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楠楠快29岁了。
在江苏省南通市佰仁堂常青乐龄护理院里，她给老人们翻身擦背、吸痰通便，动作娴熟，周围人已经习以为常。
很难想象，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姑娘，放弃了大医院的“铁饭碗”，选择成为一名老人护理师。
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全国两会。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她所建议的“加强养老护理员医护技能培训”已经在护理院内部运

转了起来。今年她依然将目光锁定自己所熟悉的养老事业，提出加强养老护理人员专业队伍建设和恢复护理员资格证。
3月12日，李楠楠做客“新青年·上封面——两会青年说”。短发、圆脸，一对笑眼，身上贴着“全国人大代表”“能闺女”“忘年交”

“劳动模范”等标签的姑娘，最喜欢的词语是“90后”。
“我们已经用实践证明，90后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代。”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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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南通常青乐龄老年

护理院护理师

两会
青年说

<< 初衷初衷 >>
“就想长大后学医照护老人”

2019年春节，是李楠楠工作七年
来第一个没有值班的春节。

每年除夕，她主动提出“留守”，陪
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们在护理院过
年。母亲有时候会“嫉妒”，“护理院倒
成了你的家。”她选择撒娇的方式来应

对，“这里就是我的家呀。”
那些曾经和她一起进养老院的年

轻护理师，不少人都离开了，而她却选
择了坚守。

“我选择这份工作，跟我是留守儿
童，由爷爷奶奶带大有关。”李楠楠说。
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自己由爷爷奶奶
照顾，和老人的感情很深。小学六年级
时，奶奶不幸患上癌症。每次看到奶奶

自己扎针，非常痛苦，自己太小也帮不
上什么忙，心里就很着急，“那时候，就
想长大以后要学医照护老人。”

从南通的一所卫校毕业以后，李楠
楠考进了南通一家大型医院负责体检
抽血，“铁饭碗，工作压力不大。”但她总
觉得与自己学医护的初衷不符。

“有一天回家路上，看到一家护理院
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一时间想到了

自己当初的理想。”思考之后，她最终辞
掉医院的工作，走进了常青乐龄护理院。

<< 心心得得 >>
“像照料小孩一样照顾老人”

护理院里的200多位老人，每个人
的名字和喜好，李楠楠都记得。

每天早上8点钟，她开始检查每位
老人的情况，翻身擦背、吸痰、通便等
等。这些最脏最累的活，一些老人的家
属有时也不乐意做。

“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照顾就可以
了。”李楠楠叫那些老人们“老小孩”，言
语亲昵。在她的心中，失能老人就是小
孩子，孩子需要大人们穿衣喂饭，这些
迟暮之年的人们也需要。

有些深度失能老人入院时，背部、
臀部、四肢全是疱疹，连子女都不忍心
看。李楠楠每天用针尖扎破疱疹，再用
碘伏把伤口清理干净，换上新药。夏天
时，老人身上味道特别大，病房里其他
人不爱与之亲近，李楠楠会注意到老人
情绪低落，宽慰他：“爷爷，您要不嫌弃，
就把我当成亲孙女。”

有老奶奶排尿困难，每次去厕所，
李楠楠便给她按摩肚子，让她放松。有
时尿液会溅到手上，李楠楠一点也不会
介意，洗洗就好了。

如今，李楠楠已从一线护理转向管
理岗位，但她依然保持着时常去病区转
一转的习惯。

<< 感感悟悟 >>
“青年人要有梦想和担当”

去年全国两会，李楠楠建议“加强
养老护理员医护技能培训”。今年，她
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养老护理人员专业
队伍建设问题。

“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较为滞
后，专业养老服务人才与管理人员匮乏，
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对
此，李楠楠提了五点建议，包括加强养老
护理人才规划、完善以技能为导向的激
励机制、建设养老护理志愿服务队伍、营
造社会重视关注的良好氛围以及强化养
老护理职业资格培训与认定等。

“取消养老护理行业强制性资格认
证以后，如何保障养老护理服务质量，
还需要有更健全更严格的制度保障。”
李楠楠说，她希望国家建立更符合市场
需求、更符合职业特点的职业准入制
度，建立养老护理员职称评价和技能等
级评价制度。

当年执意做老年护理师的李楠楠，
如今已经实现了梦想，并在这条路上坚持
了七年。她认为，“青年一代还是要有梦
想、有责任、有担当，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
别？”这是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话，李楠
楠说自己很喜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王国平 忻晓松

北京摄影报道

3 月 12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
长王蒙徽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
说，去年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各个方面的
共同努力下，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
稳运行态势，市场预期也发生了积极
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住
房的成交面积增速放缓；二是住房的
成交价格总体平稳；三是住房预期，也
就是市场预期逐渐趋于理性。2019
年，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具
体要做到五个“坚持”。

第一，坚持住房的定位：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第二，坚持完
善“两个体系”，住房的市场体系和住
房保障体系。第三，坚持落实城市主
体责任。因城施策、分类指导，要不断
完善市场监测预警和考核评价机制，
特别是要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
责任落到实处。第四，坚持调结构、转
方式。特别是要大力培育和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重点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
题。第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防止大起大落。

正是坚定贯彻了十九大和今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构建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这个总的政
策方向，提出了今年具体要做到“五个
坚持”的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

