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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

说起即将落户的院士研究站，张四

玲说“有点巧”。

“教授就是江永人，今年过年时认识

的，我就跟他聊了家乡建设的问题，也

谈到农民的困惑和希望。”张四玲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的农产品基地主

要种植香柚、香姜和香芋，但最近这两年，

她发现香芋的品质有所下降，归根结底

在于土壤退化。恰巧，这名教授就是研

究土壤的，一来二去，两个人很快敲定了

合作方案。

回想自己的创业之路，张四玲也感慨

良多。她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个善

举竟然会改变那么多人的命运。1996 年，

张四玲下岗后开了一家酒楼，生意十分

红火，有很多农民挑着菜上门。不买吧，

张四玲于心不忍；买吧，这么多菜根本

吃不完。思来想去，张四玲还是对上门

卖菜的农民来者不拒，吃不完的菜就腌

制成坛子菜送给客人。

“一开始是免费送，因为味道好，非

常受欢迎，不少人主动问我买，我就想，

为什么不办一个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呢？”

张四玲从中嗅到了商机，2006 年，她创

办了江永特色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并

申请注册具有江永地理标志特色的品牌

“千家峒”，开始从事农产品深加工。

如今，张四玲的公司由一个只有 15

名员工、 厂房面 积 不足 200 平方米 的

租 赁小厂， 发 展 成 拥 有 160 余名员工、

12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年产过万吨的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她发展

了 1000 余户贫困户种植农产品，种植基

地已经达到 2 万亩。

“今年，我们要修复好土壤，恢复农

产品品质，把香芋卖到全国甚至出口国外，

把我们的企业建设成为国家级的龙头企

业。”谈到未来的发展，张四玲信心满满。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通讯员 刘彬）
4 月 8 日，永州市祁阳县 2019 年度农

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在观音

滩镇启动。此次检查由祁阳县妇联牵

头组织，卫健局指导实施，县财政局

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县妇幼保健院“两

癌”检查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祁阳县 2019 年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计划在 22 个乡镇（街道），

为 18000 人分批次进行检查，按照就

近、便民、全覆盖的原则，检查点主

要设在各乡镇（街道）卫生院，辖区

内 35 至 64 岁的农村妇女均可接受免

费检查。

祁阳县委、县政 府于 2016 年将

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工作

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近 3 年来，

为全县农村妇女实行“两癌”免费检

查 71689 人（任务 6.9 万人），其中查

出宫颈低级别病变 274 人、高级别病

变 229 人，确诊宫颈癌 33 人、乳腺

癌 17 人。

祁阳县：再启“两癌”免费检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孙求
华）4 月 9 日，邵阳市新邵县妇联召开

了“镜圆湖南之心”“平安家庭”高危

案件排查化解创新项目座谈会暨培训

会。邵阳市妇联主席辜红姿，新邵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晨阳出席会议

并讲话。

该 项目面向全县 15 个乡镇、413

个村（社区），由新邵县和谐促进会依

托邵阳市红心林“镜圆”婚姻公益项

目成功经验，整合本县家庭和谐促进

会、心理健康学会等专业力量资源，

建立妇联、公安、法院、司法、民政

等多方联动的创新工作机制，在全县

范围内建立“平安家庭”高危案件排

查化解服务平台。从高危案件潜在家

庭排查入手，大力开展家庭矛盾纠纷

化解、家庭教育辅导和现场为冲动离

婚人员提供“婚姻急诊”帮助等工作。

 会议还邀请了相关专家就《多机

构合作反家暴》和《“平安家庭”高

危案件排查化解创新项目运行实务培

训》进行现场培训，以更好地推进项

目开展。

新邵县：“婚姻急诊”助建“平安家庭”

湖南启动“记者在扶贫一线”活动

新闻扶贫，20名编辑记者
赴 19 个贫困县挂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阳婷）
“编辑记者以扶贫工作者身份深度参

与扶贫工作，不但是工作岗位和身份

角色的转换，更是一份责任的承担。”

