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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我提交了‘稳定科技
队伍，拓宽泡桐种植的空间’
的提案，继续为泡桐研究发展
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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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故事

两会漫议

□刘婵

全国两会又逢妇女节。参与两会的女

性魅力四射：一身职业装扮的女代表委员，

优雅从容、尽心履职；穿梭在采访现场的女

记者，因敬业而美丽；两会服务人员很多也

是女性，承担着迎宾、引导等保障工作……

两会上最动人的风景线，让这个春天更加

摇曳生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妇女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的重要力量。放眼中原大地，正是因为有

“她们”，今日之河南才更加出彩。“最美教师”

李芳在关键时刻以血肉之躯阻挡失控车辆，

保护了学生；河南物流行业代表人物徐平女

士，带领团队参与创造了跨境电商的“郑州

模式”；邓州“编外雷锋团巾帼营”的700多名

娘子军，奏响了志愿服务的激情乐章……还

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在家里是“贤内助”，在职

场是“女强人”，迸发出“她力量”之贡献、“她

魅力”之精彩、“她智慧”之非凡，给社会刻下

美丽印记，为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妇女节不仅是某一群体的节日，还应成

为全社会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坚决防止

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加快发展

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提高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起刑点”，人大代表的一则建议

引发热议，网友点赞量达20多万人次……可

以看到，从全国两会出发，全社会都在为妇

女的发展进步创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

境，支持她们在与时代同行中赢得精彩人

生，在勇立时代潮头中尽显巾帼风采。

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面向的

目标更加远大，更需要广大妇女顶起“半边

天”，贡献智慧和力量。让巾帼梦与中国梦交

相辉映，让多彩芳华在出彩中原中尽情绽放，

我们就一定能谱写出新时代的巾帼华章。2

手捧狗尾巴草，穿着迷彩军大衣，赵昭的脸上露
出笑容。在河南代表团北京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赵
昭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张照片。她说：“我认为我的
事业做得很一般，我只是对农村和农业特别热爱。”

2006 年，22 岁的赵昭大学毕业后到郑州工
作。两年后，她做了一个很多人认为冲动的选择：
回到南召县太山庙乡冯庄村养牛。对于赵昭来说，

“做这个决定并不冲动”。她说，留在农村的多数是
老人儿童，看到家乡的荒凉，就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没技术，没资金，只带着一颗不怕输的心。”凭着

一股子坚韧的钻劲儿，看书、上网查资料，外出学习、
做调研，赵昭从一个对养牛知识一窍不通的“小白”，
成为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从最初养殖
四五十头牛，到如今每年出栏1500头肉牛的规模，带
动200多户村民致富，赵昭成为远近闻名的“牛倌”。

“出彩女性不一定非得是干大事的，但一定要有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追梦路上，敢于迎难而上，坚
韧执着、踏实苦干。”赵昭说。③6（本报记者 张向阳）

你的出彩，我们的榜样
今年是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经理郭建华第12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她说：“我是一名基层电影放映员，能够连续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我会永
远做党和人民的放映员。”

上世纪 70年代，当时的郭建华还只是一名普
通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每天拉板车、抬机器，走村串
乡吃百家饭给乡亲们放电影。当放映员的 21 年
里，郭建华为群众放电影13000多场。“我最高兴的
事，就是每天把电影银幕挂起来，看着乡亲们围在
一起看电影。”她说。

1996年，当了放映公司经理的她有了更大的
心愿：“让农民能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影院里看
电影。”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开封市祥符区建成了
覆盖 15个乡镇、336个行政村的农村数字电影放
映网络，群众足不出村每月都能看上一场免费的
电影。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发
展，郭建华有了新的思考：如何更好地让科技电影
和扶贫电影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的她一直在努力调查研究、执着建言。③6

（本报记者 张向阳）

3月7日，河南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副总工
程师羊毅，给在场的代表们读了一封写给家人的信。

她在这封信中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1992年国
家机载光电装备研制起步，刚刚参加工作的羊毅承担
了重点型号的研制工作，这个项目她花了整整15年。

科学研究的道路艰苦而又漫长，对女性通常要
求更高。

学习国外技术，她挥泪告别两三岁的女儿，一别
就是一年多。

自主研制阶段，她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做业

务。为了验证一个设计、一项工艺是否正确，连续数
月工作到深夜。

拿到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时，她
所在的研究所正是用人之际，人手短缺、课题繁重。
她毅然放弃深造机会，成功完成了新装备的设计定
型，开创了国内机载光电装备的应用先河。

将“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山一样的巍峨！
“对于家庭我亏欠太多，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

