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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中共中央，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
的祝福。 他强调，我国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起到了“半边天”的
重要作用。

奋进中的湖南，离不开“她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南
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将笔和镜头对准 4 位在湘全国人大
代表、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展示“她力量”的风采。

她们，是科研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政协工作
者；她们，为民服务、创新发展、艰苦奋斗；她们，甘做老百姓身
边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她们，以榜样的力量团结带领妇
女同胞，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着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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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巾帼力量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一身深蓝色的土家族服饰，一口记
者熟悉的湘音，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一
位来自湖南的全国政协委员，吸引了众
多关注。

她叫石红，全国政协委员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

石红从小在“美得让人心痛 ”的湘
西地区长大，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 都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小时候，
我跟着父亲从县城回乡下， 每次走到
‘两头黑’，天麻麻亮就要出发 ，走到天
黑才到屋。如今，家乡面貌大变样了，我
们说不出的高兴。 ”

精准扶贫大战中，她不仅推动党的
好政策在民族地区宣传好、 贯彻好、落
实好，还身体力行帮乡亲们脱贫。

“一位扶贫户曾因找不到致富门路
失去信心。我就鼓励他种西瓜、种蔬菜，
并帮他销售。 ”石红告诉记者，几年后，
这名村民找到致富门路，改变了家里的
面貌，不仅修了新的厨房、改建了厕所，
还安装了热水器。他告诉石红，“我也过
上了你们城里人的幸福生活，煞闹得很
（非常好）”。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石红经常为家
乡代言。 今年，她又带了多份关于民族
地区的提案。其中一个是呼吁支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创建全国脱贫地区
乡村振兴示范区。

十八洞村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荣誉称号。“十八洞村的巨大变化正
是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好的生动例证。 ”石红说。

医者仁心 ，产科医生更有 “生命使
者”之称。2008 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中，
时任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兼
产前诊断中心主任的雷冬竹，和她的同
事们坚守在断水断电的“孤城”郴州，在
仅有 49 张床的产科里， 迎接了 222 个
“冰雪宝宝”平安降生，创造了生命的奇
迹。

3 月 6 日， 全国人大代表雷冬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这段故事，她淡
然一笑：“和每一位坚守岗位的人一样，
我们都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 ”

从医生到全国人大代表，雷冬竹的
职责更重了 ，但无论何时 ，医者的初心
不变。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我们就是要
为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雷冬竹说。

雷冬竹连续 6 年呼吁关注出生缺
陷防治，提出了“普及现场救护，救护车
装 ETC 专号免通行费”“进一步推进公
民依法婚检”“进一步推进医联体建设”
“将助听器和电子耳蜗纳入医保”“改善
国家基本药物供应现状” 等民生建议。
让雷冬竹欣慰的是，她结合本职工作和
专业知识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了问题
解决和相关政策出台，在更大范围内帮
助了更多人。

今年，雷冬竹提出了关于加强罕见

病医疗保障及预防的建议，以女性特有
的细腻与柔情，为弱势群体鼓与呼。 她
提出，普及孕前产前罕见病筛查 ，建立
区域性罕见病诊治中心，完善罕见病登
记管理，构建罕见病防治体系 ，系统性
解决罕见病问题。

兢兢业业工作 ， 勤勤恳恳治病救
人，雷冬竹先后荣获了全国诚实守信道
德模范、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摘得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科技成
果二等奖、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并带领团队建立首个“湖南省出生缺陷
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从事装备制造设计工作 40 载，在这
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全国人大代表
周玲慧接受记者采访时自嘲是“万绿丛
中一点红”。

40 年来 ，经她设计制造的产品达
200 多件 ，年产值 2 亿多元 。作为湘潭
电机 股 份 有限 公 司 电机 事 业 部 研 究
所原主任设计师 ，周玲慧始终保持着
对事业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

“产品太多 ，都记不清了。 ”但让周
玲慧最 “得意 ”的一件事是电机提升计
划 ，“我改写了国内企业直接借鉴国外
公司电机结构布局的历史 ， 让自主创
新成了这个领域的新声 ”。

电机是工业领域的动力之源 ，电
机 产 业 作为 高 端 装备制造 业的 先 导
产业 ，对我省实施 “三高四新 ”战略意
义重大 。 作为来自科研战线的全国人
大代表 ，周玲慧一直在为电机行业的
发 展建 言 献 策 ， 提 出 了 加强 人 才 培
养 、建立 “三大机制 ”提升企业竞争力
等建议 。

“既关注‘国之大者’，也要关注民生
大事，这是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使然。 ”周

玲慧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利用科技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既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又帮助他们
增收，这很有意义。 ”

今年， 她关注的是如何提升原始创
新能力， 提出了保护无名学者科学研究
积极性的建议，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提
高基础研究水平。

留着一头气质短发 ， 尽显干练利
索 ，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谢资清的素描
像。 她是首位荣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
奖的女数学家，这在数学研究领域很少
见。

“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谢资清说从邵阳偏远的农
村走到数学研究领域的前沿， 这一路，
她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尤其是攻读硕博
期间 ， 恩师们的言传身教对她影响深
远，最终让她走上教书育人之路。

“比起校长、主任等头衔，教师这一
身份，更让我有成就感。 ”现任湖南师范
大学副校长的谢资清说 ， 她最开心的
事，莫过于将自己从前辈那汲取的知识
精华倾囊传授 ，薪火相传 ，让更多年轻
人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在谢资清看来 ，湖南实施 “三高四
新 ”战略的 “源头活水 ”就在教育 ，不管
是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是解
决“卡脖子”技术难题，都需要一大批优
秀人才作为支撑。

谢资清了解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
共同努力下，中西部地区高校取得了长
足发展，但仍然面临一些发展瓶颈。 近
年来的全国两会，她多次关注中西部地
方高校问题，并递交了多份建议。 今年，

谢资清再次呼吁 ，中央财政以 “普遍增
加 、重点扶持 ”的方式进一步加大对中
西部地方高校专项资金投入，重点推进
具有 “领头雁 ”作用的地方高校快速发
展，并在经费投入、指标分配、师资队伍
建设等方面 ，给予更多的支持 ，解决高
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教育兴 ，则人才兴 ；人才兴 ，则发
展兴。 ”谢资清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
程 ，要做好教育这篇文章 ，为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雷冬竹代表：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谢资清代表：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人才支撑

周玲慧代表：让科技创新源头活水不断 石红委员：乐为家乡发展代言

雷冬竹代表。 谢资清代表。

周玲慧代表。
石红委员。 许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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