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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张颐
佳）“我正在备孕二胎，不知道怎么做
会更顺利……” 随着二孩时代的到
来，怎样怀一个健康的宝宝是万千女
性最大的心愿。今天下午，长沙市开
福区邀请遗传学与生殖医学专家、人
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卢
光琇教授做客湘雅路街道上麻园岭
社区，为广大育龄妇女以《一起二孩
吧》为题，讲述如何孕育一个健康的
新生命，迎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的到来。

卢老是省道德模范，有“试管婴
儿之母”“湘雅名医”之称，虽年近80
岁却精神奕奕、思维敏捷，她从生育
二孩的高危人群、 超过35岁如何备

孕、 胎剖宫产二胎注意事项等5个方
面系统解答了大家的疑问。 卢教授
说，育龄夫妇双方身体健康，无酗酒、
吸毒等不良嗜好是孕育一个健康宝
宝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怀孕后一定要
高度重视孕期检查。

近年来，开福区以“政府主导、部
门合作、专家支撑、群众参与”的工
作机制，全面铺开新生儿出生缺陷预
防和妇女病筛查， 免费计划生育服
务、 免费妇女病普查、 免费产前筛
查、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目前开
福全区已经全面铺开“十免十优”，
孕产妇优生科学知识普及率和35至
64岁妇女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率达到
80%以上。

湖南日报 3月 7日讯 （记者 王
文 通讯员 吴文胜 ） 今天下午，长
沙市工商联、 长沙市女企业家联合
举办省会女企业家“庆三·八、话改
革、谋发展” 主题活动，全市300多
位女企业家齐聚一堂， 共同分享创
新创业成功经验， 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

本次活动，女企业家代表尹峰、李
娟、刘佳玟、周奇志等分别讲述了她们
创新创业的感人故事， 分享了她们成

长的经历和体会。女企业家们表示，将
团结合作、抢抓机遇、相互扶持、共创
辉煌， 为长沙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

据悉，2018年，长沙市女企业家联
合会将从学习、健康、商业3个方面着
手为省会女企业家们做增值服务，搭
建平台， 积极组织女企业家开展合作
交流和商务考察活动， 增进企业家之
间的交流沟通，建立战略联盟，促进共
同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奕佳 万逸

“请巡视人员开启站内驱潮设备，加
强站内设备防凝露检查……”3月7日清
早，岳阳县公田变电站控制室里，周娟正
在安排当天工作。这个北方口音的高个子
姑娘，是国网岳阳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一班
副班长，已怀有5个多月的身孕。即使挺着
大肚子，她还是闲不下来。

春节前夕， 怀孕4个多月的周娟肚子
已经微微隆起。她的班组管辖的变电站位
于岳阳县，来去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晕车
使她的孕吐反应越来越强烈。考虑到情况
特殊，班长成帆决定不安排她出外勤了。

在别人都羡慕她不用风里来、雨里去
的时候，周娟又参与到了奇岭变的日常巡

视维护。这把几个同事看傻眼了：“怀孕了
还不好好呆着？”

“怀孕这些日子，我都从周计划里被
除名了，好惭愧，感觉特别对不起在前线
奋斗的小伙伴们。” 虽然她的主动请缨常
被班长“一票否决”，但周娟还是锲而不舍
地软磨硬泡。2月5日，她终于如愿以偿，来
到奇岭变巡视维护。

“我就是闲不下来！”周娟说。
2017年底，恰逢双港变大修，周娟班

里负责运维的奇岭变需要配合操作。由于
人手不够，班长成帆急得团团转。犹豫再
三，他终于打通了周娟的电话：“现在人手
紧张， 我也知道你怀孕了不适合出去操
作，如果不行我再想办法……”没等成帆
说完，周娟就打断他的话：“没问题，我能
去！”这一天是2017年12月13日，周娟肚子
里的宝宝第一次陪着妈妈上前线。

201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周娟
与爱人王一崴面临着就业的抉择。同是山
东人的他们， 为了能够签到同一个地方，
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签下了国网岳
阳供电公司。“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

毕业就等于分手的传言，在他们身上并不
适用。因为爱情，两人毅然选择背井离乡，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从此故乡也无冬
夏、更无春秋。

“太冷了！真的太冷了！冬天就只想缩
在被窝里。” 这是周娟对南方冬天毫无保
留的评价。 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一把乡
愁，岳阳湿冷的冬天就给了周娟一记狠狠
的下马威。

2017年腊月廿七，正是一年中最冷的
时候，周娟依然带着肚子里的宝宝坚守在
前线，“年轻人，还是要奋斗！”

因为工作，周娟夫妻俩已经3年没回
过山东了。 提起家乡， 她总是有说不完
的话。“我最想回去吃上一口正宗的山
东豆皮儿！”在岳阳，因为怀孕胃口不好
的她， 总是吃不
上 合 心 意 的 东
西。但是，每次在
变电站完成操作
之后吃的一口盒
饭， 她却吃得比
谁都香……

民工之“星”喂猪忙
———记军亚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罗贵珍

周娟：怀着宝宝上前线

卢光琇社区分享生命的奥秘

“中华女杰之乡”学“女杰”

