 对增加到 14 对，其中
直达高铁 3 对，从郑州到首
都北京乘坐高铁仅两个多小
时，大大方便了河南人民的
出行。同时，职工的生活条
件有了明显改善，职工收入
增加较快，大部分职工住上
了经济适用房，出门有高铁，
到家有自己的小汽车,生活
十分幸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侯梦菲)

天堑变通途，是习总书记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代
名词之一，身为新时代的建
桥人，更能深刻体会这五个
字的深刻涵义，为民族复兴
铺路架桥是大桥人的初心和
使命，40年的艰苦奋斗，40年
的卓越追求，大江大河间一
道道长虹飞架，一道道钢铁
巨龙，一个个不断打破世界
纪录的超级工程是我们创造
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
梦想精神的体现，也是大桥
人为祖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
献，与祖国同心、同向、同发
展更是我们精益求精的不懈
追求。

我将继续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接续奋斗，永不停歇，坚
定理想信念，勇做时代的弄潮
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的不懈奋斗中，不断放飞青
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蔡君彦)

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观看直播的我感
触颇深。 1978 年，我才两
岁。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黑夜

和白天是无比分明的。那时
家乡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煤油
灯。等到夜幕降临，天地如同
一块巨大且无边的黑洞，把一
切都给吞噬了。

到了 80年代，电走进了
千家万户，确切地说是进了
城市的千家万户。再后来，
村里也通上了电，只是太不
正常，经常性地停电，连正常
的照明都保证不了，所以家
家户户都备有蜡烛，乡亲们
戏称为“尿泡电”，话虽不雅，
但形象。

1997年，我怀着无限美好
的青春梦想成为一名供电员
工，和公司一起成长，从接触
多油、少油、真空到SF6断路
器；从电磁式、晶体管式、集成
电路、微机到如今的数字智能
化继电保护……变化巨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张瞧)

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100 名同志获
得改革先锋称号。在镜头扫
过一个个行业先锋时，我很荣
幸能生在这个仓廪实、科技兴
的伟大时代，同时也坚定了自
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
业做一枚有用螺丝钉的信
念。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
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
步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中国会越来越好！我们期待
着，参与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正在宜阳县高村镇挂职
的董晓跃，是洛阳市委宣传部
的一名中共党员。他说：“总
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们
备受鼓舞、倍感自豪！我出生
于1978年 12月，是伴随着改
革开放40年成长起来的，从
家庭的富足、社会的进步到国
家的强盛，40年来的巨大变化
和成就历历在目，让我们感慨
万千。”

近一年多来，我在农村生
产生活一线亲身参与了脱贫
攻坚等“三大攻坚战”，感受
尤为明显。在党的十九大

“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党
群中心、广场舞台、道路交
通、学校医院、水电气网等基
础设施日趋完善，民俗文化、
群众健身等活动内容日益丰
富，人居环境也得到很大改
善，山更青了、天更蓝了、水
更清了，众多困难群众的生
活也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

困走向小康。作为一名基层
党员，今后要继续扎根基层、
深入一线，在改革和创新中
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
中锤炼意志品质，用青春书
写无愧于时代、无愧党和人
民的答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侯梦菲)

回望消防部队改革发展
的历史，作为一名从事消防
工作 15年的老兵，我有幸见
证了部队从东风 141水罐消
防车，到现在的进口大吨位
水罐车，部队营房设施配套
的不断更新，高精尖装备的
配备，消防信息化建设的武
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
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消
防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觉得对这个时代最好
的纪念，就是主动担当作为，
始终做到牢记初心使命，不
断奋勇前进。在歌颂改革开
放伟大成果的同时，努力做
好自己的本职，用永远在路
上的心，赢得属于我们消防
人的责任荣光。

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努力践行“对党
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
诚为民”四句话总要求，用“刀
山敢上，火海敢闯”的雄心当
好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安居
乐业的“守夜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邵可强)

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一件
大事，18日一早，我便通知信
阳市淮滨县中建港务信阳淮
滨港项目部的建设方、监理方
等一线工人聚集到项目部内，
观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两者
同样重要。作为河南境内内河
航运的重要港口，淮滨县通江
达海，以开放的姿态建设临港
经济区，践行着中原人的“出海
梦”。相对河南而言，中原经济
区可以通过信阳淮滨港与皖江
城市带、长三角经济区连接在
一起，从而实现东引西进、融合
发展的目标。一方面，皖江城
市带、长三角经济区的产业通
过淮河生态经济带转移至中原
经济区，另一方面中原经济区
的物资商品通过淮河经济带源
源不断地输送至皖江城市带、
长三角经济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刘瑞朝)

倍感振奋 备受鼓舞 倍感自豪
我省各界收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纷纷畅谈大会观后感

郑州地铁站通过电视屏幕向公众播放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崔超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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