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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地方倾听百姓心声
———基层一线代表委员不忘初心为民代言

罗德军代表：
“罗德虾”的新追求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我是来自常德市澧县官垸镇码头居委
会的一名基层干部。移民建镇后，水利、电
力等配套设施老化，亟待完善相关政策，补
齐这块短板。这次参加省人大会，我带来了
两个建议， 补湖区移民镇基础设施短板就
是第一个。

为还洞庭一湖清水，八九年前，我就带
领村民放弃了有污染的珍珠养殖。 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湖区老百姓还是要因地制宜
发展产业。我当时“脑洞大开”，转而攻克一
道道难关， 干成了听上去都不太可能的海
虾淡养“黑科技”，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从此，我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罗德虾”。而
挪窝到洞庭湖的南美白对虾， 也让养虾的
农民腰包鼓起来了。

我常年在洞庭湖边的“水窝子”里摸爬
滚打， 对那一湖赖以生存的碧水倾注了太
多感情， 也深刻理解老百姓想致富的迫切
愿望。 把自己的行动上升到参政议政的思
考，我对湖区农业高效产业有了新的追求，
我认为，项目报备要及早准备，通过政府正
确引导，认可后就要从基础设施、资金、技
术、政策等方面加强扶持，让更多湖区老百
姓从高效农业中富起来。

李艳忠代表：
为工人为企业有话说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我是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南分公司的一名一线施工员。 洗干净手
上的油污，我就和代表团一起，奔赴省两会
现场。

看名字让人怜香惜玉，但我却是一名真
“硬汉”。首次当选省人大代表，让我这个 85
后深感荣幸，更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
将通过走访、 调研来关注更多来自基层一
线工人的所思、所想、所盼，密切与他们的
联系，把工人的呼声带进会场，为他们维护
和争取权益，为他们发声。

咱们工人有力量， 施展力量也需要企
业搭建平台。 我还将呼吁更多些
善意关注施工企业，企
业为城市发展、 环境改
善、品位提升，
默默作出了不
少贡献， 也希
望大家多关注
和支持他们。

蒋芬芬代表：
让“奖牌”的光芒
照耀更多残疾人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我是一名 95 后残疾人，2015 年考入
衡阳师范学院。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在两
年前的里约残奥会上，我夺得过冠军。我的
家乡在永州一个偏远的农村， 那里的教育
资源很落后， 尤其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师资
力量特别薄弱。

这次当选省人大代表， 我感觉自己就
像又荣获了一枚“奥运奖牌”。我想让“奖
牌”的光芒照耀更多残疾人，鼓励他们奋发
图强，圆梦“象牙塔”。

我现在既是体育教育学院的大学生，
也是一名现役运动员。接下来五年，我要平
衡这两重身份，既要为国家争光，也要为残
疾人教育发声。 大学毕业后， 我想考研究
生，专攻残疾人教育这个课题。

何归代表：
当好传递农民
心声的“邮递员”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农村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农田荒
废严重。2008 年，我告别拼搏了近 10 年的
沿海城市，和丈夫一起回到攸县老家，承包
了 400 亩农田，尝试大面积种粮。现在，我
们经营着 1000 多亩水稻田，带动了当地 7
万多农民就业。老百姓都信任我，都愿意把
土地交给我耕种。

作为一名农民代表， 作为一个种粮大
户， 我要为农民传递心声， 当好这“邮递
员”，把农村、农业、农民遇到的问题反映上
去，把党的政策带回去宣传好。现在农民种
粮积极性空前高涨， 一度无人问津的包地
价格也在翻番往上涨。我想借助这股东风，
通过调研建议推动出台更多扶持种粮大户
的奖补政策， 通过土地流转， 承接产业转
移，推动种粮大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奋斗，让
村民种地也能奔小康。

杨晓琴代表：
让美丽侗寨越来越富裕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位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寨牙乡的岩
脚侗寨，是我们湖南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近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岩脚村依托
“岩脚侗寨”、“丝路女儿国”等文化，实施旅
游扶贫，重点从“文化演出业”、“旅游服务
业”、“特色种养业” 三大产业脱贫攻坚，实
现了从一个省级贫困村到国家 3A 级景区
的华丽转身。农民兜里鼓了，底气足了，小
康日子来了。

