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婵

3 月 4 日下午，全国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

会堂开幕，各大媒体关于两

会的报道大战也早已硝烟

弥漫。

每年两会，都是各家媒

体检验新“武器”、展示黑科

技的战场。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顶端新闻客户端打造

的虚拟直播间，甫一亮相就

赢得了满堂彩。借助先进

的 5G、AR、全息、人工智能等技术，

我们首次实现了北京河南大厦、人卫

大厦和郑州大本营的三方连线。代

表委员与记者网络相见也可以相谈

甚欢，即使相隔千里也毫无交流障

碍。技术赋能智媒编辑部、智媒演播

室，生产出形式多样的网络融媒产

品，“云观两会”的效率更高了，内容

更棒了，玩法更多了。

媒体融合，我们一直在路上。《人

民日报》刊发《坚定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 高 质 量 发 展》一 文 指

出，“实践中我们越来越

深 切 体 会 到 ，发 展 要 转

型 ，理 念 必 须 要 先 行 ”。

这句话同样适用媒体工

作者，发展转型、理念先

行，就是除了会写稿子，

还 要 变 身 当 导 演 、写 脚

本、做主持、剪片子。“十

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是

新时代合格的媒体人，更

好地彰显主流媒体的责

任 担 当 ，为 新 闻 生 产 的

“未来场景”开辟无限空间。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各行各业的

人们都要在各自岗位践行新理念、当

好先行者、实现新作为。“十八般武

艺”为哪般？不是单纯为了炫技、出

圈，而是为了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书

写华章，为了以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

伟力，为了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这是一个“只有想不到、没

有做不到”的时代，每个奋斗的你都

了不起，加油！3

云观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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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客户端

今年政协工作总体要求
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集聚众智、汇聚众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同心筑梦共襄复兴伟业，乘势
而上开启崭新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100多名
全国政协委员将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十四五”
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扎实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
聚共识，汇聚起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
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
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
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9 人，实到
2106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职尽责，紧盯社会重大关切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紧抓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增强工作效能，
为实现“十三五”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展
现新风貌，服务中心任务取得新成绩，广大政协委员在特殊
年份书写了特殊的“委员作业”。

汪洋从 5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国政协的工作。一
是深化理论学习，深入开展委员读书活动，进一步筑牢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
基。二是深入协商履职，有效运用各种协商形式，发挥网络
议政优势，确保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履职活动不松、不
乱、不断。三是继续完善委员讲堂、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
团、谈心谈话等载体平台，健全从党内到党外、从委员到界别
群众的凝聚共识工作格局，汇聚团结合作正能量。四是完善
政协工作制度体系，推动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
实。五是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联系界别、服务委

员功能，提高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
汪洋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人民政协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
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集聚众智、汇聚众力。

汪洋强调，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载政协性质定位，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
理平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加强
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进一步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要深刻把握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不断丰富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要不断
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工作制度，坚持实践导向，培育协商文化，
促进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的联系配合。要着力提升专
门协商机构履职能力，促进委员更好地运用协商规则、掌握
沟通方法，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更好把报国之志、
为民之心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在新征程中展现政协委员的
新担当。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
作情况。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提出提案5974件，立案
5044件。提案紧扣时代脉搏、聚焦中心工作、饱含为民情
怀，凝结着委员的心血和智慧，承载着广大群众的愿望与期
盼。各提案承办单位克服疫情影响，层层压实责任，办复率
为99.64%。政协提案工作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
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
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
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辜胜阻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本报讯（记者 李点）3月 4日，河南
省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全
国人大代表在驻地北京河南大厦举行

全体会议。
会议推选王国生为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团长，推选尹

弘、赵素萍、徐济超、张维宁为副团长。
会议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并一致同意这两
个草案。会议传达学习了大会秘书处召
开的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③4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河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推选王国生为团长 尹弘赵素萍徐济超张维宁为副团长

□本报记者 王绿扬

3月 2日虽然是工作日，但记者下
午 3点走进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时，这里
仍是游人如织。

在馆内复原的焦裕禄生前办公室平
房前，游客总会拿出手机，隔着窗户，借
着昏暗的灯光拍上几张照片。照片的中
心，往往是一把破旧的藤椅。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它早已从原本的亮
黄色褪成了棕黄色，椅子一侧扶手下方
的大洞清晰可见。虽然“风采”不再，但
这把藤椅的“地位”，却从未动摇过。

“这是纪念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
宝’，也是国家二级文物。”站在藤椅背
后，纪念馆副馆长董亚娜将它的故事娓
娓道来，“当年焦书记因为肝痛，伏案工
作时常常会拿一个东西顶住肝部，时间
久了就把椅子的右边顶出了一个大
洞。时至今日，作为焦裕禄精神的象
征，这把藤椅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

董亚娜告诉记者，这把珍贵的藤椅
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背后还有两段鲜
为人知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干部
看到当时兰考的办公条件非常简陋，就

提出想装修一下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
连桌子、椅子都要换新的。焦裕禄知道
后，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坐在破
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还说：“富丽堂皇
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这位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就这样，这把椅子躲过了被换掉的命运。

第二个故事则更具偶然性。焦裕
禄去世后留下的东西并不多，连这把椅
子也差点被丢掉。时任兰考县委新闻
干事刘俊生怀着对焦书记的深厚感情，
将这把藤椅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内珍
藏起来。“1965 年，穆青等人到兰考采
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
时，找到了刘俊生。穆青问他焦书记还
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他说还有一把藤

椅，就放在自己办公室的立柜上。后
来，在纪念馆征集焦书记的遗物时，刘
俊生将藤椅无偿捐献出来，这才使得大
家能在今天一睹藤椅的真容。”董亚娜
动情地说。

藤椅的故事背后，既有焦书记勤俭节
约、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有兰考人民对他
的深厚感情。50多年过去了，焦裕禄的事
迹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而他坐过
的那把藤椅仍静静地立在那里，成为他鞠
躬尽瘁为人民的最好见证。③9

上图 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副馆
长董亚娜（左）向记者讲述藤椅背后
鲜为人知的故事。⑨3 本文配图均
为刘栋杰 摄

老焦的这把藤椅珍贵在哪儿老焦的这把藤椅珍贵在哪儿

“十八般武艺”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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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十四五”开局起步履职尽责
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访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刘伟

焦裕禄坐
过的藤椅

欢迎来到出彩大街，这就是我们的老家河南！

你好，河南人！是哪个镜头撩到了你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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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孙德中

本期嘉宾：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卢克平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喻新安

① 这五年我们怎么干

·融媒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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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