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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党员
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嘉宾：湖南建工集团总公司
水电施工员 叶钦

【风采】
“叶叔叔，听说您要去北京参加十

八大了， 希望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您！”
临出发来北京的前一天， 叶钦接到了
远在广东的望城老乡张露发来的短
信。“谢谢！”叶钦回道。

叶钦和张露结缘是6年前的事情。
2006年， 同村的张露考取了湖南科技
学院， 但由于家境贫困， 张露不得不
放弃学业。

此事被回家探亲的叶钦知道了 。
“应该送这孩子去上大学！”叶钦心想。
做通妻子的工作后，他当即拿着1万元
钱交到张露的手中，鼓励她“一定要好
好地念下去”。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水电施工
员，每个月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但叶
钦依然在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 践行
着这份感动。 他说：“看着这孩子有出
息了，我觉得心里特开心。”

在叶钦的帮助下， 张露顺利完成
学业， 并已在广东谋得一份工作 。如
今， 每逢年过节， 张露一定不忘探望
这位慷慨解囊的“亲人”。

【述怀】
叶钦：我一个农民工党员走进了人

民大会堂，参与党的决策。我一直在想：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直到自己坐到人民
大会堂座位上，我才相信这是真实的事
情。十八大报告提到，要提高发展党员质
量，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
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以我的亲
身体会来说， 因为工作关系， 我们建筑
工人经常要四处跑，和党组织的联系就
没有那么方便了。身边的很多农民工朋
友想向党组织靠拢，但老是找不到方向、
摸不到门道，希望可以采取更方便有效
的举措，让这些积极分子有机会加入到

党员队伍中来。

“我希望未来
多做一点实事”

嘉宾：湘潭新天地旅行社职
员 文花枝

【风采】
“荣誉只代表过去，我希望未来多

做一点实事，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11月9日，记者在湖南代表团驻地

见到文花枝时，这位曾被誉为“最美导
游”的“80后”依然保持开朗和谦虚。

2005年8月，当时身为导游的文花
枝带团旅游途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车
祸，因一句“我是导游，先救游客”而感
动中国。那场车祸中，受伤的游客得到
了及时抢救,而她自己却因延误了宝贵
的救治时间,不幸失去了左腿。

荣誉接踵而来， 但她最看重的是
现在的党代表身份。今年6月光荣当选
为十八大代表后，她便积极履行职责，
着手准备提案， 着眼于自己所熟悉的
旅游业开展调研。

她专门向自己在湘潭大学旅游管
理专业读研时的导师请教， 又克服行
走不便的困难，花了1个多月时间深入
旅游行业调查。经过加班加点，她写出
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党代表提案， 主题
是如何降低旅游成本、提升旅游形象，
希望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述怀】
文花枝： 以前曾多次进过北京人

民大会堂， 但这次作为十八大代表走
进人民大会堂，感觉格外不同。党代表
是党员里面的优秀分子。 作为基层代
表， 我们以前只是尽了自己该尽的义
务和责任，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党给了
我们这么高的荣誉，这让人感动，也深
感责任重大。这次十八大的报告提出，
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这就包括文化
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以前做导游，感觉
自己就是游客的另外一双眼睛， 帮助

游客感知风景。现在，我要把目光更多
地放在如何营造风景上， 认真按照十
八大精神要求， 在今后的旅游服务工
作中做文化传播的使者， 为文化的发
展繁荣尽好职责。

“成果要写在
大地上，要装进农民
口袋里”

嘉宾：湖南农业大学植物科
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雪晖

【风采】
在湖南代表团驻地宾馆见到石雪

晖代表，她热情邀请记者吃葡萄。每次
出门在外，看到葡萄，石教授就有种职
业敏感，总要尝一尝味道怎么样，看能
不能借鉴。她告诉记者，种植葡萄的技
术是永无止境的。

石雪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葡萄种
植户的“守护神”。数十年来，她风雨无
阻、日夜兼程地跋涉湖南、湖北 、江西
等省60多个县市，深入田间地头，手把

手地教农民使用技术， 让成千上万的
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谈到下乡、谈到科技推广，石雪晖
总有许多话。这两年，她扶持的农民朋友
王先荣，又和她一起新搞了个葡萄园，全
部实现现代化，温度、湿度、病虫害、浇
水、施肥等可实时监测，监测信息及时发
到手机上。碰到难题，一个电话，石雪晖
就会第一时间赶过去，让也是学农的女
婿开车，既当司机又是专家。

她说，我是农民的女儿，最高兴的事
情就是能为农民朋友们致富出一份力。

【述怀】
石雪晖：光荣当选十八大代表，我

觉得只是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既没
有惊天动地的业绩， 也没有特别感人
的事迹。我常跟学生说，我们要有奉献
精神， 不能光在课堂上学栽果树的知
识，要栽到农村去；成果不能只写在论
文里，要写在大地上，要装进农民的口
袋里。 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参加十八
大，我最关注农业科技发展。我衷心期
盼中央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推
出更多惠农政策， 让更多的农民朋友
通过科技致富。这些年，我的身体还过
得去，我希望能在农村多跑几年，给农

民朋友带去实实在在的帮助， 这也是
我的职责所在。

“希望进一步
加大对一线技术
工人培养力度”

嘉宾：湖南兵器资江机器有
限责任公司数控操作员 文力

【风采】
来北京已有几天时间， 除了认真

开好十八大外， 文力的空闲时间就是
不时打电话询问单位新设备的运行情
况。

“与家里我倒只通过一次话，那还
是刚到京时报声平安。”文力笑着说。

文力是单位的技术骨干， 参加工
作虽仅15年，但干出的业绩让人叹服：
参与完成了6次大
规模的设备检修 、
试验工作 ，发现并
处理的各类 设 备
隐 患 300余 起 ，为
企业节约资金 和
挽回经济损 失 累
计 100多 万 元 ，经
手的产品合 格 率
达100%。

今 年 5月 ，公
司新成立数 控加
工中心车间 ，引进
了一套新的 机 器
加工设备 。为使新
设备能尽快 投 入
使用 ，文力带领同
事投入紧张 的 攻
关中 。 那段时间 ，
他几乎每天 工 作
12个小时 ，反复摸
索 、调试 ，遇到技
术难题就查 找 资
料 ，或找来有关专
家请教 。今年9月 ，
经过一番努力 ，新

设备顺利投入使用， 加工出来的产品
较以前质量更高。

【述怀】
文力：能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以前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 当选
党代表后，我时常想，自己是一名普普
通通的车间工人， 为什么能获得这么
大的荣誉。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我
们一线工人的重视，对基层的重视。我
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岗
位是我施展抱负的舞台， 机床是我发
挥才能的阵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
充分发扬党代表示范作用， 按照十八
大报告中关于加强科技创新的要求 ，
不断提高自身技能素质， 掌握好现代
技术，不断加强技术创新 。同时 ，也希
望进一步加大对一线技术工人培养力
度， 使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拥有更
多的技术人才。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基层党代表会客室 “党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
本报记者 刘文韬 孙敏坚 唐婷

石雪晖、 文花枝、 文力、 叶钦代表讨论大会报告。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