择。”羊毅说，“在紧跟时代、拥抱时代中，个人才能出
彩。在科学的道路上，我愿意继续奋勇争先、创新开
拓。”③6（本报记者 柯杨）

一张拍摄于 2009年的照片上，27岁的李灵弓
着身子，蹬着一辆旧三轮车，艰难穿行在郑州街
头。车上装着她给留守孩子收来的一捆捆旧书。

10年后，她作为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李灵希
望小学校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努力带给留
守孩子更多的关爱。

“用自己的心灵唤醒一群稚嫩的心灵，老师这
份职业，没有满满的爱很难坚持。”李灵说，当失控
的三轮车朝学生冲来时，信阳乡村教师李芳以身挡
车的举动，让她十分崇敬。

李灵的学校里，绝大部分是留守孩子。爸爸妈

妈去城里打工了，老师成了他们最亲的人。
哪个孩子缺衣少用，李灵掏钱补上；哪个孩子

家有困难，李灵奔走解决；哪个孩子孤僻内向，李灵
循循善诱……“我可以叫你妈妈吗？”孩子们弱弱地
询问，对李灵来说不啻最好的褒奖。

从回乡创办希望小学，到关注乡村教育的明
天，李灵以“给留守孩子一个家”为目标，不断书写
自己的出彩人生。

“心怀大爱、品德高尚，燃烧自己来温暖他人，
这是好老师，也是出彩的河南人。”她说。③6

（本报记者 柯杨）

出彩需要
更多“她”力量

做党和人民的放映员

我们也能像山一样巍峨

给留守孩子一个家

坚韧执着当好“牛倌”

郭建华 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
祥符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

（图/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李灵 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东
新区许湾乡李灵希望小学校长

羊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
究所副总工程师

赵昭 全国人大代表、南阳市雅
民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报记者 李凤虎

3月 7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
大学泡桐研究所所长范国强的桌子上，摆满
各种材料，范国强正在修改一篇有关泡桐的
论文。

“现在泡桐种植面积呈上升趋势，河南是
种植泡桐最多的省份之一，有 1亿多株。泡
桐可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抵御干热风，经济
价值也很大，是造纸的好原料，还可供建筑、
家具和乐器等用材。”谈起泡桐，范国强如数
家珍。

“我这辈子和树特别有缘，我攻读硕士、
博士、博士后，都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泡桐。”范
国强说。

泡桐丛枝病会引起幼树死亡、大树生长
缓慢，被称为“泡桐的癌症”。范国强经过20
多年的科研攻坚，找到了丛枝病病因，创建了
一套泡桐丛枝病防治技术体系。范国强创建
了世界首个四倍体泡桐种质资源库，培育出
了四倍体泡桐新品种，推进了泡桐品种的更
新换代，解决了原有泡桐品种自然接杆率低
和抗逆性弱的问题。

现在四倍体泡桐新品种已在河南、山东、
安徽和江西等省大面积栽植，产生了显著的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范国强说：“泡桐树
成了群众的致富树，群众利用泡桐木材制作
成各种民族乐器，民族乐器产业已成为兰考
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商丘市睢阳区每年举办

‘桐花节’，开展经贸招商活动，带动了当地经
济发展。”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步入发展新阶段，林
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对
科技创新的需求更加强烈。范国强说：“今年
两会我提交了‘稳定科技队伍，拓宽泡桐种植
的空间’的提案，继续为泡桐研究发展鼓与
呼。”

2012年，范国强当选为“中原学者”，研
究成果2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3次获得河
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6次获得河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为了泡桐的枝繁叶茂，我将继
续在科研之路上探索前行。”范国强说。③5

为了泡桐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胡巨成

在信阳南湾湖畔，有一所“绿之风希望小
学”，因为“全国最美教师”李芳，声名远播。

3月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
南代表团举行的联组会议上，河南代表团团
长王国生向到场采访的境内外 69家媒体介
绍，“今天的河南，有讲不完的出彩故事”，并
且又一次提到“最美教师”李芳的感人事迹。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3月7日，记者来到
这里，发现学校与去年采访李芳事迹时大不一
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学校的牌子，由“绿之
风希望小学”变成了“绿之风李芳希望小学”。

春风化雨育桃李，润物无声洒春晖。走进
校园，到处都能看到李芳老师的“影子”。主楼
上“向李芳老师学习”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学

