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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凤网讯（通
讯员 刘振军 张术杰）2

月 6 日， 湘 西 土 家 苗 族

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双河

社区，苗族妇女们正在

打糍粑。当日，该区在

双河社区举办“迎新春

· 促团结”新春大联欢

活动，广大妇女同胞积

极参与，提前庆祝新春

佳节的到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罗淑琴）2 月 3 日，由湘西州古

丈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就业服

务管理局承办，县总工会、县妇

联、县文联、县残联等单位协办

的 2018“春风行动”送岗位、送

信息、送政策活动，在古丈县天

润茶都步行街举行。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许卫军（挂职）

出席活动并致辞。

活动现场，县书法家协会、

县美术家协会书画家为父老乡亲

送对联，送年画。县妇联为广大

群众送信息、政策并设置咨询

台。除了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危

害、防毒常识、禁毒相关的法律

法规，县妇联工作人员还向群众

大力宣传“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

费检查”好政策，并为前来求职

的女性人员提供就业技能培训

登记、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最高法院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后

曾被“夫妻共债”困扰的她
为省妇联送来锦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 实习生 李楚姿）“我真的特

别感谢妇联，在我生活最冰冷

最绝望的时候，给我送来了希

望与温暖。”2 月 6 日，家住湖

南某市的李玉（化名）来到湖南

省妇联机关，为省妇联送来两

面锦旗，李玉说，锦旗上的“巾

帼帮扶，无私援助”、“感恩妇

联维权，为民排忧解难”是她

内心对省妇联真诚的感谢。

李玉告诉 记者，离婚后的

她曾饱受“夫债妻还”的困扰，

无奈之下，她来到省妇联，寻求

“娘家人”的帮助。省妇联权益

部为李玉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

帮助她应对诉讼。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细

化和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标准。当天，看到这个消息的

李玉喜极而泣 ：“多亏了省妇联

的帮助，我才有勇气积极应对。

而这次《解释》的出台，也让我

看到了希望。”为了表达内心的

感激，李玉为省妇联送来两面

锦旗。

不光是 李玉的案子，省妇

联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呼吁，《解释》

的出台，离不开省妇联作为“娘

家人”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

努力与坚持。据悉，此次备受关

注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

十四条迎来修正，有关夫妻共

同债务的司法认定更趋准确。

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罗琼

介绍，2012 年至今，全省妇联

系统接待处理关于夫妻共同债

务案件（来信、来访、来电）高

达 672 件 次。除了为当事人积

极提供法律援助，引导当事人

理性维权外，省妇联还针对夫

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问题进行

了长期而深入的调研，组织律

师、法学专家、法官等专业人

士对该问题进行研讨，并同时

源源不断为全国妇联权益部提

供相关情况。

话改革

寒冬送暖娘家人

全省妇联系统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

记者 李立）新春佳节将至，连

日来，湖南省妇女联合会领导

姜欣、王邵刚、张媛媛、卢妹

香、陈立荣分别带队，在娄底、

邵阳、永州、怀化、湘西等地

走访慰问城乡困难妇女群众，

为基层一线的贫困妇女送去党

委政府的关怀和妇联娘家的温

暖。

“两癌”贫困妇女、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就业困难妇女、

残疾人家庭、零就业家庭、空

巢老人、农村留守妇女儿童、

困境儿童、困难先进妇女典型

……每到一处，省妇联领导都

与 受 慰 问 的 妇 女 群 众 亲 切 交

谈，关切咨询大家的工作和生

活等情况，了解基层妇女群众

所思所盼，并鼓励她们要乐观

向上，坚强生活，早日摆脱贫

困，过上好生活。省妇联领导

还要求各地妇联要深入困难妇

女群众家庭，关心她们的疾苦，

想方设法多为她们解决实际困

难。

据悉，为让全省妇女儿童

度过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全

省各级妇联系统上下联动，广

泛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

募资 4500 万，惠及近百万妇儿

看省妇儿基金会 2017 年温暖答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周

纯梓 通讯员 周娜）募资人民币

4500 万元、成立和完善六大专

项基金、实施 37 个项目、惠及

全省妇女儿童 85 万人……2 月 3

日上午，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 金会 第三届理事会 第六次、