省会女企业家共话创新创业

妇女有难事，法律援助来撑腰
长沙市法律援助机构3年为4168名妇女维权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 曹蓉

华菱湘钢去年盈利36亿元，创造了企
业历史最好业绩。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生存
保卫战”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来自一线的
奋斗者。3月7日，身高1.5米、体重才41公斤
的罗江丽出现在记者面前时， 很难想象她
就是同事口中的“女汉子”。

钢铁行业是男子汉扎堆的行业， 女同
志很少有人问津。 罗江丽却偏偏选择在华
菱湘钢宽厚板厂一线做一名普通技术员，
并成了众多奋斗者中的“青年岗位能手”。

罗江丽大学毕业后， 在华菱湘钢一直
负责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管理。 罗江丽却在
2010年主动请缨，要求到一线技术岗位锻
炼。原来，2010年正是湘钢效益下滑、连续
亏损最为严重的时候。罗江丽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她在大学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 去一线技术岗位， 更能为单位作贡
献。

于是，在湘钢攻克韩国LNG船板项目
的15人技术团队里， 多了一位小巧玲珑的
“女汉子”身影。“当时领导问我，技术攻关
很辛苦，要没日没夜呆在生产现场，失败了
又要从零开始， 你受得了吗？ 我当时回答
是：受得了，只要能为湘钢的产品研发作贡
献。”罗江丽说。

转岗后的罗江丽要像其他男技术员
一样，24小时盯在生产现场，反复取样试
验。有些钢材生产标准，国际国内没有任
何可供参考的资料， 只有靠她反复分析、
总结、调整设备状态和系数，最终才可能
成功。

2011年6月，LNG船板表面质量攻关
项目陷入“瓶颈”。大家尝试了各种方法，钢
板表面质量还是达不到客户的预期效果。
罗江丽跟自己较上了劲，深入现场跟踪，对
比分析大量的生产数据，不断改善工艺，调
整生产设备，一举解决了这一质量难题。随
后，她又主动请缨，承担了轧制工艺和操作

的优化工作，最终生产出符合要求的LNG
船板。

得知湘钢在船板研发上取得突破后，
LNG企业立即派出专家组前来湘钢考察。
在对产品进行详尽的数据检测后， 专家们
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在技术答辩会
上，专家组轮番问了许多技术性难题，罗江
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从此，华菱湘钢成
为国内继宝钢后第二家能稳定生产LNG
船板的钢铁企业。“当看到自己和团队研发
的产品进入央视新大楼、港珠澳大桥、上海
中心大厦等超级工程时， 会感到特别的兴
奋和自豪。”罗江丽说。

在同事的眼中， 罗江丽是一朵绽放的
钢铁之“花”。她扎根在生产一线，有着奋斗
者坚韧不拔的风采。 但33岁的罗江丽也有
女人柔情的一面。她说，新年最大愿望就是
和老公要个孩子，做一名贤惠的母亲。说这
话时，罗江丽浅浅地笑着，这朵钢铁之“花”
显得那样芬芳馥郁。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王威群 ）“我向全县广大
姐妹们倡议：旗帜鲜明讲政治、勤奋
学习提素质、爱岗敬业创一流、传承
文明促和谐……”3月6日，在双峰县
举行的“新时代新女性学女杰践初
心”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
动现场， 来自农村偏远学校的女教
师程思思，面向200余名妇女发出向
“女杰”学习，争做新时代“女杰”的
倡议。

活动当天，200余名妇女来到全
国第一任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生平纪念

馆参观， 双峰县委负责人客串起了讲
解员，为姐妹们详细介绍起蔡畅同志4
张特殊党费缴纳单的故事。随后，双峰
县8名“巾帼创业之星”代表来到该县
井字镇杨球村的蔡畅故居光甲堂与女
性创业基地参观学习， 结对帮扶了当
地8名贫困户。

据了解， 双峰县是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的策源地， 在“中华百年八大女
杰”中，双峰占了一半，有秋瑾、唐群
英、向警予、蔡畅4位“女杰”。2007年，
全国妇联将双峰县正式命名为“中华
女杰之乡”，在全国尚属首例。

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

3月7日上午， 一场暴雨突袭衡阳市珠
晖区。 该区东阳渡街道栗塘村军亚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猪场内， 一个女人披着雨衣冲
进雨里，仔细查看猪舍附近雨水排泄情况。
确认安全后，她才放下心来。

她就是公司负责人罗贵珍，2015年获
评“全国优秀农民工”。军亚畜牧发展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生猪养殖、 水稻种植及沼气
发电等于一体的循环立体农业企业， 一度
濒临倒闭，在她手中“起死回生”。

不少人向她请教成功“秘诀”， 她说：
“吃得苦、敢奋斗，‘烂摊子’也可以变成‘金
窝窝’。”

2008年，罗贵珍四姊妹筹资300万元，
帮弟弟开办军亚畜牧公司养猪。 可头批猪
仔刚长大， 就遇上生猪市场价格大跌。到
2010年，公司不仅没赚钱，还欠下200余万
元债。

