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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动全国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董文娟）12 月 20 日，湖南省妇

女联合会党组开展中心组（扩

大）学习，组织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直

属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听取了《将全面从严治

党进行到底》 的专题辅导报告。

省妇联党组副书记王邵刚主持

报告会并讲话。

报 告 会上， 省 委 宣讲 团成

员、省委讲师团副主任邓清柯，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 例》，从“两个后时期”

看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背景，从

“四个伟大”看全面从严治党的

时代要求 ，从“五个最大”看全

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挑战，从“四

个关键词”看全面从严治党的

鲜明主题，从 “一首大熔炉之

歌”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从“五个为什么”看加强党内监

督等六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的新经验、新成果，深入解读了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加强党内监督的意义、目标、

任务、要求和举措。

王邵刚就全会如何开展好学

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了

安排部署：要精心组织，进一步

抓好党员干部的深入学习；要大

力宣传，进一步营造学习全会精

神的浓厚氛围；要学以致用，进

一步深化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柳佳珍）赠送 147 万元建设新农

村帮扶资金和价值 57 万元物资，

开展义诊、发放农业种植知识

宣传单……12 月 20 日，2017 年

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

中示范活动（湖南会场）启动仪

式在“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举行，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蔡振红出席启动

仪式并讲话。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宣

传部牵头，来自文化、科技、卫

生计生等 21 个省直单位现场赠

送 147 万元建 设 新农村帮扶资

金，各类物资价值 57 万元。近

300 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现场

摆摊设点，拉起横幅，摆起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进行健康、

文化、科技、农业种植等知识宣

传和义诊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

驻足。

省妇联副主席鲁华出席了启

动仪式，并代表省妇联现场捐赠

了帮困经费现金 6 万元。

凤凰：260 名留守儿童收到
“暖心包”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讯（ 记者 
唐天喜）“谢谢！谢谢！”12 月 9

日，260 声“ 谢 谢 ” 从湘 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落潮井

九年制学校传出。当天，该县“温

暖微行动·彩虹行” 关爱留守

儿童爱心包裹发放仪式在这里

举行。

据 悉， 该 项目由 省 妇 联、

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与省邮

政公司联合发起，通过动员社

会力量捐购“彩虹包裹”的形

式， 按 100 元 1 个 的“ 彩 虹包

裹”标准为留守儿童捐购书画

包、字典包或暖心包。其中“暖

心包”里含有书包、帽子、围巾、

手套、袜子和水杯等物品，深

得孩子们的喜爱。

浏阳：“认领”100 名困境儿
童心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戴四辉）“没想到，不到一个月，

我的心愿就实现了！”近日，在

浏阳市妇联开展的“梦想花开

季·圆梦百名困境儿童”活动

爱心见面会上，一百多名孩子

笑开了怀。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莫小佳，市政协副主席张

葵红，市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潘立等出席。

见面会现场，来自全市的

100 名困境儿童中，很多人收到

了爱心人士送来的自行车、学

习机、新衣服、新棉被、课外

书籍等礼物。活动现场还为 45

名“春蕾女童”发放了爱心助学

金，为龙伏镇石柱峰小学发放

了 9 万元“春蕾计划”帮扶资金。

省妇联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今日女报 / 风网讯（记者 李
超 向顺） 12 月 16 日，湖南省家

庭教育精品课程、家庭情景剧专

家评审会在省妇联举行，《我们

的第二次成长》、《青少年成长误

区与家庭教育问题》、《好父母成

就好孩子—— 平和父母成长之

路》等 15 堂精品课程，《哑爱》、

湖南评选优秀家庭教育精品课程、家庭情景剧
小视频，大能量——

■妇联星空

娄底：市委党校举办妇干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赵巧燕）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妇女工作宣传专题讲座在娄底

市委党校妇干班举行。该班自

11 月开班以来，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开设了众多特色课程。

该班近两个月来的课程内

容包括党史，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五中、六中全会，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经

济走向以及党章和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等内容，同时结合各界

妇女干部实际和干部队伍建设

需要，开设手工编织、演讲与

口才、社交礼仪等各具特色的

课程。

宣传专题讲座由湖南省妇

联宣传部部长李凯辉授课。娄

底市委党校副校长彭一伶，市

妇联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苏

跃凡，各县市区妇联分管副主

席以及党校妇干班全体学员共

40 余人参加。

祁阳：健康公益讲座进校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小文）怎样避免孩子在上下

学途中遭遇意外伤害呢？12 月

13 日下午，永州市祁阳县妇联

邀请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贺军副主任医师，

在祁阳县明德小学举办了一场以

“关爱雏鹰，呵护健康”为主

题的预防儿童意外伤害知识公

益讲座，200 余名学生及家长

聆听了讲座。

鼎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专
家经验交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惠）家庭出现纠纷时，怎么办？

12 月 14 日上午，全省婚姻家庭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进会

全体与会人员到常德市鼎城区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集中听

取了鼎城区法院、婚调委、司

法局、民政局、综治办等单位

负责人对婚调工作的经验介绍。

关键词：交流

关键词： 爱心

扫一扫，更多精彩视频

《回到你身边》、《触手可及的远》

等 15 个家 庭情 景剧获得优秀。

省妇联副主席张媛媛出席评审会

并讲话。

本次“家庭教育精品微课程、

家庭情景剧”征集活动自今年 7

月启动以来，共征集到优秀家庭

教育精品微课程 59 个、家庭情

景剧 37 个。经过网络评选、群

组评审两个阶段后，再进入专家

评审阶段。

专家评审团由省文明办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处长史锋，

省关工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黄孝亮，团省委少年部部长、省

少工委副主任陈艳英，省社科联

学会处处长楚玲，湖南女子学院

副校长、教授蒋璟萍，湖南师范

大学副教授陈云凡，今日女报社

副社长聂朝霞等 8 人组成。

张媛媛表示，我省家庭教育

精品微课程、家庭情景剧征集

推广活动得到了全国妇联的充分

肯定；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广

大家庭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

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

台阶，以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安定，

家庭幸福促进社会祥和，家庭

文明促进社会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