4 月 10 日，2019 年湖南省直新闻单位

“记者在扶贫一线”活动启动仪式在

长沙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

振红对前往省内 19 个贫困县挂职的

20 名编辑记者殷切寄语。省扶贫办党

组书记、主任王志群出席活动并讲话。

蔡振红表示，开展“记者在扶贫

一线”活动是宣传思想战线开展增

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

是新闻舆论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新挑

战的客观需要，此次活动可以让编辑

记者深化脱贫攻坚认识，增进群众感

情，从而锤炼作风。他要求挂职的编

辑记者要主动参与，认真履职，掌握

当地情况，了解脱贫政策，发现脱贫

先进事例和典型，全面立体生动地展

现湖南脱贫举措成效；各位编辑记者

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增强“四力”的

优秀实践工作者。

据了解，“记者在扶贫一线”活动

由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和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共同组织，省直新闻单位共

选派 20 名优秀编辑记者前往邵阳县、

隆回县、洞口县、凤凰县等未摘帽的

19 个贫困县跟班挂职，开展“新闻扶

贫”，协助当地做好扶贫攻坚相关宣

传报 道 工作。挂职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2 月。

此次前往邵阳市新宁县挂职的今

日女报社首席记者谭里和，十余年来

一直坚守在基层一线采访，拄着拐杖

跑遍三湘四水，撰写了 300 多万字的

深度报道，多次荣获“湖南新闻奖”。

“记者要融入大时代，扶贫就是我

们这个大时代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将在我拄着拐杖能够到达的扶贫一

线，讲好、传播好扶贫故事。”谭里

和说。

旗帜飞扬·巾帼力量

张四玲：一次不忍心，成就一家好企业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昨天接待了一名中科院教授，还有他
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准备在我
们这挂牌成立院士研究站，主要研
究土壤修复。”4 月 10 日，永州市
江永特色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四玲高兴地告诉记者。

从 一 名 下 岗 女 工， 到 帮 助
1000 余名贫困户每年至少增收
5000 元的扶贫能人，张四
玲先后荣获全国巾帼
建功标兵、湖南省
百名最美扶贫人
物，今年她还获
评“全国三八红
旗手”。

一开始，张四玲在召集农户一起种

植致富时遇到了困难。

“农户都不太相信我。”张四玲回忆，

她一家家上门劝说，想让更多农民加入

到自己的种植基地来，但大家的参与热

情却不高。她分析，没有稳定长远的产

业带动，农户是不会加入到种植队伍中

来的。因此，她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发

展产业上。她坚信，只要农民赚到了钱，

一传十十传百，自然会带动更多人加入。

诚信也非常重要。2016 年，全国农

产品价格低迷，“我们这的豆角市场价是

4 毛一斤”。但张四玲仍旧按订单价格 1.1

元回收农民的豆角，因此亏了将近 200

万元。“如果因为环境不好，我就拒绝回

收农产品，不仅农民不能稳定脱贫，我

的信誉在当地也会大打折扣。”张四玲说。

如今，张四玲已经发展农户 1000 余

户。这些农户每年至少能增收 5000 元，

拥有年轻劳动力的农户甚至能增收三四

万元。

张四玲之所以愿意帮扶村民，是因为

她对农民有着特殊感情，“我 16 岁顶母亲

的职在饮食公司上班，经常看到有些农民

家庭，一家几口人才点一碗粉，我就会偷

偷地用自己的钱给他们多买点粉”。

下岗后开酒楼，张四玲仍旧不太像个

商人。她的酒楼开在火车站附近，因为

常常帮助人，附近的小摊小贩都知道这

家酒楼的老板娘是个好人。张四玲回忆，

有一年临近过年，有 20 多名农民工本来

要前往永兴县讨薪，却坐错车到了江永。

一行人又饿又没钱，开始向车站附近的

小摊贩讨吃的。小摊贩告诉他们，去张

四玲的酒楼寻求帮助。

“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到了酒楼门口

却不敢进来，我在前台看到了，就让服

务员把他们请进来，问清情况后请他们

20 多个人吃了饭。”张四玲的举动感动了

很多路人，“后来，火车站的领导，还有

旅客帮他们凑够了前往永兴的车票钱”。

 现在，张四玲依旧坚持做慈善，积

极救 助失学儿 童 和贫困群众，累计向

社会捐款 捐物 数百 万元，解决社会就

业 600 余人，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创税收

1000 多万元。

双管齐下获得村民信任

善心“逼”出来的坛子菜事业

本报首席记者
谭里和接受湖
南卫视等媒体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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