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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 多少就做 多少。”这
是大祥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工
作人员反复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提及的一句话。这个 2013 年
获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模
范单位”称号的单位一直在积极
地探索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无论是各项检查工作还是对特
殊人群的帮扶上，他们都始终把

“服务”“创新”四字挂在嘴边、
放在心头。

 实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
计生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为了
能让老百姓真正从中感受到政
府对他们的生殖健康的关心，大
祥区计生局突破常规，把孕前检
查放到了邵阳市医专附属医院来
进行。该局局长刘颖彬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以前跟民营医
院合作过，但老百姓怕上当受骗
所以都不愿意来。和医院合作
后财政补贴的经费不够，计生局
便又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省出一
部分来。工作的创新换来了老百
姓的认可，据统计，2013 年该局
实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2352 人，
实施生育缺陷干预 18 人，手术
及时率达 95.36%。

邵阳“她力量”传递巾帼正能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通讯员 邓娱 孟思静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悄然而至。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表彰妇女先进，中共邵阳市委
在全市范围内经过公开透明的推选，评选出了“三八红旗手标兵”和“三八红旗集体”，她们中有大学生村官、乡镇妇联主席和
电视台记者等，有特殊教育学校、环境卫生管理所……在这群优秀的代表中，我们选取了部分个人和集体进行报道，希望通过
普通工作者身上的巾帼风采来展现“她力量”、传递社会“正能量”。

都说“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给
你打开一扇窗”，罗荣华的故事便是
如此。

因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
双下肢残疾，罗荣华从小就练就了吃
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今年 50 岁的罗
荣华如今是邵阳市鑫港制衣厂厂长。
在两层将近 3000 平米的生产厂房内，
这个坚强的女人拄着拐杖穿梭在各
个区域，虽然楼梯陡得连正常人走
起来都有点吃力，可她却一次又一次
的上楼下楼指导工人操作。

在条件简陋的制衣厂里有一群
特殊的工人——残疾人，他们占到了
员工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二十多名残
疾人是罗荣华特意招进来的。

“我很清楚残疾人要想在社会上
谋生存有多艰辛，所以我希望能够尽
可能地帮助到他们。”罗荣华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1996 年贷款办
厂就是为了给自己开办的服装设计培
训学校里的学生找一个实践的地方，
而当初的服装设计培训学校里很多
是残疾人。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走
向社会，他们有的自己搞起了服装批
发，有的自己办了服装加工厂，“现在
在街上碰到这些当老板的学生，他们
还是会很尊敬地称我为罗老师”。

在鑫港制衣厂，工人们都把罗荣
华当大姐一样看待。肖金梅是位残
疾人，她在这个工厂里干了有一年多
了，说起罗荣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人很好，比起其他的老板对我们残

365天 24 小时“待命”的肿瘤科医生
44 岁的孙建群是邵阳市中心

医院血液肿瘤科病室主任，今年
是她从事肿瘤医务工作的第 22 个
年头。22 年里，孙建 群一直在和
病魔赛跑，她希望通过自己细致地
检查和创造性的研究为每一个病
人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

2 月 20 日，在邵阳市区的一栋
并不显眼的楼里，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见到了在那里办公的孙建群。
简陋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沙发和一
个书架，书架里面摆满了国内外研
究肿瘤的书籍。为了扩大肿瘤科科
室规模，邵阳市中心医院于 2011
年特意在外面租了两层办公楼，而
孙建 群就是这两层楼的“总管”。
从早到晚，她要在这两层楼之间跑
无数遍，查房、应对突发情况、做
沟通工作、疏导病人情绪……每件
事她都要去操心。有的病人家里穷，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孙建群就号召
科室里的医务人员为他们捐款。

一年到头，每天 24 小时，孙
建群的手机从没关过机，病人或
病人家属随时都可找到她。过年同
学聚会，孙建群也经常不能参加，
因为她必须每天去科室看看，要不
然她就觉得不放心。孙建群笑言，

“反正孙建群不会来的”已经成为
他们同学聚会时的一句经典话。

有一次，一个乳腺癌的患者来
医院检查后就偷偷回去了，孙建群
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对方以为得了不

治之症干脆就不治了。孙建群耐心地
跟她解释，乳腺癌其实没那么可怕，
只要就医就可以治好。后来，那个患
者在邵阳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后效果
很好，不久就出院了。

孙建群的医术在邵阳市乃至湖南
省都很有知名度，她目前担任省市级
几个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和
委员；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十
余篇；2010 年她还以全省第一的成
绩晋升为主任医师……虽然自己一直
潜心钻研医术，可她也有无能为力的
时候，当看到病人过世的时候，孙建
群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为什么要
选择这个职业。

病人家属对她的工作也很是满
意。2 月 20 日，一名孙姓 患者的家
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孙医
生很好，很有耐心，总是微笑着跟我
们病人说话。” 

