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梁建强、宋玉
萌)全国人大代表“小桔”，今年全国两会又一次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代表通
道”上，作为回答记者提问的 8 位代表之一，她
讲起了村里脱贫攻坚的故事。

“小桔”，是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党
支部书记程桔。作为一名“90 后”大学生，她原
本在广州工作。2014 年，村里的老支书告诉她，
“村里选不出书记了，发展太需要年轻人了。”

为了能给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她毅然
选择辞去工作，回到村里竞选，成为一名村支
书。

从都市回到乡村，从办公室白领到上山下
田的村干部，她一心扑在了推动村子的发展上。
在她的带领下，村里新建了 400 多平方米的光
伏发电基地、百亩绿色茶园基地，引进了占地数
百亩的淡水龙虾养殖基地等，有效带动了村民
脱贫。

2017 年，大市村的村民人均收入达 1 . 4
万元，全村实现脱贫摘帽，成为当地实施精准扶
贫后，首批脱贫的村子之一。

“代表通道”上，“小桔”讲起了村里的扶贫
车间，这是当地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

“小桔”介绍，崇阳县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不少人劳动能力比较弱，又要照顾家庭，是较难
脱贫的群体。“比如，在家里接送孙子的婆婆啊、
照顾父母的儿媳妇，残障人士等，他们都有非常
强烈的工作愿望。”

她联系当地做卫生棉的企业，到村里建了

一个车间，让村里十多名村民去上班，尽可能让
他们在照顾家庭的同时，有一份收入。

“老百姓说，扶贫车间建在他们村里后，上
班的人慢慢变多了，打牌的现象就慢慢变少了。
扶贫车间里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开始‘抢工’，抢
着去上班了。”“小桔”说，“村民们特别希望，像
这样的车间能够建得更多一点，让他们有更多
就业机会。”

除了让村民能够就近就业，大力推动返乡
创业也是“小桔”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和企业以及一些返乡创业人才沟通
中，我发现，他们对于返乡有强烈的愿望，但
是苦于信息不畅通，对最新政策不了解。”作
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小桔”建议，细化相关
政策措施，尽快让各种优惠措施在农村落地，
进一步打通返乡创业就业的信息渠道，吸引

更多的企业和“能人”返乡，加入到乡村振兴
的工作中来；同时，也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
就近就业的机会，真正做到让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

今年两会，“小桔”还和农村垃圾处理问题
较上了劲。她告诉记者，准备提交相关的建
议。

“我们村现在设置了 14 个垃圾集散点，
每到周四和周日，县环卫局的垃圾拖运车就
来村里把垃圾拖运走。村民们现在都逐渐习
惯了这种处置方式，垃圾乱丢乱放的问题明
显少了。”她在思考着，怎样才能让更多乡村
合理设置回收网点，拓宽回收渠道，进一步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网络和再生资源回
收网络的融合。“希望国家在农村垃圾回收
处理方面出台更多激励办法，形成长效机
制。”

今年是“小桔”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
第二年。她说，全国两会对她而言也是新的起
点。“我要把会议精神带到基层去，尽最大努力
履职尽责，带领乡亲们一起奋斗，过上好日
子。”

她还在期待着，更多年轻人能够回到乡
村，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不仅有
着非常美丽的山水，有着最淳朴的村民，还
有着很多干事创业的机会。尤其是，这些年
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回到村里，一定能收
获很多很多的惊喜。”她说，“最‘燃’的青春，
在农村。”

“小桔”代表：最“燃”的青春在农村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程桔在“代表通道”

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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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
者黄明 、于晓泉 、李一叶)在“三
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新华社
记者采访了几位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的军队女代表，感
受她们在强军路上铿锵前行的飒
爽英姿和时代风采。

王亚平代表：积极

备战空间站任务

作为我国首位“太空教师”的
女航天员王亚平，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刷新了自己的“人生高度”：
她在执行神舟十号载人航天飞行
任务中，在 300 多公里高度飞行
的天宫一号里，为全国 6000 余万
名师生成功进行了一堂长达 40
分钟的太空授课。

这也是世界上范围最广、时
间最长、受众最多的太空授课。忆
起那一刻，王亚平至今备感自豪。

太空的环境充满各种不确定
性，当被问及有没有想过失败时，
王亚平说，“太空授课最大的原则
就是真实性，无论成功与否，都必
须原原本本地展示给世界。”

“这既体现了中国航天人求
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更展示了中
国航天的大国自信。”王亚平说。

