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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人大代表

闫国伟自从2017年担任区十六届人大代

表，并被列为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以来，一直

坚守着笃行致远的信念砥砺前行，在这条道路

上，实实在在地做到每个议案都来自于人民群

众、每一个议案都心系百姓，不辜负每一位信任

她、支持她的社区居民。

“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是人大代表

该做的事。”闫国伟自当代表的那天起，就时刻牢

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为此，她积极深入基层，面

对面倾听百姓呼声，把群众所急、所盼、所需逐

条、分类记录在本上，让自己心中“有料”。通过

各种形式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解决百姓的糟

心事、烦心事。她在一次与居民交流中得知，社

区居民在车站等车时没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恶劣天气出行乘车非常不方便。闫国伟代表获

悉这一百姓反响强烈的问题，当即向路政、公交

反映这一情况。经过有效沟通和上交议案，路政

给安装了候车亭，不仅方便了市民，能够让大家

在候车时避免了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更是成为

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人大代表不是荣誉，而是责任。”作为一名

人大代表，闫国伟始终坚持这一理念，把为民解

忧作为履行代表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次，社

区王大爷急急忙忙找到闫国伟代表说：“家里就

一个人住，这个月的水费却交了200多块钱，怀

疑是水表坏了。”她第一时间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来到王大爷家中查看，在细心的查找下找到原因

竟是马桶漏水，她立即联系物业工作人员，经过

修理再没有漏水的情况。2017年的一次“人大

代表进社区”的座谈会上，居民段景兰向闫国伟

等几名人大代表说出了自己的困扰，原来，龙门

一区属于入住率高、人口密集型小区，平时没有

活动场所，缺少文化活动广场、健身器材。听了

段景兰反映的情况后，闫国伟第一时间查看周边

环境并与相关部门反映，在多次提交议案后，区

体育局分别在社区各地块安装几十组健身器材，

看到安装好的健身器材，小区居民纷纷为闫国伟

代表的为民务实点赞。

格林摩尔菜市场位于门头沟北路，辐射城

子街道、龙泉镇、东辛房街道上千户居民的菜篮

子工程，由于人流和车流量大，乱停车造成的交

通拥堵是这里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居民希望改

变现状的愿望日益强烈。2018年上半年，闫国

伟代表了解这一情况后，提出有效议案，门头沟

北路安装探头监测车辆，同时道路两侧施划停

车位使车辆有序停车，大大改善了原来的交通

拥堵问题，也消除了安全隐患，受到了居民们的

欢迎。

“我来自人民，为民解忧干实事只是使‘人大

代表’这个角色回归本位。”闫国伟代表用这样一

句话说出了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真切感受。

李倩/文

斋堂镇张家村村委会主任张万忠连续三届当选区

人大代表，自当选人大代表起，尽职尽责，不辱使命，不

负百姓期望，始终坚持强化自身思想修养，努力提高综

合素质，认真履行一名代表的各项职责。

张万忠说：“身为人大代表在感到荣誉的同时，更要

承担更多的责任，认真做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的理念，真正让政府听到百姓的声音，让百姓了解政

府的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几年来，张

万忠深深知道人民代表不光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代表

人民的利益，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并严格遵守

各项规章制度。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责上，他善于发现问

题，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了解群众的心声，积极反馈

问题，建言献策，做好基层群众的代言人。他提出的建

议：冬季百姓取暧问题、百姓出行交通不便利、地区生活

饮用水困难等众多问题通过政府协调基本解决。

张万忠时刻不忘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基层干部的双

重身份，多年来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和代表工作结合起

来，经常深入村民家中开展调查，收集民意，了解民愿，

反映民生，积极为人民代言。全力履行代表职责，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把村民团结起来，凝聚成合力，真正让

自己成为排忧解困的知心人、村民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和

村民矛盾的调解人，使村民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加强。

张万忠介绍，近年来，该村进行了险村房屋整体改造工

程，自项目落地后，他和班子成员积极宣传政策制定方案。

有些村民不了解政策，他们就到村民家中与其促膝长谈，帮

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通过不懈努力，使险村房屋改造得

以顺利进行。2019年底，一期改造农户已入住楼房，村民满

意度100%。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换来了环境的优美，换来了

百姓的交口称赞。多年来，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大部分是村

里的小事情，但他觉得牵扯村民的事情都是大事情。

他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和人大代表，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继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履职意识

和办事能力，积极参加区人大组织的视察，调研等活动，

掌握本区区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坚持深入到群

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百姓民生问题，密切联系广大村

民，认真收集本地区群众建议和意见，及时向人大提出建

议，影响和带动群众为区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屈媛/文

依法履职 倾听民意 建言献策

要想做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首先要有过硬的

素质。马兰深知，人大代表肩负着把人民的意愿转

变为政府的意识，把政府的意志转化为全体人民行

动的重要使命，职责重大，任重道远。作为一名社区

人大代表，首先要注重学习，要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其次是听取人民的意愿，从中提取出最有价值的意

见或建议。

马兰 2017年 7月进入社区工作，在社区的日

常工作中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在“创城”期间，组

织社区班子成员清理楼道堆物堆料；带领社区党

员、群众捡拾绿地垃圾；带领保洁员对楼面大件家

具进行清理；联系志愿团队、区禁毒二队和区文明

办联合对社区的环境卫生进行常规清理整治，每周

三、四、五都会有志愿团队进入社区进行环境卫生

清扫活动，每周清扫楼道及楼面卫生，每月清理楼

道及楼面废弃物。

记得一次在整改楼后绿地时，有位老人在楼后绿

地内种植了很多竹子，竹子数量多，又超高，居民找到

老人沟通于事无补，老人不但不让动竹子，而且说话

还很强硬。这时四周居民反应强烈，纷纷来居委会反

映情况。马兰想：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要聆听人民

的心声，了解人民的意愿。于是她去了老人家中，在

跟老人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些竹子是老人去世的老

伴儿养的，舍不得砍掉，听得马兰心里挺难受的。可

是目前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四周居民的正常生活。

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马兰耐心与老人协商，希望得

到老人的理解，表示如果老人无法清理，社区可以帮

忙清理。过了一周，老人想通了，当天马兰找来绿化

人员将竹子全部装车清走。

马兰说，社区无小事，居民的每一件事都是大

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社

区环境卫生有了全新的变化，她也得到了居民的认

可，也换来了社区越来越安全稳定。她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更好的做好履职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就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合理建议，架起政府

