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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书记同桌审议报告的瓷都姑娘余雪琴

推介瓷都文化 助力瓷都与世界对话

文化既要传承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万荻芳

自
信

坚定文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3 月 7 日上午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
东代表团的审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3 月 8 日，各
中央媒体报道时的一张图片中，坐在习总书记右边
第二位的女士引发了广大关注。她叫余雪琴，是东
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的专职社工、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她扎根一线社工服务尽心尽责，作为
人大代表为服务对象及行业积极建言。这是行业之
荣耀，同时，她也是瓷都的骄傲，因为这位来自景
德镇市昌江区的女士在异乡奋斗出了自己精彩的人
生，成为瓷都一张靓丽名片。

▶ 人物名片
余雪琴，女，汉族，1984 年 11 月
出生，江西景德镇人，现任东莞市鹏
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驻万江社会服务实
践基地副主任、助理人力资源管理
师、助理社会工作师。13 年前，她从
江西老家来到东莞务工，经过多年努
力，成长为优秀农民工代表，并于
2013 年当选为广东省第十二届人大
代表。余雪琴，一个充满着梦想的社
工，经过十多年磨砺，从企业文员成
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不懈的追求
诠释了新时代社工的风采，一项项荣
誉雪片般飞来，2007 年获得东莞市
万江区总工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8 年获得东莞市优秀基层工会主
席荣誉称号，2009 年获得东莞市优
秀员工代表荣誉称号，2010 年获得
东莞市万江区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名，
2013 年当选为广东省第十二届人大
代表，2014 年当选东莞市鹏星社会
工作服务社好社工荣誉称号，2015
年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

▶ 建言献策
“人大代表不只是荣誉，更是沉
甸甸的责任，肩负着人民群众的期待
和重托。我要把调研了解到的最基层
人民群众的心声带到大会上。”新一

届全国人大代表余雪琴是广东省东莞
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驻万江社会服
务实践基地企业社工。
自从当选省人大代表，余雪琴总
是去企业走访调研，了解员工心声；
她还去人力资源局、社保局查看数
据，了解数据背后的学问。余雪琴总
说：“履行人大代表职责，不敢有丝
毫怠慢，因为群众对我有着热切期
盼。
”
2013 年至 2015 年，作为省人大
代表，余雪琴先后单独提交了 《关于
反家暴的建议》《关于外来务工人员
大病救助的建议》 等 8 份建议，还与
其他代表联名提交了 《关于水环境治
理的建议》《关于减负，加强补习班
管理的建议》 等 7 份建议。
这一次，她最关注的就是农民工
的就医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在外务
工生活不容易，他们希望上得起学、
看得起病。”余雪琴在工作中经常接
触到一些身患重病的农民工，由于早
期没有发现病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机，或者由于发病初期没有注意导致
病情恶化，而他们的家庭往往无力承
担高额医疗费。
“在多次调研走访中，我发现残
疾人的交通费尤其高。我建议实行残
疾人火车票半价优惠的政策，以降低
他们的生活成本。”同时，余雪琴还
将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发声。“我是

从事社工工作的，工作中经常接触残
疾人，帮扶残疾人群体，他们的家庭
生活非常困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多次提及脱贫，我国有 8300 多
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6.35%，
其中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达 5000 多万
人，占残疾人口总数的 65%左右，占
全国贫困人口的 50%左右。出行，是
人的基本诉求，参与社会则是残疾人
的平等权利。由于地域环境、生理障
碍、文化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
响，残疾人群体普遍呈现就业率低，
即使有工作，收入也普遍不高，出行
乘火车费用对残疾人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如果施行火车票半价优惠，
有利于减轻残疾人群体的负担，促进
社会财富均衡分配，也是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她也提
交了这样一份方案，呼吁国家能够在
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加大力度，目前
残疾人就业困难、渠道少，技能薄弱，
希望国家能拓宽就业渠道，增加残疾人
各项技能培训，如电商、微商等。

▶ 参会感言
“哥，今天心情非常激动，总书
记来广东代表团参会，我和总书记握
手了，更兴奋的是坐在主席台总书记
的 旁 边 ！” 能 和 习 总 书 记 同 坐 主 席
台，共同审议报告，余雪琴很是兴

