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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話說，反正都要過三八婦
女節了，就照顧一下我們女委員，給點
優惠吧。」7日上午全國政協新聞出版界小
組討論現場，在主持人宣布討論結束的
同時，坐在後排位置的全國政協委員、鄭
州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舒安娜大聲說。

「我也還想再說3分鐘。」幾乎同時
，又傳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青年出
版社董事長馮丹藜的聲音， 「三八婦女
節特惠3分鐘吧。」馮丹藜接過話筒，呼
籲大家能夠多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
流。

這種女代表女委員積極參政議政的
場面在全國兩會上隨時可見，漸成中國
代議制政治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她們以
廣闊的視野關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
方面，展現出女性代表委員所特有的風
采。

提升政治話語權
帶7個月大的兒子上京開會的全國

人大代表彭偉平，在女代表中尤為引人
注目。這位來自安徽省靈璧縣高樓村的
村民，曾於2012年6月以懷孕6個月之身
，跳進水塘救起一名留守兒童，被稱為
「最美孕婦」。為了更好地履行人大代

表的職責，彭偉平此前走訪了安徽靈璧
老家周邊六七個村子，挨家挨戶找鄉親
們聊天，準備了一份關於留守兒童的議

案。她說， 「既然當選了，就要做好，
絕不當 『擺設』」。

全國人大代表、民盟廣東省委會副
主委羅遠芳，兩會期間提交的是一份名
為《關於提請國家大力支持高性能輪胎
研究開發和產業化的建議》的建議。她
說，這原本是男人們研究的領域，看似
他們應該提的問題。但這個工科出身、
且從講師破格晉升到教授的教育廳官員
，更願意在工作中淡化性別上的差別。
「在工作中，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過

多想自己是女性，潛意識裡需要別人
的關照，要有自強自立的精神。」作為
一個女廳官，羅遠芳認為，女性從政要
走得遠，就得保持不斷學習進取的勁頭
，才能向社會傳遞正能量。

輿論認為，女性參政有時之所以會
被視為 「政治花瓶」，與傳統政治文化
中的偏見有關。社會應給予女性參與社
會事務上更多的尊重；而女性代表委員
在履行權利時，也應不斷提高參政議政
水平，提升政治話語權。統計顯示，過
去五年全國人大女代表提出的議案中涉
及婦女問題的有25件，建議有381件，除
了對修改婚姻法和加快防治家庭暴力法
立法外，還就保護農村婦女基本權益、
婦女民生保障、婦女參政等問題提出建
議，為婦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
供了依據。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江蘇團的女代表們或許是今年 「三八節」裡 「最
幸福的人」。8日上午，她們在興奮中迎來了中共中央
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節日好！你們
今天都很精神，」一走進代表團駐地，習近平就親切
地與女代表們打招呼，還與她們合影留念。他代表黨
中央向出席兩會的全體女代表女委員、並向全國各族
各界婦女致以節日的祝賀。

結合江蘇的工作，習近平提出，當前要深化產業
結構調整，抓住化解產能過剩矛盾這一工作重點，使
中國經濟發展提高質量、增加效益、增強後勁。要積
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做到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
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要扎實推進生態文明
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習近平說，婦女是 「半邊
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 「一百年」目標
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60後最多 超八成大專畢業
據悉，本屆699名女人大代表中，有外交官、航天

員和奧運會冠軍，也有小學校長、農民工和作家等，
當中既有最年長的代表─83歲的申紀蘭，也有最年
輕的代表─剛年滿20歲的陳若琳和鐵飛燕。從年齡
來看，40歲-59歲這一年齡段的女代表佔到了大多數，
意味 「60後」已經逐漸成為女代表的主力軍。

另外，本屆女代表高學歷者不在少數。有84.4%的
女代表有大專以上的學歷，三成以上本科畢業，更有
超過1/3是研究生或以上學歷。經濟相關專業是代表中
最為熱門的一個領域，至少有1/4的女代表在大學或研
究生時就讀經濟學、經濟管理等專業。

此外，在699名女代表中，有168位是少數民族，
佔總數的24%。這說明在少數民族中，婦女的政治權
利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她們參政議政的意願也得到了
良好的回應。

「她時代」展現政治文明
今年兩會上，還出現了全國人大歷史上第一位女

性發言人，溫婉知性的傅瑩的精彩 「首秀」，得到輿
論的普遍讚賞。同樣備受關注的，還有在 「兩會」主
席台上就座的多位女性高官，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是目前唯一一位女性省（市
）委書記，而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務
院黨組成員的劉延東，去年曾被《財富》雜誌列為引
導全球經濟未來的女性之一，觀察人士稱讚她是一位
致力於促進中國與外界合作的改革家。

來自中組部的數據顯示，近10年來女性幹部在各
級領導幹部中的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國省部及

