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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

■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乔辉） 当前国际国内市场环境
日趋复杂，变化莫测，您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投资机遇和多样化
的投资选择，在经济发展的不
同阶段，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
和风险表现存在显著差异，投
资者难以及时准确预测。为分
散风险，避免因投资于单一种
类的资产而蒙受重大损失，资
产配置是平衡您投资风险收益
的有效手段，同时，有研究证明，
进行资产配置是对投资组合长
期投资业绩起到推动作用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此，建行私人银
行建议您在实际投资前有必要
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同时结合
大类资产风险收益的特征，作
出相应的资产配置策略的选择。

如何建立属于您的资产配
置策略？建行私人银行告诉您：
只需要三个简单步骤：

第一步，您自主初步完成风
险偏好测试，了解自己的风险偏

好类型。
第二步，您详细了解建行资

产配置策略，是以大类资产配
置为基础，通过定量分析得出
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风险收益
水平及盈亏概率，通过定性分析
充分揭示资产配置选择中存在
的各种风险，形成十五大类具备
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特征的资产
配置策略参考方案，供客户参
考选择和使用。

第三步，在建行客户经理
或财富顾问帮助下，通过反复比
对、确认并选择符合自身风险
偏好特征的资产配置策略参考。

建行私人银行告诉您：

如何建立
属于您的资产配置策略？

我省“心希望”计划项目
获“中国儿童慈善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冷晓君）在和煦的春风里，3月18日，
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在京召开 2013 年度“中国儿童慈
善奖”表彰会，来自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儿童慈善事业的爱心单位和爱
心人士代表齐聚一堂，共享慈善硕
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
国妇联主席沈跃跃，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原
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
陈至立出席会议，并为获奖单位和
个人颁奖。我省“心希望”计划——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普查项目荣
获“中国儿童慈善奖——项目创新
奖”。

据统计数据显示，先天性心脏
病发病率为 7‰到 9‰。湖南是先
天性心脏病病害大省，目前大约有
二十多万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其中
等待手术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儿
童约有 10万人。以湖南省现有医
疗条件和水平，90% 以上的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完全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康复，但由于家庭贫困等原因，全
省仅有 1万名左右先天性心脏病儿
童得到及时治疗。

2009 年 2 月，由湖南省妇联、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
合开展的“心希望”计划——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普查项目正
式启动。项目立足于建立湖南省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网络，推
动实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三早”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工作
目标，让全省儿童，特别是边远
贫困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点燃
生活新希望，对社会和谐也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2009 年至今，
普查组的足迹遍及全省 83 个县市
区，普查人数 4567 人，阳性 1279
人，现已完成手术 664 人，为贫
困家庭资助减免医疗费共计1081.8
万元。一台手术，不仅改变了一
个孩子的命运，同时挽救了一个
大家庭。

项目组以专项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在省卫生厅的帮助下，主动联
系省人大女代表、省政协女委员，
于 2010 年省“两会”期间提交了“关
于将全省 0-6 岁儿童先心病筛查
工作纳入湖南省为民办实事内容”
的提案和议案，联合呼吁将先天
性心脏病防控纳入省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
年，省卫生厅将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筛查救治纳入全省卫生部门 2010
年“十项惠民工程”之一，并制定
方案，为1500 例参加了新农合的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实施免费医疗
救助手术。2011年 8月，省卫生厅、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村重大疾病
医疗救治保障水平的意见》，将农
村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防控列入新
农合救治范围，14 周岁以内的 7 种
先天性心脏病参合儿童得到全免
费检查和救治。

文 / 通讯员 陈部富
在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

营乡长兴村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
是重组家庭，他们夫妻恩爱、相濡
以沫；他们悉心照顾男方前妻的父
母、热心助人；他们礼让邻里、团
结互助；他们教子有方，精心培养
下一代。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他
们却用生活工作中平平凡凡的事、
点点滴滴的情诠释着人间的真爱，
受到邻里的一致好评。他们就是兰
配华、陶秋花一家子。

妻子失踪，数十年悉心照顾前
岳父母

现年 45 岁的兰配华，侗族，
初中文化，老家在该乡大寨村。25
年前，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长
兴村的姑娘吴发蓉，他不顾父母的

“反对”，努力做通亲人的工作，选
择了当上门女婿。看似幸福的家庭
却遭遇了不幸，1994 年，妻子外
出打工后一去不复返，家里留下了
年幼的孩子和多病的岳父母。

妻子离去，家庭重担就全部
落在了兰配华身上，但他很快从悲
伤中走了出来。他说，再重的担子
也压不垮男人的背脊。

村里许多人都笑兰配华，说他
傻：你老婆失踪多年，你还义无反
顾地照顾她的父母，落得自己欠下
一身的债，你这样辛苦到底图个什
么？兰配华总是说，做了上门女婿，
就一辈子是她家的人，就得一辈子
撑起他们的家。

1995 年初的一个晚上，兰配
华的岳父突发心脑血管病，昏迷过
去。兰配华心急如焚，急忙找来车
子，将岳父送到县城医院救治，由
于抢救及时，岳父脱离了危险。每
当岳父思念女儿的时候，兰配华总
是耐心地开导他。面对上门女婿的

关怀体贴，岳父的心里得到不少的
安慰，身体也日益好转。

1996 年，兰配华的岳母不幸
从高处跌下，造成大腿骨折，由于
岳父患有风湿病，行动不便，兰配
华就一人承担起照顾岳母的责任。
在岳母住院期间，他悉心照顾岳母，
为岳母端屎端尿，送饭喂饭，洗澡
洗衣洗被，从无怨言。

