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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

她们的芬芳年代

三月的中国，不仅聚焦全国两会，也瞩目女性。

初春的北京，尽管时有雾霾尘沙，但仍无法掩去这个季

节特有的明艳。全国两会会场上走来的女委员、女代表，正

是春天里最美丽的身影。

细数近年全国两会女性身影，她们当中有很多是来自

经济界的企业家。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这些商界女性用创业

浸染岁月、用智慧荡涤时光。

春天里，整个中国都在倾听她们的故事，感受她们的芬

芳年代。

如果没有她？

已过花甲之年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何永智看上去还很年轻。

她曾当选为“重庆女性十张魅力面孔”，她为珠宝做代

言，她弹得一手好琵琶；她从挑沙工成为火锅皇后，从三张

桌子、三口锅起步创建了餐饮集团———何永智用“开创火锅

行业五个第一”为自己的岁月刻下传奇，用亲身经历契合她

对人生的定义：生命必须更精彩———这也正是她自传的书

名。

在中国人熟悉的火锅餐桌上，何永智的名字意味着一

种特殊的价值，因为司空见惯的鸳鸯火锅便是由何永智首

创。

在何永智的沸腾火锅年代，远在扬州的陆琴也以一把

修脚刀开始了属于她的励志故事。

1988 年，16 岁的陆琴成了扬州某浴池的一名修脚工。
仅仅在 4年之后，她获选首届“全国优秀服务员”，20 岁的
陆琴是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及至 2006 年，34 岁的陆琴已有 20 多万服务人次的经
历，她的“陆琴”足艺店已经走出扬州。陆琴出版的《修脚保

健技巧》、《修脚技术》，成了这个古老行业唯一的专业教

材。

陆琴修脚修出了一个世界，而河北的刘玉芬则为一群

孤儿创造了一个新的明天。

在媒体的视线中，全国政协委员、河北春蕾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玉芬是一位企业家，而对春蕾学校的孩子

而言，刘玉芬是永远的“春蕾妈妈”。

刘玉芬被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没有进过学堂的

人”，但她却让许多孤儿上了学。

1996 年，邢台地区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刘玉芬带着钱
物去赈灾，结果钱物捐出去了，还带回了几十个孤儿。时隔

多年，当年那些孤儿如今各有所成。当年的灾难改变了他

们，刘玉芬和她的企业也改变了他们。

她的力量

张茵的名字曾经是个重磅炸弹。

张茵首次改变了财富榜上的首富性别，她是中国第一

位女首富———而在刚爆出此消息的 2006 年，中国公众对她
基本一无所知。

这位曾希望做“中国阿信”的东北女人从香港起步，崛

起于美国，最终回归祖国。张茵的玖龙纸业目前是中国最大

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也是全球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

产商之一。

2007 年全国两会上，张茵首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
亮相，便以敢言之举得到了“两会炮手”的称号。在她看来，

“当了委员应该认真履职，说真话、说实话”。

2013 年，张茵已是新一届全国政协的老委员，但对她
而言，一切如新。

如果说张茵当初改写富豪榜犹如大地惊雷，那么，吴亚

军的崛起则是一种近乎神秘的低调。

2010 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吴亚军自曝
每年缴纳个税上千万，引来社会热议。外界感兴趣的不只是

吴亚军的“天价个税”，还因为如此高调之举竟会出自一位

向来神秘低调的女企业家。

一年后，《福布斯》2011全球富豪榜公布，吴亚军成为
新的中国内地女首富。新科女首富的位置导致吴亚军出镜

率大大提高了。然而在几年前，公众视线中的吴亚军还显得

异常模糊。

在全国两会现场与吴亚军“享受”同等待遇的还包括这

样一些著名的女企业家：谢企华、杨绵绵、董明珠。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谢企华已是多届全国两会上的

老面孔。今年 70 岁高龄的她，是中国企业界著名的“铁娘
子”，这固然是源于她曾任宝钢集团董事长，但更重要的

是因为这位女企业家拥有像钢铁一般的气势和魄力。

2010 年，谢企华在卸任宝钢董事长三年后，再次回归央
企，就任国新公司首任掌门，继续演绎“铁娘子”的不老

传奇。

比谢企华还年长 2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总裁
杨绵绵是另一位中国企业界的“不老传奇”。作为五届人大