一年前的全国两会上，成为
全国人大代表的王亚平再度迎
来人生的“高光时刻”———“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这是我一年来
最大的感受，也是我作为女航天
员之外的又一份殊荣。”王亚平
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
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中
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 1 万亿
元。“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为政
府以务实举措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点赞；作为一名‘太空教师’，我
为更多的孩子特别是乡村孩子能
够享受更好的教育而欣慰。”王亚
平说。

王亚平透露，作为一名航天
员，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备战
空间站任务，“随时准备接受祖
国和人民的挑选。”

今年初，嫦娥四号任务的圆
满完成，让王亚平重返太空的信
心更加坚定。“我们有幸赶上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王亚
平说，期待自己能飞得更远。

杨扬代表：把青春融入人民海军走

向深蓝的航迹

一袭戎装配短发，记者眼前的这名女代表青春自
信，英姿飒爽。

“作为一名海军指挥军官，必须要果断干练。”海军
沂蒙山舰作战部门副作战长杨扬代表笑着说。

2017 年 7 月，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并在原解放军
西安通信学院学成的杨扬，第一次登上军舰，并走向
蔚蓝的大海。

沂蒙山舰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两栖船坞登陆
舰，于 2016 年 2 月 1 日正式入列。

令杨扬没想到的是，登上崭新战舰的兴奋，迅速被
初次出海的风浪所淹没。

“那次，我们驶离码头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浪。”杨
扬说，“头晕目眩，别说上战位值班，坐着都难保持
平衡。当战斗警报声响起，我打开水密门都感到吃
力。”

作为舰上第一个女副作战长，杨扬坦言，女军官担
任作战指挥员，在支队并无先例。

“面对崭新的领域，没有任何捷径可行，只有不断学
习加实践，才能尽快完成一名地方大学毕业生到合格海
军军官的转型。”杨扬说。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提高实战化军事
训练水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内容，让杨扬深有同感。

“海军走向深蓝就是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杨扬说，“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与有荣
焉！”

米合伦沙·阿不都代表：空军“春蕾”

女孩的感恩人生

米合伦沙，维吾尔语意为“温和的女孩”。
已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空军某部通信室主任

米合伦沙·阿不都，如同她名字的寓意一样，温和而坚
韧。

2019 年，对米合伦沙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今年，恰好是她成为空军“蓝天春蕾女童”的 20 周年纪
念。

“9 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得了重病，我辍学在家，是
空军‘蓝天春蕾计划’帮我重返校园，后来考入新疆农业大
学。”米合伦沙·阿不都说。

2009 年 6 月，大学毕业的米合伦沙抱着回报部队
的初心，选择参军入伍，“穿上了和帮助自己的叔叔阿
姨一样颜色的军装”。

米合伦沙至今忘不了，入伍后第一次穿上军装踏
上探亲休假的归途，“车到村口时，乡亲们都涌到路口，
捧着自家种的水果、干果，跳着舞迎接我。”

“是空军‘蓝天春蕾计划’把我从一名农村失学儿童
培养成空军军官，成为人大代表，我始终怀着感恩的心
回报部队、回报社会。”这个心怀感恩的维吾尔族姑娘，
从未忘记前行的方向。

“还在大学读书时，每当假期回家，我都会办一个
学习班，给村里的少数民族孩子教汉语和英语。”米合
伦沙·阿不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所在。

多年来，米合伦沙·阿不都还努力资助和自己一
样的失学女童，被评为“全军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开展贫困地区控辍
保学专项行动”，米合伦沙十分激动：“用好教育这个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这是贫困学生家庭的最
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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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妇联界别的女委员们来
自各行各业。她们的风采、她们的故
事、她们的成就，是当今中国妇女事业
发展的生动注脚。

在她们眼中，今天的中国女性是
什么样的？女性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
价值？记者采访了几位全国政协妇联
界别的女委员。

“我想把女性的形象比作‘水’，澎
湃起来可以爆发出不可阻挡的力量，
柔和的时候却又是那样平静温润、细
致入微。”在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骆芃
芃委员眼中，刚柔并济是女性特有的
气质，也是一种优势。

“今天的女性不应为自己‘设限’，要
发挥自己的优势，尽情尽心去做想做的
事情。”在篆刻界，女性属于“少数派”。说
起自己心爱的篆刻事业，骆芃芃委员的
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她说：“也许在一些
人眼中，刻刀和顽石是坚硬冰冷的，女性
应该从事更富有色彩、更有温度的艺术。