“五个坚持”的方案，表明了崇尚
实干、勇于担当作为，有针对性地应对
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对习总书记今年1月底强调“要
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
效机制方案”等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五个坚持”的方案：准确把握中
央对房地产的“定位”“建立长效机制”
的大政方针，充分体现了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不动摇、打好三大攻坚战，充
分体现了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
关系”、进一步“六个稳”，突出了宏观
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从而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提出具体要做到五个“坚持”，其
信息量大！释放的信号强！

据《经济日报》
（作者系经济学家、外交学会理事）

“发展很快但有不足”
四川是文化资源大省，也是旅游资

源大省，这几年无论是文化事业、文化
产业还是旅游产业，发展都很快，但也
存在着不足。

对此，郑晓幸表示：“从供给侧角
度来讲，目前已有的文化旅游产品，和
老百姓的需求还不相适应。如现在旅
游产品基本上是门票经营机制，产业
链条非常短，文化植入基本上渗透不
进去。文旅融合发展中，要把景区的
产业链延长，把传统的‘门票经济’改
为‘体验经济’‘服务经济’，把真正的
文化体验、文化消费渗透到文旅融合
发展的全过程。”

“消费结构已经变化”
当下社会消费结构，已发生变化。

特别是80后、90后、00后，新型文化消
费群体对文化、旅游、求知、求健、求乐、
求美的需求在扩大。他们通过互联网、
通过IP，实现文化旅游体验消费，这是
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

郑晓幸认为，关注年轻群体文化
消费、旅游消费的趋势非常重要。在
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的时代，文化
消费的体验已经变得尤其重要。比
如，年轻人就算宅在家里，同样也在
全过程的消费链条里。包括他们在
线上的各种体验式购买，线上线下联
动，已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主流。
现在的年轻人小家庭，他们的家庭陈
列，对小型艺术品的需求，以及微视、
微电影、线上游戏互动，都是文化产
业链的延伸。

“应率先运用AI场景”
郑晓幸建议，应强力扶持文创场景

应用下的旅游业升级发展，“比如打造
文创AI+景区、学校、社区、园区、交通、
商贸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文创AI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全域旅游
中率先运用，打造文创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示范区和示范性深度应用场景，培育
打造一批沉浸式旅游体验的文创场景
应用类龙头企业。

打造一批“文博旅游、商贸综合体
文创升级、全息终端成像、迷你KTV、智
能音响及创意家居”类实体旅游应用场
景，构建“360度文创旅游消费的应用场
景体系”等。

“文旅高手在民间”
根据调研结果数据显示，四川新文

艺组织、新文艺群体已经接近10万家，
从业人口251万人。为此，2018年度，
四川省文联还形成了130万字的研究
报告并正式出版。

“这个群体正好是下一步我们推动
文旅发展的有生力量。”郑晓幸说，发
展文旅经济很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
力量、社会投资要靠民间。“其实，高手
在民间、活力在民间、潜力在民间。如
很多私人博物馆、画院、艺术家工作
室，都表现出勃勃生机。要充分发挥
千千万万的中小文艺组织、文艺群体、
文艺化企业的作用，旅游企业的作用，
激活全社会来发展文旅经济的热情，
把民间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

代表委员说

“90后”全国人大代表李楠楠

200多个失能老人的“忘年交”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郑晓幸：

应扶持AI新技术
在全域旅游率先运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柴枫桔
北京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文联主席郑晓幸谈起
文化发展，总是条分缕
析，侃侃而谈。

参加 2019 年全国两会，关于如
何更有效促进文化、文旅融合发展，
郑晓幸提了六条建议。

建议中，关于文化和旅游更好
融合发展，是郑晓幸特别关注的一
个重点。提到文旅结合的好例子，
郑晓幸提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
的文创，短短几年突破10个亿。还
有就是故宫博物院所展现出来的时
尚感、魅力度，对年轻群体的吸引
力，值得借鉴。”

□张其佐

应强力扶持文创场景应用下的旅游业升级发展应强力扶持文创场景应用下的旅游业升级发展，，推动推动
文创文创AIAI的新技术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品、、新模式在全域旅游中率先运用新模式在全域旅游中率先运用。。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郑晓幸

房地产“五个坚持”方案
释放的信号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这样
一组数据，令人振奋——三年来，人民
法院全力攻坚，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
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4.4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8.5% 、
105.1%和71.2%。司法公正“最后一公
里”上的“拦路石”正被移除。“基本解
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只有法
院的判决得到有效执行，司法公正和
权威才能更好地得到彰显。破解执行
难，是一场关乎民心民愿的攻坚战，更
是一场关乎公平正义的保卫战。

从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
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到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落实意见，基本形成综合治理执行
难工作格局；从与公安部等16家单位和
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信息联
网，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
尽”，到推进失信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
类150项惩戒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从着力解决财产变

现难题，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到以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拘
留失信被执行人50.6万人次……三年
来，人民法院全力攻坚，执行模式发生
深刻变革、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破解执行难敢于动真格、出实招，
“老赖”自然不敢再肆意妄为。不过，
看到骄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
地看到：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
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
差距；从“基本”到“切实”之间，执行工
作仍然面临不少问题。

不能执行的判决，如同白纸一
张。力破执行难，“基本解决”是一个
新的起点。如何避免执行难问题反
弹？如何形成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更强
合力？如何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这
个更高目标？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更
进一步努力破解。

一鼓作气、一以贯之，才能进一步
解决好执行难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两会新华时评/

力破执行难,“基本解决”是新起点

“90后”全国人大代表李楠楠做客“新青年·上封面——两会青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