温饱问题解决后， 乡亲们心里也有了
新期盼。作为一名 90 后村主任、省人大代
表，我有责任把村民的心声带到大会上来，
有责任带领村民把岩脚的旅游发展好，打
好贫困村的旅游攻坚战， 让这个美丽侗寨
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富。

詹正雄代表：
关注支持水利事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我是一名在桃江基层从事水利工作近
30 年的“老水利”，这次当选省人大代表，
深感责任重大，如何创新水利建管模式，夯
实水利基础设施， 是我当代表的一个重要
努力方向。

这次省人大会，我将提交《关于将小型
沟渠疏浚和塘坝清淤纳入“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治理 3年行动计划”奖补范围》和《关于
加强资江河道保护》两个建议，都是围绕当
前的一些民生热点、 难点问题进行实地调
研、集思广益提炼出来的。

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全面推
行河长制和湖长制，以及抓实抓好防汛抗
旱等工作，都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的大力
投入与建设，我将继续提出合理的建议意
见，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关注、支持水利事
业发展，为地方发展、环境改善作出应有
的贡献。

黄乐委员：
最年轻委员带来三份提案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 能够成为湖
南省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参与政治协商，感到
很荣幸。同时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政协委员，
我感到身上的责任和压力很大。 为了把基层
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 会前我花了
三四个月时间做调研，走访企业，深入雪峰山
区访问贫困老百姓，了解他们的诉求。

我自己是从事旅游产业的，我所在的新化
县三联峒景区是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国家五
星级乡村旅游示范区，带动周边发展农家乐 83
家，带动周边 1200余劳动力就业。生态旅游产
业正在成为贫困地区老百姓的脱贫产业。

这次我带来了三份提案， 分别是关于新
化县生态旅游发展、 支持新化文印产业做大
做强、 关于国家级贫困县新化县加快教育脱
贫步伐的提案，希望通过提交提案等方式，为
加快旅游扶贫步伐， 将新化的绿水青山打造
成金山银山而贡献力量。

张运平委员：
农村闲散青少年群体

亟待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大学毕业后， 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在乡
镇。这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农村，尤其是贫困
地区农村的现状。我注意到，在贫困农村，父母
外出打工，许多孩子变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的缺失，让很多孩子厌学情绪较重，很多都是
完成义务教育就没有再继续升学。这部分群体
就业技能不高，就业压力大，很多就成为了闲
散人员，对社会管理来说是个较大的隐患。

到通道侗族自治县从事共青团工作后，
农村闲散青少年的引导教育工作成为了我分
内的事，我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调研。
这次参加省两会， 我想重点就这个问题进行
呼吁， 希望能明确具体的部门牵头进行引导
工作， 还要加强贫困地区青少年社会事务队
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广大
农村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引导，将会是今后五
年我作为省政协委员履职工作的重点内容。

常硕其委员：
把论文写在

广袤的田野上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我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 一名来自基层的农业科研工作
者。之前，我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如何
种好试验田， 做好机理研究和发表论
文”方面。

当选省政协委员后，我更加明确了
自己的职责与使命，那就是应该把论文
写在广袤的田野上。 在以后的工作中，
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调研、参政议政等
方面的学习，提升自我业务能力和农业
科研攻坚本领， 与全省农业专家一道，
将新技术、新成果充分应用到农业生产
中，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
民收入，使三湘四水的父老乡亲体验到
农业科技创新带来的更安全、 更优质、
更高产的产品，让科技创新助推湖南农
业腾飞。

谭英委员：
让中医药

更好服务百姓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我来自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这次当
选省政协委员， 使我有了为中医药事业鼓
与呼的机会。

当今的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诞生在中药行业，
现在的流感预防将中医药使用摆在了重要
位置。同时，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十分重
视，但有些问题也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中医向来以“简、廉、验”作为其特色和优
势，因此基层中医药医疗机构收入受限，直接
影响到医务工作者积极性。比如，现在的单病
种收费制度欠合理，假如一个骨折病人用纯
手法复位，只能收二三千元，而用手术治疗则
可收 2至 3万元，相差近 10倍。这从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来看，极为不利。

为此，我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加大财
政对中医药事业投入， 提高中医药行业人
员待遇。二是有关部门要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医药法》展开执法检查，促进中医药事
业发展，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广大百姓。

