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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雷顺华）1 月 8 日上午，永州市

祁阳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在鑫利大酒店四楼

会议中心开幕。在大会召开的

间隙，一场温暖人心的爱心捐

赠活动在鑫利大酒店内举行。

此活动是由县政协副主席于建

春发起，来自“政协委员玫瑰

爱心团”微信群内的 60 位省、

市、县政协女委员们利用休息

时间，纷纷献上自己的一份爱

心，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筹

集了 16000 元的爱心善款。这

笔善款将全部用于帮助县内孤

贫女学生的学业。

“ 政 协 委 员 玫 瑰 爱 心 团 ”

是由政协女委员们自发组建的

爱 心 团 体， 目 前 已 发 展 成 员

60 名。

解决家事纠纷，积极挖掘和

寻求当事人的身边资源参与到调

解中来，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这种资源有可能是他们

的孩子、彼此的亲朋好友、双方

的代理律师等等，调解员专业的

协调和沟通能力能搭建起多方人

员合作参与，也能促使调解的有

效达成。

一位基层法院判决离婚的女

性上诉人，对婚生女儿的抚养

权有争议并起诉变更。庭后调

解中，法官和调解员并没有局

限一审的离婚判决来单方面处

理孩子的抚养权纠纷，而是首

先让夫妻看到“兄妹不愿分开”、

“孩子不愿父母离婚”的心声，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地引导当

事人去重新认识离婚对孩子们

的影响，认识到家庭完整对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结

果，这对夫妻愿意给予彼此重

新和好的机会，签下了存续婚

姻的调解协议书。

衡阳婚调工作有新招：
五步走心调解法

选好巾帼带头人
1 月 9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经济开发区身着民族服饰

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陈春艳正

在投票。当日，该区召开第二次

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妇联领导班子。

刘振军 张术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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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衡阳市妇联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成立市本级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并创建了两个

率先：率先在全国建立诉调对接机制，率先在湖南将婚调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在实
践中，衡阳摸索出“听、析、辨、寻、调”的五步走心调解法。

倾“听”诉求，建立调解信任基础
婚姻家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积累的矛盾冲突和负面情绪绝非