梦想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的制衣厂老板

疾人肯定更照顾。”她说，老板知道
他们有时候行动不方便，就会开车
接送他们。厂子有一段时间资金短缺，
因为没有抵押银行又不肯贷款，罗
荣华没办法就只好跟银行领导说情，
讲述了自己情况的特殊性后才勉强贷
到了一部分钱。考虑到残疾工人行动
不便，罗荣华亏本给他们解决吃饭问
题。为了节省成本，她一个人承担起
工厂所有的服装制版工作，拿着一斤
多重的剪刀一坐就是一天，她的手上
起了厚厚的茧。

目前，鑫港制衣厂的衣服已远销
往台湾、阿富汗等地，有些老板听说
了罗荣华的事迹后主动找来跟她合
作。看着制衣厂越来越好，罗荣华心
里却有了另一个想法——办残疾人
福利企业。她希望可以为更多的残疾
人服务，帮助他们自力更生。

邵阳市妇联主席姚鹏飞在接
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指
出，这次的评选更加注重基层代
表性，无论是从职业分布还是地
域范围来说，在纵向和横向上都
有了一定的突破，受表彰的环卫工
人、交警、妇幼保健院等，她们
是各个行业的一线代表。而且评

选过程很注重群众公认度，真正
做到了“从群众中来”，无论是单
位还是协会推选上来的优秀个人
和集体，她们在群众中都有很好
的口碑。此外，评选还考虑到了
那些参与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在重大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代
表。姚鹏飞表示，在表彰结束后，

邵阳市妇联还会对符合条件的特
困先进个人进行帮扶救助，市委
市政府也将召开座谈会，认真倾
听这些来自基层优秀妇女代表们
的心声。据介绍，此次评选也得到
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参与网络投票
的高达 10 万余人，而且此次活动
没有接受任何企业的冠名和赞助。

将服务送上门的计生局工作人员

提到湖南特教学校，有
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北
有浏阳，南有邵东”。这便
是邵东特殊教育学校引以为
傲的口碑，很多家长慕名而
来把孩子 送到这 里接受特
殊教育。而让家长们如此看
好的便是学校 里默 默将自
己所有的爱心奉献给孩子们
的 28 名女教师。她们是老
师，却胜似母亲；这里是学
校，却让孩子们有家一般的
温暖。

曾晓琳是学校的老教师
了，在这里从事特殊教育已
经有近 20 年。多年的教学
经验让她慢慢总结出了一套
专门针对弱智孩子的教育方
法，孩子学得慢，她就一遍
又一 遍 地教，手势、图片、
道具等这些都是她的教学辅
助手段。曾晓琳这样的老师
是学校里女教师的代表，用
该校校长谢如志的话来说：

“能够留下来的都是愿意把
学生当孩子的。”

邵东特殊教育学校接收
的孩子主要有三类：聋哑、

 为了帮助计划生育家庭中的
特困家庭，让这些人的生活更有
保障，计生局跟保险公司商量设
立了专门针对这类人群的保险，
其中包括大病救治、陪护等，保
险费用全部由政府来承担。据介
绍，每年用于支付这项特殊保险
的费用多达 9 万元。

 大祥区是邵阳市高校较为集
中的地方，辖区内有近 10 万学生，
考虑到这一点，区计生局开展了

“计生文化进校园”活动。除了
聘请专家为学生讲授一些生殖健
康的知识外，还在邵阳学院、邵
阳医专等大中专院校成立了计生

服务室，里面不仅有计生方面的
图书，还配有一定的计生用具。

此外，“流动人口均等化服
务”也是大祥区计生局将服务理
念贯穿于工作中的结果，在流动
人口集中居住地和人群集中区，
计生局将妇检服务送到家门口，
这就解决了广大妇女来回奔波的
顾虑。2010 年大祥区计生局荣获

“省流动人口管理一盘棋先进单
位”称号。此外，还在 2007 年
至 2010 年荣获“全省计划生育
工作优质服务先进单位”，2011
年被评为“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优
质服务模范单位”。

待学生如自己孩子的特教女教师

弱智、自闭症，小的只有 2 岁多，
大的已经有 20 多岁了，学生一
共有 180 个左右，分为 3 个班。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老师们最担
心的就是他们的心理问题。这群
可敬的女教师就像妈妈那样去
细心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经常
和孩子们聊天。

现在，邵东特 殊教育学 校
是全省少数几所全部免费的特
殊教育学校，谢如志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为了能够让更多
的家长没有经济顾虑送孩子来学
校接受教育，老师们可谓是费尽
了心思，除了政府每年的专项补
助外，女教师们还得到处拉“赞

助”—— 残 联、妇联，只要是
她们觉得能够帮上忙的都会挨个
跑过去问。有些农村来的孩子，
家里特别贫困，老师们就会给他
们买衣服、鞋子和玩具，时不时
的给他们一些零花钱。

生活老师是这所特殊教育
学校里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他
们承担的也是最累最繁琐的工
作。洗澡、喂饭、换裤子、穿衣
服、洗脸刷牙……他们像保姆一
样几乎是 24 小时照顾这些孩子。
2004 年、2007 年、2011 年， 学
校连续三年被评为湖南省特殊教
育工作先进单位。

■结束语

孙建群

罗荣华在工作。

大祥区计生局曾获得过众多荣誉。

曾晓琳手把手教孩子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