以上級幹部中，女性為11%；地廳級幹部中，女性佔
13.7%；縣處級幹部中，女性佔16.6%。越來越多的女
性走上政治舞台，帶來了政治文明的新風貌。中共中
央黨校教授李民認為，這不僅說明女性政治地位和社
會地位的提高，也說明幹部人事制度改革進程正在加
快。

「三八」 國際勞動婦女節裡，活躍在兩
會舞台上的女代表委員們成為各界關注的焦
點。十二屆全國人大婦女代表達到699名，佔
代表總數的23.4%，比十一屆全國人大時期
提高了2.07個百分點，這也是中國人大制度
設立以來的最高比例，顯示更多中國女性走
上政治舞台，聚焦時事、關注民生、參政議
政，展現出中國政治文明的新風貌。

【本報記者鄭曼玲北京八日電】

愛讓責任放光彩

張抗抗籲關愛農村留守婦女

看到胸前遞過來的錄音筆，第一次當上全國人大代
表的山東油漆粉刷工陳雪萍顯得有些拘謹。但當聽到記
者問，此次上會為農民工群體爭取什麼權益時，陳雪萍
終於打開了話匣子。

陳雪萍表示， 「農民工都想成為城市中的一員。
哪怕用自己的工資在城裡買個小一點的房子都可以。
」 「到了我這個年齡，戶籍問題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了
，但是我還是要給我的工友們反映這個事。我希望戶籍
制度盡快改革，讓城鄉居民平等。」

樸實的陳雪萍直言自己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她最希
望解決的還是農民工欠薪問題。根據她的觀察，發生 「
惡意欠薪」的工地，往往都是由於出資方資金緊張，甚
至壓根兒就沒錢蓋樓。她認為，國家應該完善法律法規
，通過對出資方資金支付能力的更嚴格考核，不僅能解
決農民工欠薪問題，也解放了施工方、建材供應方，避
免了建築工地 「三角債」的問題。

「農民工欠薪的問題還是存在，這個絕對不能欠，
不能讓農民工流汗再流淚。」這是陳雪萍一直對

記者反覆說的一句話。 【本報北京八日電】

王玉芝來自吉林代表團，是一名建築工程師。三十
年來，她的一張張圖紙在白山黑水間變成一幢幢高樓大
廈。

王玉芝說， 「我來自基層，最方便和百姓溝通。工
友家裡面有什麼大事小情都願意和我講，他們遇到的困
難是我構思議案的最原始素材。」

四川大地震後，王玉芝所在的企業承擔援建黑水縣
任務。為此，她兩次進駐黑水，打吊瓶、吸氧氣在
工地工作。她回憶， 「餘震不斷，山都震碎了。最大一
次餘震來襲時，我帶工友連走帶爬逃出震區。」

經歷生死劫後的王玉芝發現自己比從前變得更加豁
達。 「援川的兩百多個日日夜夜讓我明白一個道理。那
就是自己成功之後，最重要的就是為了更多人的幸福生
活而努力工作。」 【本報北京八日電】

農民工盼完善法規遏欠薪
本報實習記者 周琳

在人民大會堂見到全國政協
委員張抗抗時，她身得體的套
裝，顯得格外神采奕奕。看到記
者上前打招呼，她熱絡地說， 「
我記得你，莫言獲得諾獎後你第
一個電話打到我家裡。」

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張抗抗
用她特有的女性溫柔細膩觀察世
界。她說， 「女性一直是文學世
界的主要角色，她們給生活帶來
了更多的豐富性和生動性。」

張抗抗最關注的是農村留守

婦女群體， 「丈夫常年不在身邊
，她們不但要承受沉重的農業生
產勞動，還要照顧子女服侍老人
，更讓她們覺得壓抑的。」張抗
抗稱，當這些農村留守婦女遭到
家庭暴力時，往往選擇默默忍受
， 「這不但會影響留守婦女和女
童的身心健康發展，更會影響家
庭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外界應
該給這個群體更多的關愛。」

【本報北京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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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每逢全國兩會召
開，女性代表委員總會給嚴肅的
政治氣氛帶來了一抹暖色。其中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國際
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力新能
源董事局主席李小琳總是格外引
人矚目。

女性最突出的優勢是什麼？
李小琳對此深有感觸，她認為主
要表現為： 「一心一意一力」，
即：一顆充滿愛與責任的心，一
個堅韌持恆的意念，一個女性與
生俱來的親和力。

對於女性如何發揮自身優勢
，突破職業 「玻璃天花板」，李
小琳認為要 「匯聚美力，堅守大
愛」。

多年來，李小琳始終堅守光
明事業，倡導 「碧水藍天」理念
。2008年以來，作為全國政協委
員，李小琳在提交的25份提案中

，多數涉及新能源發展、節能減
排、生態文明、低碳經濟等內容。

李小琳認為，有了心中的大愛
，女性就可以散發出獨有的光彩和
魅力。

◀▶少數民
族女代表盛
裝出席全國
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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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走進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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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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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的申
紀蘭

中新社

▶「90後」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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