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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欣赴省地震局宣讲十九大精神

阻击两癌，大爱三湘

遗失启事
长沙市雨花区鸿春钢材经营部

遗失工商注册号：430111600138890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伏 君， 身 份 证 号

430681198302060023， 遗 失 就

业失业登记证，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君临湘江生态农庄不慎遗失以下

证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 430100000119520（2-2）；组织机 构 代

码证正本 55492031-9；公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醴陵市超旺装修有限

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为 34483991-8，

特此声明作废。 

小动物乐园
2017 年 9 月 21 日 星期四 晴
文 / 付瑞芳

凌晨3点，我在睡梦中醒来，

发现隔壁的卧室里居然亮着光。

我赶忙起身，走过去瞧瞧，只看

见队友小唐正惊恐地躲在床的一

个角落。

“小唐，怎么了？”我忙问道。

“青蛙，青蛙跳到我床上来

了！”小唐指着床的另一边惊叫

道。顺着她的手指，我看见一只

青蛙正瞪着两只大大的眼睛直勾

勾地盯着小唐。

“哎呀，青蛙王子又来找你

了！”我故作夸张地说道，顺手

拿了张抽纸把青蛙抓了出来，扔

到了外面的田里。

回来后，我见小唐依旧心有

余悸，便开起玩笑：“小唐不愧

是个有爱心的女孩，闺房都成了

小动物乐园了。”

“付队，这房间里怎么啥

都有啊？飞蛾、蜘蛛、蛐蛐常

来常往也就算了，你瞧瞧，连

螳螂、青蛙、小老鼠都在床上

跑，蚊帐都拦不住它们，实在

太恐怖了！”

其实，在农村，屋里出现这

些东西并不奇怪。上个月，一条

冰凉的小蛇爬到我的脸上，吓得

我动都不敢动，听凭它慢悠悠地

爬过我的脸颊。这件事，我一直

没跟“90后”的小唐说起，担

心一直生活在省城的她会更加惊

恐不安。

不过，在驻村帮扶的这段日

子，我特别佩服她的坚毅和勇

敢。尽管她非常害怕农村的这些

小动物，常常被它们惊扰得整夜

不敢入睡，可她从没有因此而退

缩，依旧白天黑夜地照常工作。

有两次，因我出差在外，她不得

不独自一人留在村里，又恰逢停

电，我实在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煎

熬过那几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的黑夜的。

闲聊时，我常说她是动物园

园长，小唐总是回我：“付队，你

可真是革命乐观主义！这样的环

境，还能苦中求乐，幽上一默！”

每次听到小唐这样一说，我

总会想起湴塘村的贫困户。与他

们悲苦的生活相比，我们这样的

生活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倘若不

是驻村帮扶，我又怎能切身感受

到他们的苦难与期盼？

因此，我要感谢这段难以忘

怀的日子，唯有身处这样的环境，

方让我真正体会到村民的艰苦，

才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办实事，

谋发展，不愧我心。

妇联星空>>

道县：启动儿童“安全卫士”项目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陈快元 吴娟）在全国首个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之际，12 月 5 日，由永州市道县妇

联发起的道县“安全卫士”儿童安全成长计划项目启动仪

式，在道县牛路口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志愿宣讲团

通过生活中发生的儿童被拐骗案例，设计小剧场，引起同

学们对防拐骗防诱拐的重视，并教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

些鉴别防拐骗的技巧，学会自我解救。道县妇联主席许咏

梅介绍，“安全卫士”儿童安全成长计划项目，主要是针

对 7-11 岁的儿童开展，通过安全宣传、安全体验、讲座、

工作坊、安全活动等形式与儿童一起学习并掌握防拐防骗、

防火、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性侵等五个方面的安全知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朱新艳）近日，株洲市妇联主席

邹展晖一行前往茶陵县思聪街道

清水村，开展精准扶贫上户活动。

帮扶干部上户过程中，主要

完成了三个工作任务：宣传一套

政策，通俗易懂地宣讲扶贫政

策，让帮扶对象更好地知政策、

用政策、享政策；完善一本手

册，仔细核对贫困户家庭情况，

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帮扶手

册》；进一步核算一年收入，帮

助贫困户核算 2017 年的收入情

况，找准差距，帮助制定增收

脱贫计划。

株洲市：走村入户忙扶贫调研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近日，乳腺癌健康扶

贫项目前期调研座谈会在长沙

市召开，主要探讨优化对贫困

乳腺癌患者的精准帮扶模式。

座谈会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主办，长沙市妇联、长沙市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联合承办。