“一日之寒”， 而大多数当事人都

远在外地或县区工作和生活，之

前的多次调解工作就只能以电话

方式与双方当事人进行交流和沟

通。这时，调解员就需要用时间

和耐心，再辅以专业的疏导和干

预手段才能搭建起信任的桥梁。

共析法理，明确权利义务
家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往往会

深陷于矛盾本身，希望以激烈情

绪和对抗行为来解决问题和达

到目的。遇到这种情况，调解员

会先给当事人普及法律知识和指

出不当行为下须承担的法律责

任，并与当事人理性分析该段婚

姻存续的可能和利弊，让当事人

自己对婚姻作出选择，并承担该

选择下的责任。

在一对分居长达 17 年之久

的案例中，女方多年一直诉求

离 婚， 协 议 不 成 又 再 次 诉 讼。

调解员在与男方多次电话交流

中，敏锐察觉到他并不是对女

方有多深感情，而是觉得“离

婚是件羞耻的事”。调解员在对

男方进行了必要的心理认知行

为干预后，男方终于认识到：

没有感情的婚姻存续拖耗了 17

年，是对自己和女方的不尊重，

也是对孩子身心的伤害。后来，

男方心平气和地与女方签下协

议离婚调解书。

明辨是非，弘扬家庭美德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产生，

与当事人对婚姻家庭的观念、想

法、责任和义务的认识有很大关

系。当事人明辨婚恋观是非，弘

扬“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彼此

忠诚，父慈子孝，尊老爱幼”等

家庭传统美德，是维护和化解矛

盾纠纷的基石。

婚调工作室接访过一对离婚

后复婚、又再次想离婚的夫妻。

调解员了解到，夫妻双方冲突的

根源是夫妻双方不尊重、不信任，

对各自父母也缺少关心，赖以维

系婚姻的纽带是两人复婚后生育

的双胞胎女儿。根据这一情况，

调解员以专业的方法让夫妻明白，

抚育孩子健康成长是他们的共同

目标，为了目标的达成，夫妻恩爱、

忠诚信任、孝顺老人等家风建设

才能让孩子耳濡目染，有好的成

长环境。

寻求帮助，营造良好环境

面对复杂多变的家事矛盾纠

纷，衡阳积极实践“五步法”的

调解理念和工作方法。在遵循“尊

重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下，

继续发挥传统调解手段优势的

同时，把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和

实操运用到调解工作中来。充分

调动和挖掘当事人自我改变，自

我赋能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才是他们离开调解室后，真正达

到“事了人和”，解决矛盾纠纷问

题的根本。

尽心调解，促成矛盾化解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熊为）心有恒，爱无界。1 月 9

日下午，益阳市“恒爱行动——

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活

动表彰暨启运仪式举行，1000

余件崭新的儿童毛衣打包整齐，

带着益阳人民的爱心运往新疆

孩子们的身边。益阳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何俊峰宣布活动圆

满结束并正式启运。省妇联副

巡视员陈立荣出席仪式。

“恒爱行动”是由全国妇联、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恒源祥

集团共同发起的大型公益慈善

活动，旨在推动全社会共同关

爱新疆少数民族家庭儿童及孤

残儿童，通过发动内地家庭与

新疆少数民族家庭共同编织、

相互赠送爱心毛衣的方式，为

各民族家庭之间交流交融、爱

心互动、情 谊联接 搭建平台。

活动落户湖南以来，已覆盖全

省 14 个市州、80 余个县市区，

共 有 1.5 万人参与，征集爱心

毛衣 2 万多件。

此次 益阳“恒爱行动”由

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

妇联和市援疆办于 2017 年 10

月联合开展，动员社会各方力

量广泛参与，两个多月来，共

收到爱心毛衣、手套和围巾等

1000 余件。

益阳“恒爱行动”手织爱心暖新疆 ■妇联影像

■妇联星空

株洲：“少年讲坛”第二季启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朱新艳）新年伊始，株洲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

市文体广新局、市妇联联合下

文，在全市中小学启动“少年

讲坛” 第二季坛主选拔擂台赛

活动。株洲市妇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活动主题为“少年

心向党·筑梦新时代”。活动

将以“少年讲坛”第二季坛主

选拔擂台赛为载体，把选拔竞

演过程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过程，加

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引导

他们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切实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这个“总开关”。

本次赛事将按年龄分为儿

童组和少年组。参赛选手模拟

讲坛方式，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 观自选命题，开坛设 讲。

内容可涵盖人文科学、自然学

科、文学鉴赏等。擂台赛将评

选产生坛主 1 名、副坛主 3 名

和讲师 20 名。整个活动将持

续 6 个月。

郴州：健康公益讲座深入基层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黄莉）近日，郴州市妇联、郴州

市卫计委联合开展的福城女性

健康公益讲座进社区、进乡村、

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五进”

活动，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活动依托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及县级医院、健

康产业经营场所等资源机构组

成健康专家讲师团，采取固定

课堂、流动课堂、公益讲座 +

专家义诊的形式，分定期和不

定期面向育龄女性开课，宣讲

内容涵盖妇幼健康知识和生殖

健康知识。据了解，自 2017 年

7 月以来，郴州市妇联共开展福

城女性健康公益讲座、义诊 10

余场次，千余名妇女儿童受益。

江华：“知心屋”接受省妇联第三方评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冯梅香）1 月 7 日，湖南省妇联

第三方评估组来到永州市江华

瑶族自治县创新实验学校，对

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第一批心

理健康辅导中心项目（简称“知

心屋”）示范点进行实地评估。

评估组通过实地察看“知心屋”

工作场所、项目设施，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等方式，分别对江华

县妇联、创新实验学校以及学

校专职教师和社会心理工作者

进行了全面评估。

湖南省第三方评估组组长

罗端明对“知心屋”项目推进

江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整体

发展所起的辐射示范作用给予

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知心屋”

今后的工作要把握“五好”：把

历史传承好、硬件维护好、软

件维护好、师资巩固好、经验

推广好。

冷水滩：小额贷款助力“巾帼”脱贫致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成丽娟）“多亏了小额贷款政策

扶持，让我找到了一条致富的

路子。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在

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我解

决了资金困难。”1 月 8 日，家

住永州市冷水滩区蔡市镇三联

村油铺里片的妇女张宏林，借

助贫困户小额贷款政策成功实

现了脱贫。说起未来生活时，她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采。

张宏林一家是冷水滩区蔡

市镇三联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夫妻俩长年在外打工，一年收

入也仅仅是维持生计。几年前小

儿子的病耗光了家里所有的积

蓄，生性好强的张宏林并没有

被压力击垮，她决定辞掉外面

的工作，专心在家发展养殖事

业，但由于资金有限，一直没

有发展成规模。

冷水滩区扶贫工作人员了

解到张宏林的情况后，及时为

她联系了 5 万元小额扶贫贷款，

解 燃眉之急。有了这笔资金，

张宏林建起了新的牛棚，养牛

的规模也扩大到了40 多头。据

悉，目前冷水滩区已发放小额

贷 款 1.38 亿 元， 惠 及 贫 困 户

3011 户。

祁阳：女政协委员“两会”间隙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