代表，杨绵绵连续 25 年参加全国两会，亲身经历了这个国
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感受着时代发展的波澜之美。

比杨绵绵年轻但论名气绝不示弱的格力电器副董事长

兼总裁董明珠，在 2013年春天继续她的全国两会时光。作
为新当选的十二届人大代表，这位商界女强人有着和谢企

华一样的“铁娘子”称号，她的成功故事在业界几乎人尽皆

知。

2012 年全国两会期间，董明珠在会场之外，最大的兴
趣就是开着车在北京到处“看墙”，因为她想知道的是墙上

有没有格力空调———也许，今年依然。

每年全国两会，是各种声音

的交响曲。代表委员们的头脑风

暴，是这场政治盛会中最灵光四

射的乐章。

梳理往届全国两会建议提

案，可以发现不全是代表本行业

领域的发声，很多委员代表都跨

越了行业、超出了地界，堪称全

国两会版的“玩过界”———其中，

来自经济界的企业家们似乎深

谙此道并乐此不疲。

从停车到种菜：
五花八门

2013年3月2日，陈光标在人
民大会堂北门入口处向前来报

到的政协委员和在场媒体记者

派送“陈光标”牌罐装清洁空气。

这位据说已经改名为“陈光盘”

的著名企业家还随身拿着一只

光着的菜盘，为的是“呼吁大家

节约粮食”。

既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也非

全国政协委员的陈光标，自2000
年起连续13年列席全国两会。每
次现身全国两会，陈光标都表现

高调。2012年，陈光标头戴雷锋
帽、身穿军大衣亮相，今年的他

则是穿绿色西装系绿色领带戴

绿色帽子。作为列席人员，陈光

标可提建议但没资格提交议案

提案，这却丝毫阻挡不了他的参

政议政热情。每年陈光标都是全

国两会有名的“建议专业户”。

与其他参会企业家相比，陈

光标的敢言或可直接用“雷人”

来形容。2013年全国两会刚刚拉
开帷幕，陈光标带来的建议就已

经在网上热传。其中包括：今年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观看电影《南

泥湾》；修改计划生育政策，初中

以下文化水平的人不该生孩子；

成立“节约粮食日”，在这个节日

里全国人民饿一天———这些看

上去雷人指数不低的“陈氏”建

议，在微博上引发了网友的吐

槽，并为这场具有严肃气质的政

治盛会带来了几许欢乐的笑点。

与陈光标的“震撼级别”相

比，其他参会企业家虽略有不

及，但是他们大胆跨界、畅所欲

言的风格，也为全国两会带来了

许多亮色。

“开放机关大院给普通市民

停车”———这看上去很实用的

“温馨小贴士”其实是全国政协

委员、香港祈福国际投资公司董

事长彭磷基的全国两会提案。

如同彭磷基这样，不少企业

家委员代表把目光转向了和本

行业并不搭界的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

事长张近东就为旅游行业操起

了心。2012年全国两会上，他再
次建言尽快恢复“五一”黄金周，

增加5月2日、3日为法定休假日。
在他看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假

日经济是现代服务经济的重要

推手，增加法定的节假日不仅可

以有效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

展，也能丰富百姓生活”。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带来了3份提案：大气质量立法、
提高个税起征点、出租车市场准

