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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代表使命 创办求真教育
区人大代表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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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责任而忙碌，生命因尽责而精彩。人大代表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凝

聚了人民群众希望的责任。我区人大代表们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满腔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不忘初心、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

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值此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

开之际，本报编发我区部分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为推进我区现代化生态新区建设做出

的积极贡献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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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芳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每个教育

人的追求和心愿，作为一所优质初中校的校

长，如何让学生有发展、教师有成就、学校有

特色是她不懈追求的目标；作为一名区人大

代表，实现学生承认、家长认可、百姓满意是

人民赋予她的责任。她深切地感受到，有更

多的人关注着她、期待着她、信任着她，使她

感到无尚荣光和肩负的使命。

在日常工作中，魏芳坚持学习，不断提

高自己的能力。身为一名教师，多种方式的

学习是她当教师、做干部早就形成的良好习

惯。成为一名光荣的人大代表以来，学习更

成为了她生活工作中的一种常态，案头、床

边是各类党报党刊、法律法规，通过学习不

断增强她的知识和阅历。并结合自身情况，

积极总结经验，学习也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

的方式。走出去，她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审议各项报告和议案、反映人民群众

的意愿和要求，不断提升自身依法行使代表

的各项职权素质和能力；请进来，人大代表

进校园、到医院、进社区，彼此真诚交流、沟

通、探讨、提建议，反映百姓对教育的呼声。

魏芳深知，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深入基

层，了解百姓的心声，反映人民的意愿是职

责，也是使命。心里话、真心话、信任话的获

得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在工作中，她

是一名老师，更是一位朋友。她尊重经验丰

富的老教师、中流砥柱的中青年教师、肯于

钻研的年轻教师、活泼可爱的峪分学子，干

群是团结的、师生是和谐的；她尊重每一位

家长，耐心地对家长进行关于学校工作的讲

解，与家长面对面的交流，深入家庭走访了

解情况；她尊重社区的百姓，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居民调研活动，使大家愿意与她交流，

谈见解、说看法、诉心声。她在注重学生学

习的同时，更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培养

学生的诚信意识、团队意识。她认为，学校

发展的规划在话语中产生，新课改的思路在

调研中迸发，百姓对优质教育的渴望在走访

中展现。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魏芳始终谨记，使

命让她倍感光荣，这就要求她更要静心、精

心、净心、镜心的干好每一项工作。她在做

好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管理的同时，用敏

锐的眼光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及时反映教

职员工和周边百姓的心声和需求。并且不

断地用理论武装自己，把党和政府的决策、

决定传达给群众，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履

行好代表职责，发挥好代表作用，做一名光

荣的人大代表，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

使命。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魏芳时时刻刻做到高

标准、严要求，处处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她立

足于本职工作，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教职工

服务，一心一意谋教育发展”的理念。对自己

更是严格要求，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断提升

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得人敬佩，受人

爱戴。在工作中，她善于倾听群众建议，合理

规划学校工作，以人为本，注重态度感人、活动

育人、魅力做人，大胆改革创新，善于结合形势

和学校实际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讲究务本求

实，多渠道、多方式提升教职工的思想境界、教

育境界，为学校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做出了较

大的贡献。

魏芳说，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要继续

奋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浸润学生，踏踏实

实做好工作，尽最大的努力为教育事业贡献

力量。同时，在关心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

上下大功夫，全力为人民群众服好务。

从当选为区人大代表起，刘晶尽职尽责，

不辱使命，不负百姓期望，始终坚持以增强学

习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强化自身

思想修养，努力提高综合素质，严格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认真履行一名代表的各项职责。

她认为，人大代表不光是一种荣誉，更是

人民赋予的一种职责。这是人民的信任和重

托，应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生活中多联系

百姓，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及时反映

大家的心声，努力发挥好人大代表的作用。

刘晶说，作为人大代表，肩负着代表人民

的利益和意志。近几年来，通过积极参与区

人大组织的视察、调研等履职活动，使她可以

详细了解全区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她立足本职，一步一

个脚印，积极联系群众，反映民意，为地区发展

建言献策，帮助人大常委会全面地了解、掌握

辖区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更好的审议有关事

项。

除此之外，为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刘晶

加强日常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她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接触新的思