由于家庭拮据，岳母在没有完
全康复的情况下坚持要求出院。在
回家养病期间，兰配华更是每天背
着岳母走上几里山路，到村里的卫
生院换药、打针，这一背就是一个
多月。

相亲相爱一家人
女儿杳无音讯，让兰配华的岳

父母感到十分愧疚。为此，他们经
常劝道：配华呀，你还年轻，不能
这么老等着。你要么就回老家去算
了，我们不怪你；要么你就在我们
这再娶个妻子。

在考虑再三后，兰配华还是决
定留下来。

1997 年，兰配华在别人的介
绍下，与同村的陶秋花认识，可他
担心，如果把她娶回来，万一对老
人不好该怎么办？通过一年的了解，
兰配华发现陶秋花是一个善良的
女人，可以和他一起承担起照顾这
个家的责任。

最后，他和陶秋花约定：这一
辈子都要把吴发蓉的父母当作自己
的亲生父母来侍奉。

这时，又有人来劝兰配华：你
前妻已经从人间“蒸发”了，你没
有必要照顾她的父母。现在你和别
人结婚了，要是离开这个家，不会
过得像现在这样辛苦。兰配华没
有为别人的言语所动，与陶秋花共
同担起这个特殊家庭家里的担子。

十多年来，每当兰配华外出时，
陶秋花就主动担起照顾老人的重
担。她说，既然兰配华把吴发蓉的
父母视为亲生父母，那自己就更应
该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双亲来对待。

兰配华孝顺岳父母的言行还
深深感染教育着自己的孩子。二十
多年来，两个孩子从没在爷爷奶奶
面前说过一句重话。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结婚生子。
在近几年兰配华夫妇南下打工期
间，两个孩子又把属于父亲的担子
挑在了自己身上。

在村里人眼里，兰配华平时总
是早出晚归。如今，他家已从以前
的窘迫生活一跃成为村里的小康
户，家中拖拉机、摩托车、彩电、
冰箱等一一俱全。

对村里的孤寡或贫困老人，兰
配华一家同样十分尊重。只要他们
有什么需求，都会主动帮助。

就是这样平凡的一家人，用自
己至善至美的高尚行为向世人展示
了中华民族尊老孝老的传统美德，
他们用自己善良无私及难能可贵的
言行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2008
年，兰配华被评为全国孝星。（城
步妇联推荐）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
员 熊锦星）3月17日，永州市
妇联干部齐聚市委九楼会议室，
参加消防知识专题宣讲，听取省
消防协会老师的讲课。本次授
课十分生动，互动性足。老师从

火灾隐患分类、正确处理火灾
以及灭火器使用三个大方面展
开教学，还以生动案例解析了排
名前三的起火即电起火、煤气
起火、交通工具起火的灭火对
策，大家都受益良多。

永州妇联组织干部学习消防知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张晓萍  胡雪玲）3月18日，益
阳市妇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市妇联
主席杨丽仙主持会议，全体机
关干部职工参加。

会上，杨丽仙组织学习了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精神，以及
市委书记魏旋君对落实“两会”
精神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杨丽仙
强调，全体机关干部要认真学
习领会“两会”精神，结合当前
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各项工
作举措，不断开创妇女工作新
局面。

益阳妇联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异样的家庭，一样的亲人
兰配华被评为“全国孝星”，一家人诠释真爱

征文启事：
今年 2 月至 5 月，由全国妇

联主办的“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全面展开，湖南省妇联“寻找‘最
美家庭’”活动同步启动。夫妻
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
俭节约、邻里互助……如果您或
您身边的家庭拥有这些家庭美
德，您可登录该活动的湖南官网
凤网介绍这个家庭的优秀事迹，
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皆可。
您推荐的家庭将有机会参与全国
妇联“最美家庭”的评选。

④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见习记
者 符丹）湘江源头春风暖，千树
万树梨花开。初春赏花，除了油
菜花、桃花遍地，还有梨花枝
头争艳。在湘江源头——永州
蓝山县大洞乡，上万亩梨花齐齐
绽放，迎接着明媚春光。

3 月 20 日，“2014·湘江源
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三届梨花
节”在湘江源头蓝山县大洞梨园
开幕。近万游客在“梨花带雨”
的意境中感受了赏梨花、游梨园
的魅力。游客们不仅观看到了各
种民俗传统文化活动、群众腰
鼓队和健身舞表演等，观赏到了

“梨园戏曲”专场，还感受了湘
江源特色美食和农副产品展销
会，科普知识宣传，以及美丽乡
村拔河赛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蓝山旅游资源丰富，除了万
亩梨花，绵延油菜以及古村落群
都吸引着游客的关注，2013 年 5

梨花带雨  蓝山春色
2014· 湘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三届梨花节开幕

来，把春色留下来。  图 / 李先志

月20 日，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
查成果发布表明，湘江源头在
湖南省蓝山县紫良瑶族乡。这一
成果纠正了一个两千多年的误
会——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湘江
源头在广西兴安县白石乡。

如今，在春日晴好时节溯源
湘江、观赏梨花，已成为蓝山县
的一大盛事。经过三年的发展，
蓝山梨花节已逐渐成为湘江源
头的一张美丽名片。据悉，今后
梨花节将每两年举行一次，下
一届梨花节将在 2016 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