奋，3 月 7 日下午，她第一时间和家
人分享了这一喜事。作为她的亲属，
笔者每天都能微信联系，有幸了解到
“两会”第一手动态信息。但作为一
名宣传工作者，深知宣传纪律要求，
媒体没有公开报道的坚决不能对外发
布，或者在朋友圈转发。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都不
能平静，除了激动，更重要的是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通过微信沟通，
笔者深刻体会到她的职责与担当。
“两会”期间，她一直都很忙碌，每
天 都 要 忙 到 12 点 ， 会 议 报 告 要 审
议，新的文件要消化，但她一直很充
实、很兴奋，每天要审议、发言，参
与宪法案修改，接受媒体采访。
“回去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工
作，把两会精神落实下去、宣传下
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化作工作
动力，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为外来
务工人员做好服务，让外来务工人员
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能有更多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从而为家乡人民争
光。我会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来自
中国瓷都，江西景德镇。”面对家乡
人民的关心关注，余雪琴更感受到肩
上的重任，这位来自农民家庭，来自
瓷都的女性，更多的是继续关注农民
工等基层一线的苦与难，更多地为家
乡鼓与呼，宣传推介瓷都文化，助力
瓷都与世界对话。

又要传播
近日看电视节目，一华裔
小孩王泓翔和李玉刚合作演绎
《梨花颂》，并谈到何为传承何
为传播，既要传承又要传播，
笔者很有感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如今进入新时
代，我们依然要学习经典，传
颂经典。然而，我们平时说得
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承，很少有人去说传播。传播
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非常重
要，传承是守住文化的根脉，
而传播是开枝散叶，能传承的
只是少部分人，能传播的可以
是每个中华儿女。因此，在大
谈传统文化的传承或是回归的
话题时，不可回避的就是每个
人都要热爱中华文化，传播中
华文明。先有传承后有传播，
传播因人而异，在大舞台宣讲
中华文明是传播，在小讲台，
甚至是小家庭里都可以进行传
统文化的传播。中国有许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人去传
承，也需要我们去传播，许多
濒临失传的手工艺更应该有人
抢救性保护起来，传承起来。
就像习主席曾经在故宫向特朗
普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承那样。习主席说：“文化没有
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
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
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
人。”当下为何对文物的保护如
此重视，对文物的关注度也渗
透到百姓之中，因为文物代表
的就是历史和文明，保护文物
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
明，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物价值
如此之高，为什么我们要竭尽
全力追寻国家宝物，不惜重金
在海外将文物带回家。
很多人对传播中华文化与
自己有关不以为然，我们每个
人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敬畏历
史，敬畏文明，更为我们国家
的民族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理应有足够的自信传播中
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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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体验扎染艺术
本报记者 查艳 文/图
色泽淡雅的扎染，如同青花瓷般典雅高贵，变幻莫
测的图案透着一股神秘，广受大家喜爱。3 月 7 日，珠山
区妇联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三八”妇女节主题
活动，邀请辖区女干部职工 100 余人共同体验丝巾扎染
这一古老手工艺的制作全过程。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夹缬和染缬，是中国民间传
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其工艺特点是用线在被印染的织
物打绞成结后，再进行印染，然后把打绞成结的线拆除
的一种印染技术。它有一百多种变化技法，各有特色。
“此种工艺早在东晋时期已在民间流传，后经南北
朝、隋唐以及宋朝辗转流传，推陈出新，是我国古代印
染技术的一个巨大成就。现今，这种传统工艺得到了许
多艺术家和印染工作者的重视。”活动现场，外请老师耐
心地介绍了扎染的由来及各种捆扎方式，并作出示范。

洁白柔软的丝巾抖开后，折叠，再折叠，然后用皮
筋用力捆扎……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丝巾、手套、皮筋等
工具和材料，大家跃跃欲试，期待在老师指导下创作一
件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别看参加活动的女干部职工平
时在工作中风风火火、泼辣能干，但做起细致的手工活
儿来也一点不含糊。一条条白色的围巾，通过大家巧手
打磨，历经扎、染、洗、晾等环节，渐渐出现千姿百态
的变化，涟漪、波纹、线条、渲染、层叠……每条都各
不相同。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扎染这项技艺，感觉很神奇，通
过简单的手工就可以制作出如此精美的工艺品，完全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和困难。”一位社区工作者告诉记
者，通过这次活动，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并且学到
了许多传统文化知识。
▲ 收取扎染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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