“公司剩下2000余头生猪和10余名员

工，饲料钱和员工工资都没着落，母亲也因
心急患了抑郁症。”罗贵珍说，作为家中长
女，为帮母亲去掉心病，帮弟弟妹妹扳回血
汗钱，她毅然决定揽下军亚这个“烂摊子”。

“老公和儿子都不支持，说我快40岁
了，还学别人去创业，简直是闹笑话。”一边
是家人反对，而另一边，员工也因领不到工
资而闹着要离开。

罗贵珍“腹背受敌”。而最紧要的问题，
是养猪场资金紧缺。 罗贵珍忍痛将生猪出
栏，然后贷款40万元，坚定走上养猪路。

罗贵珍回忆，有一段时间，猪场只剩下
她和一个60多岁的煮饭阿姨，常常是她们
两个女人装货卸货、 打理猪舍。“一车饲料
100多包，有好几吨重，我和那位阿姨两人
搬运，我一边搬一边哭。”

重重困难没有击垮罗贵珍， 反而坚定
了她干一番事业的奋斗决心。“事是人干出
来的，我就不信我不行！”她说。

在罗贵珍精心经营下，公司2013年底
还清了债务，2015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

实现盈利后， 罗贵珍并没有满足。“猪
场排污是个大问题，现在提倡环保，传统排
放方式肯定行不通。”罗贵珍申报建设沼气
处理工程。在相关部门支持下，2015年，总
投资200余万元的沼气处理设施建成了。

“现在不仅实现‘零排放’，沼气还可
以发电， 沼渣和沼液是上好的肥料和饵
料。” 罗贵珍将过去受到污染的水塘变成
清水塘，放养了1万多尾鱼苗，周边还种
了80余亩水稻、西瓜、蔬菜等，经济效益
大幅提升。

去年，罗贵珍的“立体化、零排放”养殖
经验被推介到全省畜牧行业， 她一下成了
养殖界的“女明星”。

从艰难奋斗中走过来的罗贵珍， 也尽
其所能帮助身边的人。去年，她为村里建档
立卡贫困户送了6个扶贫岗位，让他们务工
脱贫。

“下一步，我打算把生态休闲农庄做起
来，让‘军亚’的牌子越来越响。”罗贵珍说，
只要敢想敢奋干，日子肯定会更好。

湖南日报 3月 7日
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蒋琼华）如何在伟大新
时代争做民政新女性？

怎样在本职岗位上体现人生价值、展
示巾帼风采？今天下午，38名来自全省
民政系统不同岗位的女干部、 女职工
代表，相聚省民政厅，以分享座谈工作
经验、学习体会和生活感悟的方式，共
庆属于自己的节日。

民政工作直接联系千家万户，因
而在我省省、市、县、乡镇四级民政机
构中，女性从业者占比均比较高，她们
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之时， 还得挑起
搞好家庭这副生活重担。座谈会上，岳
阳、衡阳、常德3市女民政局长畅谈了
做“强女人”、建功新时代，做新女性、

建设和谐家园的经验体会； 来自驻村
帮扶一线、基层福利院、殡仪馆、精神
病康复会所的同志分享了在平凡岗位
上发光发热、 于平淡生活中感知幸福
的人生感悟。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唐白玉勉励大家学会感恩、珍惜当下，
只有珍惜才是更长久的拥有。

大家一致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
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我们尤其要
珍惜伟大时代， 进一步树牢“四个意
识”，增强“四个自信”，爱党护党；要珍
惜所从事的崇高事业，爱岗敬业，尽职
尽责，爱民为民；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
切， 用大度大气和大爱， 建设和谐家
庭、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个人心身，爱
人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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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社区妇女在
参加接球比赛。 当天，长
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
社区举办迎“三·八”趣味
运动会， 居民踊跃参加踩
气球、投篮、两人三腿跑等
比赛， 赛场处处洋溢着愉
悦的笑声。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希菲 摄影报道

趣味运动
迎“三·八”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秦琴） 遭遇家庭暴力如何维
权？老年妇女得不到赡养怎么办？生活
中，“能顶半边天” 的妇女也常常会遇
到不顺心的事情。“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前夕， 长沙市法律援助处分析整
理近年妇女法律援助案例， 为维护妇
女合法权益帮忙支招。

近3年， 长沙市法律援助机构共为
4168名妇女提供法律援助，有效维护了
妇女的合法权益。长沙的陈女士被丈夫
张某某实施家庭暴力10余年，且因丈夫
沾染毒瘾，家庭负债累累，生活苦不堪
言。她到长沙市开福区法律援助中心寻
求帮助后， 经援助律师协助向法院起
诉，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债务由张某某负责清偿。

长沙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创新妇
女维权工作机制， 进一步扩大援助范
围， 对申请法律援助的妇女开通绿色
通道，即时审查、即时受理，优先办理，
切实保障困难妇女得到高效便捷的法

律援助服务。组建妇女维权律师团，从
法律援助律师库办案律师中选择100
多名女性律师， 办理妇女相关的婚姻
家庭类等案件。

珍惜所拥有 建功新时代
全省民政系统举行庆“三·八”座谈会钢铁之“花”正芳菲

———记华菱湘钢技术员罗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