贺吉清委员：
愿福利院

处处洋溢着欢笑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我是来自社会福利院的一名委员， 有着
近 10年的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经历， 服务
对象是失能失智的对象，管他们的吃喝拉撒，
管他们的身体健康，也管他们的精神愉悦。近
年来， 我省社会福利院建设取得了十分瞩目
的成就，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福利院穿上华
丽的外衣，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给这华丽衣
服增加温暖和舒适， 让生活在其中的失能失
智失依的特殊群体共享幸福。

10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切身感受到，
社会福利院包括养老机构里的服务对象，
比简单的护理更希望贴心温暖专业的人文
关怀，更希望有尊严地活着。当选省政协委
员的那一刻，我就想到要为他们代言，传递
出他们的内心期望。

随着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福利及
养老事业的发展，我们也有信心看到，越来
越多专业人士投身到这项崇高事业中来，
社会福利院和养老院处处洋溢着一片欢
笑。

王玉芬委员：
美丽家园建设
从一片垃圾开始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说实话， 对于省政协委员这个新身份，我
有点诚惶诚恐， 担心自己的履职经验不丰富。
抱着谦虚的学习态度，今年就准备多听多看多
想，拓宽视野，充实经验，当然我也从基层带来
了百姓的忧虑，那就是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我工作的地方是湘潭市雨湖区广场街
道，辖区有 5.6 万余居民，1.8 万户，以每户
每天丢弃 1 公斤垃圾计算，仅广场街道居民
一天丢弃的垃圾总量就是 18 吨。2016 年开
始， 在湘潭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广
场街道在每个居民区及道路两旁都设立了
分类垃圾桶，并动员教育辖区居民树立垃圾
分类的意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居民
已经有了行为自觉。 但令人感到懊恼的是，
垃圾在集中运输时，又将居民分类的垃圾一
股脑混装在一起，或填埋，或露天堆积，严重
影响到城市生存环境。

所以， 美丽家园建设将贯穿我 5年的履
职时间，从一片垃圾谈起再到两型社区打造，
希望看到天蓝地净水绿的生态宜居家园。

任贤龙委员：
让每家每户
吃上“放心米”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第一次当选省政协委员， 我感到十
分振奋、激动。报到当天，我早早搭乘高
铁来到长沙。抵达驻地，放下行李，看到
书桌上一张便笺和一杯热腾腾的姜茶，
内心瞬间温暖踏实。这份舒心和安心，来
自人民。

10 年前大学毕业， 在外闯荡半年后，
我毅然回到家乡衡阳，创办了一家米业公
司， 想带着父老乡亲一起致富奔小康。在
衡阳县当了 7 年村党总支书记， 去年，我
获评湖南省 2017 年“百名最美扶贫人
物”，我想，自己应该算是兑现了当初的承
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
求，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接下来 5 年，我
将加大研究如何确保大米的质量安全，
让每家每户都吃上“放心大米”。同时培
育更多高端水稻品种， 为贫困户稳定脱
贫打好基础。

肖湘森委员：
离百姓最近

知道他们所需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我肩负着邵阳县 100 余万人的嘱托，
参加这场盛会。这项至高的荣誉，让我倍感
自豪。我来自乡镇，离老百姓最近，知道他
们所需。每一张被汗水点缀的笑脸，都给我
希望和力量。

这些年， 我看到新农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基层干部的办公条件好转，干部
作风越来越实在。百姓收入增加，精气神提
升，幸福指数上涨。

未来 5 年，我会时刻关注基层，助推
邵阳县这个“中国油茶之都”建立油茶产
业大数据资源中心，助力全县脱贫攻坚。
还会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和新农村建设等
问题。多思考调研，多写优质提案，传递
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焦点难点问题，实
实在在为群众鼓与呼。 不浪费每一个为
基层群众说话的机会， 不辜负党和人民
的期望。

叶红委员：
最大的梦想

是戏曲薪火相传
作为省花鼓戏传承与保护中心的一级

演员，我对《政协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以深
厚的文化情感凝聚人， 以共同的历史记忆
团结人”很有共鸣。

站上舞台摆开架势， 成为妩媚灵气
的狐仙、娇俏可人的表妹妹、泼辣俊俏的
春草……扎根戏曲行业 28 年，让我感到
忧虑的是，这些舞台角色，可能会由于戏
曲演员年龄断层而消失。

