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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两会进入第五天。在“三八”节即将来临
之际，女性的发展与权益保障等话题，得到了众多代表
委员的关注。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众多女代表、女委员纷纷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广大妇女的平等权利保障有力，发展水平全方
位提升，获得感、幸福感更强，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的实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她地位不断提升

五年来，中国妇女事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各领域
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达到新水平。妇女的就业规模继
续扩大，2015年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42.9%，比2012
年增加 1068 万人。男女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落实，
妇女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
高，妇女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农村贫困妇女人数
大幅度减少。

在天津市河东区副区长丁梅委员看来，现在中国妇
女有良好的发展环境。令丁梅印象深刻的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妇女健康保障领域取得很大进展，例如，全国
范围内都有针对乳腺癌、宫颈癌等疾病的免费防控、筛
查项目；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二
是女性平等地享有教育过程和教育机会，有了健康和教
育，妇女就能参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独立的经济地
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红宇委员认为，
新时代的女性有新特点，更独立，以自己的工作为荣，
拥有更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更前沿，既有飞天女将，
也有不少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女性企业家，我们也站在
了高科技的前沿，“这些与十八大以来倡导的社会风气是
分不开的，社会为女性追求自我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中国妇女的幸福感是满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甘肃分所所长张萍委员说，这是发自内心来讲

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女性，都很羡慕中国女性能享受
到这么高的地位，能够拥有充足、平等的发展空间。中
国妇联的工作做得也很到位。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中国
的妇女为中国发展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无论是
在政界、商界、学术界还是文化界，中国女性都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中国妇女地位已经有了很大提升，女性受到了
同等的重视，很受尊重。妇女的发展也有充分的空间，只要
自己努力，都会找到成功的路径。”新大陆科技集团总裁王
晶委员说。

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支部书记余留芬委员
认为，女性的发展与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现
代社会对女性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另一方面，社会的
快速发展，比如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大家开放思想、开展
事业提供了条件。

她力量贡献“软实力”

广大女性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身新进
步，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到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攻坚战，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火热实践，到日
益广阔的国际舞台，女性都展现了“半边天”的别样风
采，创造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光辉业绩。据统计，
2015年，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达55%左右。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实际中也是这样的。”余
留芬说，不少女性既承担家庭责任，也是家里的经济来
源，相比传统的相夫教子，越多越多女性拥有了自己的
事业。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位女性，她们做农产业，开养
鸡场，做培训班，事业都发展得很好，其中一位从几千
元钱起家，现在资产上百万元。她们有自己的想法，也
敢于跳出去，有出去闯的勇气。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首
届副主席杨佳委员认为，“在很多领域，妇女的作用甚至
超过了半边天，尤其是互联网浪潮的影响下，妇女在创

业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2011 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典礼

上，院长约瑟夫·奈对我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
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这位哈
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
掌欢呼。2011 年，我又成为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校友成就奖 2011 年度唯一得主。”杨佳说，“我小的时
候，就特别羡慕居里夫人和女飞行员，现在我们已经有
了女宇航员，在我们科学院系统，从女科学家，到女院
士，女性的身影越来越多，女性在当今社会上起到了重
要、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是在继承发展创新中，还是
在家风、校风、社会风气的培育中，包括国际交流中，
女性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安’字，有女则安，
女性作用不言而喻。”

“当我听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消息时，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晚上还在问自己，我一
个缝纫工可以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真的吗？接下来
几天却开始担心，怕自己做不好代表。”刚当选代表时的
情形，常州老三集团有限公司服装一分厂缝纫操作工李
承霞代表至今难忘。

到北京参会前，李承霞走访了六七十户社区居民家
庭和纺织厂、服装厂、建筑工地等劳动一线，走访对象
反映的问题涉及住房、社保、养老保险、教育等多个方
面。这些呼声和民意，她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些年，国
家出台了不少技术工人扶持政策，并加大了技术培训，
我也参加了各种技能大赛并获了奖，5年收入翻倍。技术
改变我的人生，让我变得强大。身边的同事也不再认为
缝纫工很低微、没有未来。”

她发展还要添助力

让尊重和关爱妇女儿童成为国家意志、公民素养和
社会风尚，这是众多代表委员的共同心声。

丁梅认为，女性的发展环境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

比如说，一些传统观念认为，职业妇女对社会的贡献
大，“全职妈妈”对社会的贡献小，这需要改变。其次，
阻碍妇女职场发展的“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应该对
女性人才更多地培养和锻炼，让女性脱颖而出，真正实
现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

女性权益保护同样广受关注。刘红宇说，虽然女性
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对妇女
权益的保护还要长期进行，因此，我呼吁更多有识之士
和公益者下农村、去西部，到妇女中间去教她们如何维
权。比如，我的一件提案就是关于校园性骚扰话题的，
提了一些建议以帮助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州市委会主委陈怡霓
委员表示，她最关心二孩政策放开的背景下，鼓励育龄
妇女生育及其相关权益保护的问题。“很多育龄妇女对生
育二孩很有意愿，但是如何兼顾事业发展和生育，是她
们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国家需要制定一揽子政策，帮
助育龄妇女解决他们的近忧和远虑。同时，在社会上，
要预防性别歧视的倾向。”陈怡霓说。