其实当你投入其中就会发现，冰冷只是
表象，篆刻的‘方寸天地’中蕴含的美，可
以带给你无穷的幸福和乐趣，女性更能
够将张力与细腻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在工作上爱岗敬业、奋斗打拼，
以更多的努力去获得认可；在家庭中
涵养良好家风，赡养老人、教育孩子，
营造健康舒心的家庭环境。在我眼中，
女性的成功是事业与家庭比翼齐飞。”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文华
委员说，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在多重
角色间转换，女性往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面对
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女性注重提升自我，勇
于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为自己赢得精彩人生。

时代的进步，让“半边天”更加绚
丽夺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女事业取
得长足进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重提
高，2016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
生超过 100 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
首次超过一半，达 50 . 6% ；女性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舞台更加广阔，女企业家
群体不断壮大，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水
平也不断提高。

然而，女性权益维护依然任重道
远，阻碍女性发展的种种“壁垒”依然需
要各方合力加以破除。有效消除就业性
别歧视、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维
护妇女权益……这些都是妇联界别的
委员们关注的问题，她们积极贡献着智
慧力量。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妇女事业的
发展，使得今天的中国女性在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的同时，有知识、有能力、
有追求，展现出自立、自尊、自信、自强
的形象。”全国政协委员彭静说。

作为律师，彭静委员一直关注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我觉得，一方面男
女平等的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另
一方面，‘全面两孩’让处于育龄阶段的
职场女性面临一系列新难题，我们要
有更多细化的制度、切实的举措，关爱
支持这些女性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彭静委员说，今年她围绕生育保险、女
性生育后返回职场的权益保护等问题
准备了相关提案，希望全社会共同努

力，营造尊重女性、关爱女性、支持女性发展的
良好氛围。 (记者黄小希、胡浩)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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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朱超、王
君宝)“70 多台四轮子(拖拉机)倒运辣椒”
“种蔬菜真行真好”，接地气的用词，朴实的
表述，来自黑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高向
秋一发言，就点燃了 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现场的气
氛。

尽管欢声笑语不断，但大家听得却分外
认真，因为高向秋发言中的数据实在“太抓
人”。

她担任理事长的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
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8 年种植辣椒
7000 亩，纯收入 1400 万元，亩效益 2000 元，
是玉米的好几倍；入社社员 178 户，贫困户
70 户，全部脱贫增收。

从自己致富到积极扶贫、靠种辣椒成为
远近闻名的“辣椒女王”，又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在高向秋看来，过去这些都是难以想象
的。

时间倒回到 2000 年初。
“那时候儿子刚出生，日子挺难的。”高向

秋看村里有几户种辣椒，也跟着种了起来，虽
然长得不错，可是找不到销路，眼看辣椒要烂
在地里，她着急了。

“我跟着别人装了一挂车辣椒，跑到了山
东。”高向秋说，那时候很多人担心跑那么远
容易被骗，但她铁了心就想试试。

黑土地产出的辣椒品相好，在山东免检
入厂直接卸车。那一年，高向秋往山东发了十

多挂车辣椒，挣了 40 多万元。
2015 年高向秋正式注册了自己的蔬菜

合作社，免费提供苗，老百姓在自家地里种，
收货时按照一定价格向农户回收。高向秋说
自己没大本事，但眼见一户户百姓跟着她过
上了好日子，这位“辣椒女王”硬是在扶贫领
域也干出了一番事业。

“还有 6 万多亩地都是老百姓自己的，
我们免费提供苗，有的贫困户种得多，一
年就赚十来万。”高向秋说，即便贫困户没
有地，她也会帮着他们在自家花园种上辣
椒，“半亩小花园的地一年收入五六千没
问题，仅去年小花园这种合作模式，我就
种了 3 个村，今年我还得扩大这种合作模
式。”

不过，温室等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大、蔬菜
仓储加工运输能力不足、冷链物流滞后等问
题，制约着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
服务，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让高向秋和
合作社的农户们十分振奋。

经过一年的调研和实践，今年两会，高
向秋带来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国家设立蔬
菜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预冷库、冷藏库
等建设，加大对农民技术培训，让我们会种
菜、种好菜，种出质量、种出标准、种出效
益。”

一位代表的“辣椒脱贫路”

全国人大代表谢金红是辽宁省鞍山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公司客运六队 2 路线驾驶员。在近 20 年的工作
中，她始终坚持把乘客当做家人，真心为乘客着想。谢金红说：“公交车就像社会的缩影，每天在车里都会遇到很多的人和各种
各样的情况，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扎根于百姓身边，要更好地反映百姓的呼声，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新华社记者龙雷摄

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她的职业是公交车司机

▲ 2 月 24 日，在辽宁省
鞍山市，谢金红在驾驶公交
车。

▲ 3 月 5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后，
谢金红走出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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