想、新的政策，才能拥有更丰富的知识、更灵

活的思维，才能在面对新问题、新事物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判断，更好地提高履职意识和办事

能力。

在日常工作中，为努力提出高质量建议，

刘晶坚持深入群众听取反映，了解民情民意，

密切联系广大选民，做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

握方向，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发挥自身优势，

影响和带动广大居民，为区域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会议期间，刘晶认真审议各项工作

报告，立足大局，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提出

建议批评和意见，积极与村代表、居委会主任

沟通、交流。她认为，看到问题提出建议只是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提出建议后她往往会深

入了解办理情况，并提出相应的补充意见，确

保问题得以解决。

刘晶深知：当代表不仅是职务和荣誉，更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她说，人民代

表人民选，我当代表为人民，她十分珍惜代表

资格，时刻牢记代表使命。始终觉得有无数

双热切、期盼和信任的目光盯着她，无时无刻

鞭策、提醒她是一名要为群众讲实话、做实事

的人大代表。

“做一名人民满意的代表。”刘晶坦言,作

为一名人大代表,自己一直将这句话记在心

里，并且是她追求的目标。

刘晶说，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她会加

倍努力，强化代表意识，始终坚持任劳任怨、

自觉刻苦、默默无闻的工作精神，一切从全局

出发，重团结、讲实效、不推诿，用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的精神面貌，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切

实发挥好代表作用，尽职尽责完成人大代表

的使命。时刻心系百姓，做好人大监督走访

工作，时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走街串户，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收集实时信息，及时反

馈，努力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为老百姓多办

事，办实事。

刘生芝曾经当选为十三届、十五届、十

六届三届区人大代表。作为一名老代表

她常说，人大代表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既

是动力，更是压力。荣誉是党和人民对她

的信任，责任是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真正为民办实事。

当选代表以来，刘生芝时刻牢记代表

使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职责，努力

发挥好代表作用，始终以不辜负广大选民

信任、努力做一名为选民讲实话、做实事

的合格代表来鞭策激励自己。

为更好地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刘生

芝首先从加强学习、端正态度、完善自我、

塑造自我做起。她坚持自我加压，不断充

实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通过积极

参加区人大组织的各项培训、学习、参观、

调研等活动，进一步掌握了从政治到经

济、从政策到法律、从理论到实践等各个

方面的知识技能，使自己的工作思路更加

清晰，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创新意识更加

强烈，使自身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政治敏锐

度、鉴别能力等方面不断提高，依法履职

的责任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同时，她始

终牢记自己的承诺，正确行使人民群众赋

予的权利，切实做到把建议问题带上去，

把政策精神传下来。

在依法履职和日常工作中，刘生芝深

切地体会到，选民对代表的信任和支持，

他们愿意把代表当作知心人，无论大事小

事都愿意向他们反映、聊聊。她说，像百

姓反映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道路设计不

合理、垃圾分类等问题只要你真心去做、认

真反映、积极协调，不管最终能否解决大家

都会无条件的理解你、支持你。所以一定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当挂牌代表，要

做恪尽职守、讲实话、做实事、敢于担当的

人大代表。

作为工作在基层的社区书记，刘生芝

坚持深入群众听取反映，密切联系广大选

民，做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她不仅致力于社区服务，更是在日常

生活中勇当楷模，乐观向善，积极营造社会

正能量。她始终谨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坚持直接与群众面对面打交道。她深知，

做这个工作就肩负着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重大

责任，更要有坚定的政治担当和职责担

当。要做尽其心负其责的社区当家人，要

做坚持原则、敢于亮剑的党组织带头人。

刘生芝说，坚定信念勇于担当，不忘初

心重在担当。自己肩负人大代表的使命，会

始终不忘选民的期望和嘱托，履行人大代表职

责，严于律己，做廉洁的人大代表。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不断加强学习，继续努力工作，深入

实际、深入群众、关注民生，为居民诚心诚意办

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诺言，不辜负广大选民的期

望。“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

的事业，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

真金。

胡凤才既是最基层的支部书记，又是区人大代表。具有人大代表和基

层干部双重身份，这也为他更好地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他说，身为人大代表和干部，理应为民代言、为民排忧，这既是党组织的要