安徽省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委员认为，新时代为女
性奋斗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幸福来自奋斗，在伟大的时
代，女性更应该努力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出
新出彩。“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风建设。家风建设是
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基础。在家风建设中，女性的角色
非常重要。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女性应紧跟时代
步伐，注重学习，开阔视野，加强修养，建立良好家
风，给人生德行操守系上‘第一粒扣子’。”

杨佳表示，希望妇女将来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中来，发挥更多的优势，更多地成为中国的栋梁
之材。在公共管理、国际交流等方面，女性都能凭借亲
和力强等优势，发挥更独特的作用。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我想真诚地说一句，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女性，要尽量做出有价值、有品位的东
西，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实力找到立足之地。‘打铁还需
自身硬’，关键是要自立自强。”余留芬说。

巾帼力量：听听两会“她”声音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李 婕 潘旭涛 卢泽华

从本职工作来讲，我是一个绣娘，是四川
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高卓营乡高卓营村2
组一位土生土长的彝族姑娘，因为彝绣做得
好，从而成了本地的一个致富带头人。

作为一名女代表，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
国家的女性，这些年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以
前，我们那的女人大多是家庭妇女，家庭的主
力都是男人，现在，通过社会的发展，政府对女
性越来越关心关爱，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女人也能当家做主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
社会上，讲话都越来越有分量了。

小时候家里穷，但我还是通过函授的方式
念过大学。过去，我们村里，女大学生非常少
见，现在则很常见了。我们那儿的教委工作人
员，还经常下乡到村民家里，动员引导家长让
娃娃们多念书。这当中，女娃娃也受益很多。

不过我最终发现，还是要发挥我的特长
——彝绣。我妈妈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家妇
女，受她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上了刺绣。读
书之余，只要一有空，就在母亲身边看绣衣服、
绣帽子；白天在山上或田间地头，就看邻居阿
姨们绣衣片、绣荷包。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不断
学习，我手艺越来越好、越来越精，渐渐能独立
绣出各种精美的绣品。1999年 7月，我还专门
到乐山学习了一年半的服装设计与制作理论
知识和操作技能。

2015 年，利用自身特长和优势，我和其他
朋友一起成立了马边县首个刺绣专业合作社
——马边花间刺绣，生产彝绣服饰、手绣工艺
品等。我们的合作社成立到现在，带动了周边

168 名绣娘实现居家就业，年人均创收达 8000
元以上。

为了推动传统彝绣传承，从去年起，我还
带着“女子绣班”走进当地小学开展培训，这样
不仅可以传承并发扬民族文化，也能让彝族孩
子从小学会一门居家灵活就业增收的技术。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新人”，心头一直萦绕着两个问题：如何
为彝族聚居区脱贫奔小康提出自己的建议和
意见，如何在彝族聚居区的脱贫攻坚工作中作
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今年来参加会议，我要提的建议是关于支
持少数民族妇女创业。我希望，未来合作社不
仅能带动马边县的彝族妇女就业，更要把凉山
的贫困妇女带动起来，实现居家就业，我也希
望国家有更多的相关支持政策出台。

（本报记者 叶晓楠整理）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大幕拉开
的那一刻，我心中升腾起无比的荣誉感与自豪
感。回首十几年参政议政路，我用60多件提案
为我在广东省的履职之路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开始成为全国政协妇联界别的一名委员。

2017年5月16日，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合会正式成立，我深刻记得，我的心情是
激动的，是感动的，更是非常振奋的！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我国历史发展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提到“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
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无不深切感受到振奋与鼓舞，感受到党和国
家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关心与厚爱。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
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

员。他们中相当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在广东
省，新的社会阶层产生早、发展快，存量多、增
量大。他们中不少人有较强的组织归属感，希
望加入组织，渴望得到组织的关怀。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合会组织运用新思路、建立新体
系、打造新载体、创造新模式，致力于打造属于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平台、建言献策
平台、社会服务平台，凝心聚力。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今年我也带来
了《关于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力量，为乡
村振兴发展贡献力量》的提案、《关于加强粤港
澳专业服务业互通合作，促进湾区联动发展》
的提案。新时代在召唤奋斗者，在新时代建设
的洪流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三大攻
坚战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广大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责无旁贷。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奋斗的号角已经吹
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
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我们恰逢其时，这是我们这一代党外知识
分子的幸运与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的责任与光荣。努力把自己的专业
做强、做深、做精，凝聚蓬勃向心力，形成广泛
正能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知识为
民，专业报国。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
干、久久为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华
民族建设新篇章。

（本报记者 叶晓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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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下午，安徽代表团小组会议后，部分妇女代表结合政府工作报告，聊起妇女权益保障的相关建议。图为部
分妇女代表正在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孙 振摄

3月7日下午，安徽代表团小组会议后，部分妇女代表结合政府工作报告，聊起妇女权益保障的相关建议。图为部
分妇女代表正在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孙 振摄

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贵州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图为贵州代表团代表在会议间
隙交流。 邓 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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