入等都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些建

言都看上去和他的汽车事业不

太搭界。

身为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的全国政协委员

陈励君也“过界”得厉害。陈励君

建议国内的公务员职位应该对

国外人才开放，引进一些国外的

优秀人才进入中国公务员队伍。

此言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热

议。

与陈励君相比，全国人大代

表、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鸣的“过界”则有过之而

无不及。这位太阳能行业的领军

人物建议城市绿化应由种草改

为种菜，“在全国城市绿化中强

力推广种树种菜等经济作物，要

把城市住宅小区的绿地改成菜

地，分配给住户耕种，自己种自

己吃”。

黄鸣的种菜提案一经披露，

引发网间热议。很多网民在对这

一创意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同时，

也表达了会招致“满城偷菜”的

有趣联想。

从买房到上学：
关注民生

2013年全国两会刚开幕，在
网上关于全国两会的热议中，全

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的名字十

分抢眼，他关于“向每户城镇居

民提供一套经适房”的建议成为

网间热门话题。相对于日前引爆

舆论的新出炉“二手房个税政

策”，宗庆后的住房建言更显得

“深得人心”。

宗庆后同时还建议“免征工

薪阶层个人所得税”，也引来不

少支持声。从历届全国两会上的

表现来看，宗庆后一直以来都像

个古道热肠的热心人，因为他提

的建议大多跟民生问题息息相

关———看上去和这位身家不菲

的中国首富毫不违和。

像这样关注民生、表达民意

的企业家，在历届全国两会上还

有很多。

早在2011年，微博刚刚兴起
之时，全国政协委员、爱国者总

裁冯军提交了一份建议关系民

生的政府部门试点开通微博的

提案。他认为一些关系民生的部

门，例如铁道部、交通部和公安

部等部门，可以通过微博来与民

众沟通。

在全国两会的平台上，很多

企业家代表委员直接跨界、大胆

质疑，对民生问题给予严重关

注。全国人大代表、万向集团董

事局主席鲁冠球直言公务员养

老金是企业职工的2至3倍不公
平，他建议应尽快使养老“双轨

制”走向并轨。来自地产界的吴

亚军，在作为人大代表的发言席

上，一改神秘女首富的风格，坦

诚对于上学问题的关注，将自己

对于目前教育制度的思索体现

在建言中。她建议修改相关法

规，批准在全国中小学教育阶段

实行“教育券”制度，并纳入国家

法制体系。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长兴
集团董事长汤燕雯、中国美尚传

媒出版人张晓梅、香港恒丰集团

主席黄紫玉连同其他几位女政

协委员赴医院看望惨遭毁容的

少女周岩，并集体提交提案，建

议从重惩罚毁容案犯，加大精神

赔偿标准。这一提案堪称全国两

会史上最大快人心的一次“跨界

之举”。

有欢呼就有唱衰。此前，全

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董

事长严琦关于“关闭所有社会网

吧、政府办公共网吧”的提案招

致了不少骂声，甚至导致了陶然

居官方网站频繁被黑。面对此种

压力，严琦的回应是：“即使有压

力 , 我现在也不后悔提了这个提
案。我也做了调研的 ,我反映的其
实是来自基层的意见。反映基层

的意见 , 作为一个全国的政协委
员 ,是我的职责所在。”
严琦的淡定与坚持代表了众

多敢言的全国两会企业家，正是

由于他们的存在，两会上才有了

那么多看似不和谐但却有益民

生的声音。

胸怀企业，放眼社会
企业家两会“跨界”建言 ———全国两会女性代表、委员的别样人生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

（列席）：今年全国两会代

表委员观看电影 《南泥

湾》；修改计划生育政策，

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不

该生孩子；成立“节约粮食

日”等

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

东：尽快恢复“五一”黄金

周，增加5月2日、3日为法

定休假日。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鲁冠球：应尽快使养老“双

轨制”走向并轨

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励君：国内

的公务员职位应该对国外

人才开放，引进国外优秀人

才进入中国公务员队伍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鸣：城市绿化

应由种草改为种菜，实现真

正无公害

爱国者总裁冯军：关系

民生的政府部门试点开通

微博与民众沟通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宗庆后：向每户城镇居

民提供一套经适房；免征工

薪阶层个人所得税

龙湖地产主席吴亚军：

修改相关法规，批准在全国

中小学教育阶段实行“教育

券”制度，并纳入国家法制

体系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推进大气质量立法；提

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出租车

市场准入标准

陶然居饮食集团董事

长严琦：关闭所有社会网

吧、政府办公共网吧

杨绵绵

张茵

陆琴

严琦

何永智

吴亚军

宗庆后

张近东

黄鸣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