青年戏曲演员有时演出一场戏只能
得到几十元报酬，行业留不住人。此次省
政协会，我准备了《关于提高青年戏曲演
员工资待遇的提案》，希望通过政策途径
改善青年演员生存环境， 加强地方戏曲
的血脉传承。我最大的梦想是，白发苍苍
的时候， 能在街头巷尾听到人们哼唱花
鼓戏。

陈华委员：
接天线，还得接地气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笑雪

在学习《政协工作报告》的时候，其中
与“乡村振兴战略”和“教育扶贫”相关的内
容，被我画上了线。

当政协委员，要了解政策接天线，还得
关注民生接地气。我当过乡长、镇长，也当
过市环保局副局长， 现在是常德一所职业
中专的校长，基层农村工作经历，让我把目
光对准了群众所需———农村污染治理与职
业教育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及“生态宜居”，但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并未根治，因此，在今年
的省政协会上， 我将带来关于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的提案。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对职业教育
发展更有着很深的思考，未来 5 年，我将
从专业、教师、硬件三方面提建议，推动职
业教育发展。

谢运良代表：
让“好人效应”开枝散叶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今年再次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我感觉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来自省级贫困
县———宜章县， 这里尽管还比较贫穷，但
民风淳朴，村民善良厚道，乐于助人。

在我的倡导下，2016 年成立了宜章好
人协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现在协会
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协会成立一年
多来，帮助贫困群众 500 多人次，调处各
类纠纷 150 多起， 帮助 154 名残疾人就
业，协会会员发展到 6000 多人，遍布宜章
全县和周边。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好人，一群好人温
暖一座城市。宜章通过连续几年深入开展
“向善宜章·宜章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实践活动，“好人效应” 日益凸显。
这次省人大会我将提交“关于关注宜章好
人效应”的建议，呼吁社会各界从救助一
个人到帮扶一个群体，从培育友善助人的
一个好人，到营造整个社会崇德尚善的道
德风尚，让一群好人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活的教科书”。

柳建新代表：
非遗传承不能后继无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湘绣是四大名绣之一。出生于长沙县
的湘绣世家，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十几
岁开始学习湘绣制作技艺。1971 年， 进入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当绣工，成为湘绣“鬅
毛针法”第三代传承人。

当选省人大代表，我感受到了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近些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事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的投入越来越大、扶持越来越大，让所有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而努力的
人感到欣喜。

但是，也要看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还有待加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陷入困境，甚至存在人亡艺
绝、后继无人的现象。未来 5
年，我将认真履职，为推进湖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创新发
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奉吻香代表：
为少数民族地区鼓与呼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 居住着瑶族
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分支———花瑶。 我就是
8000 多花瑶兄弟姐妹中的一位。

作为一名普通农民， 这是我连续第三
届当选为省人大代表，不过，我还要继续加
强学习，增强履职能力。作为人大代表，要
关心地方发展，反映群众呼声。

近些年， 国家持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
区的扶持力度， 并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
贫，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越来越好，房子越来越舒适，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我的家乡也变化很大，去旅游的外
地人络绎不绝。 在花瑶居住的雪峰山东麓
一带，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准备就加
快雪峰山生态旅游发展、 加大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保护、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等
提交相关建议， 助推这一地
区实现更好发展。

滕久华代表：
为农村和农民代言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从湘西凤凰到长沙，路途较远，我提前
一天出发了。21 日晚上 8 点多到长沙，天
气湿冷，但我内心是火热的。作为土生土长
的农民，能当选省人大代表，传递老百姓的
声音，是我这辈子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农民
的儿子，最了解农民心中所想。我今年 56
岁，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带领群众修路架桥
建学校。看着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
高兴，也满足。

咱湘西农村是脱贫攻坚战的主阵地，
村党支部书记必须带领村民尽快脱贫。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开荒是
必然趋势。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关注、
必须引起重视、也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作为村支书，接下来这 5 年，我要把我
们马垅村百姓关心的问题反映上去， 把党
的政策贯彻落实好， 把村子管理好、 发展

好，带领村民奔向富裕。作为省人大
代表，我要为农村和农民代言，

把大家的想法变成国家
的方针政策，一起把
生活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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