求，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作为区人大代表的胡凤才，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他加强学习，始终把党的方针

政策、党的十九大精神贯穿于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全过程。他严格要求自

己，坚持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长。他深知，坚持学习

才能与时俱进、提高认识、增强素养，学习知识尤为重要，这是履行好代表职

责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胡凤才当选为人大代表以来,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既是动力,更是压力。荣誉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压力是肩上的担子重

了,责任重了。他始终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理念融入自

己的一言一行，心为民想，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在日常工作中，胡凤才时刻不忘本职，经常深入村民家中开展调查，积

极为民代言，全力履行代表职责，努力为人民负责，为政府排忧，协助政府推

进各项工作开展。他认为，人大代表是人民的，当代表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种责任。不仅要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更要代表、维护和发

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就是失职。要想做一名选民满意的代表，就必须

坚持密切联系选民、收集民意、了解民愿、反映民声。他将自己的日常工作

与代表工作紧密结合，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推进代表职责的履行，同时不

断总结工作经验，改进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使工作更实在、更具体。他始终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听取和忠实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积极建

言献策，为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向村民宣

传市、区、镇的中心工作和人代会精神，密切党和政府与基层群众的关系，协

助政府推行工作。

在基层工作中，胡凤才用心融合人心、用心为民办事、用心与群众联系

沟通、用心凝聚群众的力量，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多年来，他走大街，

串小巷，调查走访村民，了解村内情况，掌握村内的大事小情，帮助村民解决

了不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用心倾听群众呼声，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大代

表的深刻内涵，通过自身一言一行的努力实践，赢得了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争做地区群众的知心人、代言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

王霞既是增产路东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也是区第十五届、十六

届人大代表，同时还是本届财经委委员。她深切地感受到身份不同的同时，

也感受到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作为区人大代表，又是一名基层领导，王霞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

员、是一名光荣的人大代表，在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甘于奉献，严格依法办

事，认真执行工作纪律和廉政制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做到请选

民监督、让选民满意。

王霞深知：人大代表是人民选的，权利也是人民给的，必须代表人民的意

志和利益，只有认真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

益。所以，她时刻要求自己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做好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王霞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坚持密切

联系群众，特别关注群众反映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群众需

求，分析社情民意，兼顾好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例如，黑山公园门前的一片

健身场地就是她在担任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期间广泛了解情况，倾听民声民意

后写的建议，由原来的一片黄土地改建成了现在每天都会聚集上百人在此健

身、跳舞的休闲健身广场。她说，不管什么时候，居民所反映的意见都要稳步

推进、积极协调。我来自基层，离居民最近，居民烦心的事儿就是我操心的事

儿，居民所想所盼就是我的努力方向。

除了做好日常的本职工作，王霞还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加强学习，充实自

己，提高各项能力，使自己具备过硬的个人素养，增强履行代表职责的责任

感。即使工作再忙，她都不忘学习，认真学习了《宪法》《代表法》《审查预算教

程》等多部与人大代表相关的法规和书籍。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她都认真看

书学习，并把理论知识贯穿于实践之中，为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打下了

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作为一名区人大代表，王霞严格遵守各项规章

制度，积极参加人大活动，总结工作经验，在活动中献言献策，把群众呼声带

到会上，为政府工作提供有力依据。例如，在今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中，

她在区委组织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会上，将社区居民对此项工作的一些看

法带到了会上，真正起到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王霞说，我的本职是社区工作，立足本职、用心履职是我作为基层干部和

人大代表的工作目标。在社区中，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提

升居民的幸福指数是我作为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方向。作为人大代表我牢

记这样四句话：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第一需要、把人民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

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充分履行代表职责为人民发声是我的责任和担当。

做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区人大代表刘晶

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当代表为人民

区人大代表胡凤才

代表风采

坚定信念勇于担当 不忘初心重在担当
区人大代表刘生芝

履行代表职责
为 人 民 发 声

区人大代表王霞

代表风采

代表风采

代表风采

代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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