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湖

南益阳市艾华集团召开。会议选

举了新的常务副理事长，审议了

基金会 2017 年度工作报告，并

对基金会 2018 年的工作献计献

策。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出席

会议并讲话。

卢妹香充分肯定了基金会在

2017 年取得的成绩。她指出，基

金会在省妇联党组的领导下，不

断加强资金募集力度，倾心打

造“温暖微行动”公益品牌，展

现了公益新作为，全年募资 4500

万元，为全省近百万妇女儿童送

去了温暖和阳光。卢妹香表示，

基金会在新时代要有新使命、新

举措、新作为，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关于民生工作的重要思想，牢

记“公益护花，让每一个妇女更

幸福、让每一个儿童更快乐”的

使命，加速转型提质，夯实基础，

补齐妇联工作的短板，延伸妇联

工作的手臂，让每一项公益行动

落到实处。

基金会理事长王安安表示，

要设 立基 金会的形象代言人，

加强宣传力度，打造众筹平台，

让全社会参与和监督，并建立

一个长效的造血机制。

新田基层妇联组织工作百花齐放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好中

央、省委关于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精神，永州市新田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充分听取县妇

联工作意见，专门召开县委常

委会议，按照“确保乡镇妇联

工作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且

不少于 2 万元”的要求，将 12

个乡镇妇联工作经费列入县级

财政预算，每年共计 24 万元。

有了这笔经费，全县各乡镇

妇联干部工作热情高涨，工作开

展得有声有色：有的主动作为，

率领村级妇联班子成员南下广东

考察，引进“扶贫车间”项目，

服务留守妇女在家就业；有的带

头组建女子舞龙队、腰鼓队，编

排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丰富农

村女性文化生活；有的带领姐妹

们成立互助会，开展关爱贫困

妇女儿童活动；有的带领姐 妹

们成立女子课堂，组织大家学习

育婴、家庭教育等专门知识……

充分发挥了基层妇联组织联系妇

女、教育妇女、引领妇女、服务

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出现了百花

齐放、创先争优的可喜局面。

■妇联影像

打好糍粑迎新年

■妇联星空

永州：儿童课堂教孩子“远离烫烫小怪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徐艳萍）我国每年约有 2600 万人

发生不同程度的烧烫伤，且有逐

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儿童占 30%

左右。近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永州市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永州上善公

益服务中心联合举办预防烧烫伤

安全教育——“远离烫烫小怪兽

儿童课堂”。 形式活泼又不乏实

用性的公益课堂采用立体卡通的

形象进行宣教，让孩子们轻松学

到了如何避免烧烫伤的知识。孩

子在课后将“预防烧烫伤警示贴”

带回家庭中进行应用，实现人防、

物防、技防的“三防体系”，从“我

要安全”转变到“我会安全”。

据悉，此次永州共组织了 31

场“远离烫烫小怪兽儿童课堂”，

有近千户家庭因此受益。

津市：“两癌”检查早安排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任鸿雁）为落实湖南省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保障广大农村妇女的

身体健康，近日，常德津市妇联

利用春节务工返乡的有利时机，

全面启动返乡妇女“两癌”免费

检查工作。各镇（街）、村（社区）

妇联干部上街入户发放“两癌”

免费筛查卡，耐心细致地为妇女

们讲解免费筛查的时间、地点以

及注意事项，营造了良好的宣传

氛围。各镇（街）还对前来报名

的妇女登记造册，便于今后更好

地对她们进行跟踪服务。据悉，

此次宣传共发出“两癌”免费筛

查卡近 1200 张，让广大适龄农

村妇女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

府的暖心关怀与贴心服务。

古丈：“春风行动”送岗位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覃晴）一年一度的春运大迁徙已

经开启，2 月 6 日上午，张家界武

陵源团区委牵头，联合区妇联、

武陵源阳光公益协会在武陵源区

汽车站设立武陵源志愿者“暖冬

行动”春运志愿者服务台。

此次春运“暖冬行动”以“青

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为主题，

几十余名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

者将从即日起开始春运期间的志

愿服务活动。在此期间，通过开

展“青春指引”引导咨询服务、“青

春暖心”行李搬运服务、“青春

暖流”便民利民服务等服务活动，

真正做 到“参 与春 运，体 验 春

运，服务春运”，发挥志愿服务

在春运工作中的更大作用，以实

际行动，标准服务，凝聚服务合

力，让外出务工人员感受回家的

温暖。目前，志愿服务已成为武

陵源春运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武陵源区：巾帼志愿服务助力春运“暖冬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