中国妇女发展 基 金会秘书长

助理李彩云，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资助项目部高级主管阚婷

婷，罗氏制药患者援助项目高

级总监高蓉晖，湖南省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

长周萍，湖南省肿瘤医院、长

沙市卫计委、长沙市扶贫办、

长沙市妇幼保 健院以及部分

区、县（市）妇联和区、县（市）

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约 40

人参加调研座谈会。长沙市妇

联副主席钟小珍主持会议。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紧紧围

绕妇女“两癌”筛查开展情况及

面临困难、提高“两癌”筛查意

识、乳腺检查技术交流、乳腺

癌患者筛查诊疗绿色通道建立、

乳腺癌患者药品及资金援助等

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

乳腺癌患者精准帮扶模式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朱广波）近日，娄底涟源市

妇联召开全市妇联系统学习宣

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会，安排部署全市妇女群众和

各级妇联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工作。

涟源市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曾小竹在会上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行了宣讲，并结合妇联

工作实际提出贯彻意见。专题

会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巩固

好基层妇联组织改革成果，充

分利用妇联组织网络体系面向

广大妇女群众宣传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推动宣传教育在基层

落实，向普通妇女群众延伸；

同时，紧紧围绕“党建带妇建，

妇建促党建”，充分发挥姐妹

微信群、妇女代表群、巾帼志

愿服务群等微信群、“妇女之

家”以及基层妇联执委的作用，

依托区域化党建格局，探索推

进区域化妇建工作，实现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宣传贯彻全

覆盖，进一步把广大妇女凝聚

在党的周围，团结引领全市妇

女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涟源：全市妇联系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雅洁）湖南女性理论实践研

究如何才能出更多接地气、能

指导实践的理论成果？12 月 5

日，湖南省妇联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王邵刚围绕该主题在省

妇女干部学校、湖南女子学院

进行了深入调研。

调研期间，王邵刚传达了

11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召开

的 2017 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

会暨研讨会的会议精神，并表

示一定要 把会 议精神落到实

处，为女性发展发挥作用。当

时，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

研究会会长沈跃跃在会议上强

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理论与实践研究。

省 妇 女 干 部 学 校 校 长 刘

艺、湖南女子学院教务处处长

王凤华等专家 纷纷就湖南女

性理论实践研究提出意见和建

议。王邵刚表示，此次调研为

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好思路和好

方 法，“这个工作是能为湖南

女性发声、树形象的大事，希

望专家们继续深入研究女性理

论，为妇联的中心工作提供决

策建议，让巾帼携手须眉，促

进女性全面发展”。

王邵刚调研如何创新女性理论与实践研究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记者 
陈炜 )12 月 6 日上午，党的十

九大代表，湖南省委宣讲团

成员，省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姜欣应邀在省地震局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地震局

全体在长干部职工及直属地

震台站负责人等 100 余人参

会。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

长燕为民主持会议。

会上，姜欣围绕党的十九

大报告全文，从党的十九大的

主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

八个方面，结合自己参会时的

所看所思所想以及岗位成长的

经历，用平实的语言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行了全面、详细、

深入的阐释和讲解。

姜欣说，党的十九大报告

结束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与报告开篇时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前后呼应，

一脉相连，道出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本色、使命与担当，

也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与追求，这十六个字直达人心，

具 有强大的感召力、向心力、

凝聚力。

姜欣表示，大家要认真学

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

完成 祖国统一、维 护世界和

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

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燕为民说，姜欣的宣讲结

合了参加党的十九大会议的真

实感受、学习体会和亲身经历。

报告内容深入浅出，既有很强

的政策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

践指导性，让我们深受启发和

鼓舞。通过姜欣的宣讲，使我

们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有了更全面、更深刻、更系

统的认识；也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

略目标的重大意义，并为之努

力奋斗。

扫一扫，
看扶贫队的
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