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屈媛/文

李卫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医学

统计部主任、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为

了能够更好地履职，积极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和

市人大组织的代表履职及培训学习，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系列文件、《代表法》以及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文件。通过学习，增

强了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分析及鉴别能力，提高

了思想觉悟水平，对如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计划预算报告、提出代表议案和建议以及如何

更好地在人大闭会期间参加各级人大组织的

活动等代表履职所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有了系统的了解，提高了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增强了代表意识和服务意识，为更好

地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名北京市及门头沟区人大代表，李

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协调时间参加市级

区级人大相关会议，认真审议人大常委会和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充分代表民意，投好神

圣一票。与此同时，尽最大可能积极参加闭会

期间的人大代表活动。带着如何做一个合格

的人大代表、如何履行代表职责等问题，在活

动中认真听讲、学习、思考及向其他代表请教，

努力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通过全方位的学

习，李卫对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法

律意识明显增强，工作方法、调研能力、建言献

策水平及履职能力等均有所提高，从而尽可能

做到高质量的发言及建言献策。

李卫说，在履行代表职务过程中，她坚持做

到勤写建议。为了收集各种写建议的素材，为

了掌握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准确反映民意，提

交的建议能够具有前瞻性、代表性、针对性、准

确性和可操作性，她坚持做“四个勤”：勤于动

脑、勤于动腿、勤于动耳、勤于动手。总之，只要

用心、留心、细心，就会掌握写建议的第一手资

料，就会有可说、可写、可议之处。每次参加市

级及区级人代会前，她都会把平时调研、视察及

深入群众等所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认

真的思考、梳理和归纳，然后分门别类，去虚留

实，充实建议和内容，力求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任期有限，责任无限。任职市、区两级人

大代表三年来，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李卫对如何履职有了深

刻的认识：一是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意识，要围绕中心、服从大

局，依法履职，有效发挥代表作用；二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三是要自觉接受监督，赢

得选民群众的肯定、理解和支持。今后，她将更加珍惜人民赋

予的权力，加强学习，全方位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努力发

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发扬成绩，改正不足之处，用实际行动，做

一名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人大代表。 屈媛/文

李亚非现任门头沟区医院集团总院长、骨科

主任医师，同时还是区十六届人大代表。身兼数

职的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我区医疗界这

个既平凡又责任重大的岗位上，敢担当、善作为，

日夜奔波在为患者服务的岗位上。

在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上，李亚非善于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积极做党的政策的执行人、做基

层群众的代言人。他经常告诫自己：“人大代表就

是要代表人民，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

任。”为此，李亚非积极履行自己人大代表的职责，

倾听群众心声，反馈问题，建言献策，切实担起人

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工作中，李亚非以身作则。身为骨折、骨关

节外科专家的他，有着很高的声誉和患者信任度，

经常有许多骨不连、髋膝关节置换的患者慕名而

来，他认真负责地接待每一位患者，努力为他们解

除痛苦。除了主持两家医院繁重的管理工作外，

李亚非还积极参加区内多家公立医院的大手术，

并针对区内缺乏疼痛治疗专科的现状，在区医院、

妇幼保健院开设疼痛门诊，让患者享受到高质量

的专业医疗服务。

在履职时，李亚非认真主动。针对群众反映

的缺药、断供等意见，李亚非主动提出在医院向群

众公示采购流程的方法，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理

解。同时，李亚非还提出了完善药事委员会进药

流程，建立缺药登记制度，药物应用咨询窗口，建

立诊疗便民设施，改进离退休老干部门诊等方面

建议，极大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公立医院在群众中的满意度。

针对深山区交通不便，群众急病、外伤就诊时间较长，妇科、产

科、儿科疾病诊疗需求大等情况，作为人大代表的李亚非，在区卫

健委的支持下，积极组织，区医院牵头在深山地区建立了两个120

急救站，并大力加强外科创伤急救中心、胸痛中心（心脏疾病急救）

的建设。同时，他还积极组织妇幼保健院深入居民区和深山区，保

质保量、提前完成“两癌筛查”等公共卫生任务。

针对我区医疗高端人才缺乏，百姓某些诊疗需求得不到满足，

不得不进城看病的现状，李亚非积极向区卫健委建言献策，全力以

赴“以人民为中心”。他充分利用自己曾长期在军队医院工作的经

历，组织“军队医院人才座谈会”，为区内引进了15名军队高级专业

技术专家，担任了区医院、妇幼保健院的科室主任，填补了一些专

科空白，有效改进了医院的人才结构，提高了区内医疗技术水平，

改进了医疗质量，让患者在区内也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获得

患者的好评。

几年来，在李亚非的带领下，区医院集团的员工们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在医疗服务上为百姓办实事。李亚非一直强调，医疗安

全、医疗质量和提倡医疗技术提高都极为重要，他说：“医疗工作者一

手托着患者的性命，一手承接着政府的殷切期望，非常神圣、责任重

大”。而建设好健康门头沟，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做好区人大代表

的同时服务好患者，也是李亚非一生追求的目标。

李倩/文

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当代表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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