习李芳活动文化长廊、李芳图书室等字样随处
可见，连学校小食堂也改成“芳懿餐厅”。

校园大门右侧，工人们正在忙碌整理一
处精致的园林，那是即将开园的“桃李芳华
园”。刚从山西运回的李芳老师大型雕塑已
安放到位，红绸披挂，只待揭幕。

原来的水泥跑道也变成标准的塑胶跑
道。学校办公楼的走廊、墙面都修饰一新，
从一楼到三楼的楼梯间都镶嵌着关于李芳
的报道资料，李芳事迹陈列室宽敞明亮，各
种实物、照片排列有序。据了解，区教体局
还准备在学校左侧建李芳事迹陈列馆，设计
已经完成，不日即可动工。

该校校长王斌说，真正的变化更在老师
们的心中。在李芳老师牺牲的十字路口，每
到放学时分，都有几名穿着红马甲的老师自

觉地站在那里，拉着警戒绳，护送每一名学生
安全离开。老师们以校为家，尽职尽责，学校
的教学质量持续上升，在全区名列前茅。在
学校组织的各种学习李芳活动中，一大批李
芳式的好老师燃灯续火、砥砺前行——

今年 62岁的李慧荣老师退休后又回到
学校担任生活管理员。每天和孩子们睡在
一起，孩子们睡着了她才睡，孩子们没醒她
先起，遇到有个头疼脑热的，经常在诊所
彻夜陪伴。她对记者说，李芳老师为了孩子
连命都不要，我做这点算什么？

副校长李记还是六年级的英语老师，妻子
和孩子在50公里外的平桥区羊河中心学校，
他每周周一来校，周五才能回去。本有多次机
会离开这里，但他仍选择坚守。他告诉记者，
有时候心中对家人真有些歉疚，但想到李芳老

师29年的坚守，自己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孙亚丽老师既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又是

五年级数学老师。她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到
长途车站坐班车到学校，午休时间不是帮学
生培优补差，就是帮年轻老师修改教案。她
说，李芳老师原来就是这么教我的。

浉河区教体局局长王天安动情地说，李
芳老师是出彩河南人的优秀代表，她的事迹
说明，只要脚踏实地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
人人都能出彩，就能汇聚成我们这个时代的
奋进之光。当前向李芳老师学习的热潮在全
区正蓬勃开展，不仅是“绿之风”学校，在整个
教育系统，这样的好老师也越来越多。他表
示要把“绿之风”打造成全省的师德教育基
地，让李芳精神感召更多教师为党的教育事
业、为河南更加出彩努力奋斗。③4

春到“绿之风”弦歌唱桃李
——“全国最美教师”李芳生前所在学校回访

□本报记者 李点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生态正加快重塑，
智能化将成为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
发展智能驾驶，对于促进科技、经济、社会、
生活、安全及综合国力提升有着重大的意
义。”3月 7日，第 17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汤玉
祥代表告诉记者，今年他准备的议案之一是

“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
建立示范工程”。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汤玉祥说，加快智
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落地实
施，有助于促进我国智能驾驶汽车产业健康
发展，提升交通效率，减少城市拥堵，改善城
市环境，为提升城市环卫工作效率及实现可
持续发展提供帮助。从目前技术来看，智能
驾驶在城市公交和环卫两个公共服务领域
已具备推广应用的基础，可加快落地实施。

“目前在推动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
和环卫领域示范应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障
碍。”汤玉祥解释说，首先是对示范运营的政
策支持力度不够，无法有效拉动智能驾驶在
BRT快速公交的示范应用；其次是智能驾驶
BRT快速公交和新能源智能驾驶环卫车系
统整体成本偏高，示范应用资金投入巨大，
仅靠企业推行难以落地见效；再有就是缺少
面向智能驾驶汽车示范运营的保险法规。

汤玉祥建议，要尽快从国家层面明确示
范运营城市及示范区域，提供示范运营政策
支持；修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覆盖范围，将智能驾驶车辆纳入保险承保范
围；重点扶持一批具有智能驾驶技术研发能
力的企业，构建“智慧”高地，快速突破智能
驾驶关键技术，提升我国智能驾驶研发水
平。③6

议案提案精选

加快智能驾驶
在公交等领域应用

两会影像
两会上的河南代表团

女代表们。⑨3 本报记者
郭宇 董亮 杜小伟 摄

▲ 本报记者小薇（左）邀请代表参加
“我和我的祖国·时光卡片”活动。⑨3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每年的全国两会，女代表

总是以一样的家国情怀、别样

的柔性视角，展现出履职尽责

的巾帼风采。让我们走近那抹

“中原红”，听听她们如何把平

凡的事情做得不平凡，把普通

的事情做得不普通，与新时代

同行，争做新时代出彩河南人。

两会两会““她她””表情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