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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两癌，大爱三湘

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湖南举行
女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报告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实习
记者 莫雪霈 通讯员 符靓）“刚

开始去福建创业时，一个月瘦

了三十多斤，每天日晒 雨淋，

只剩牙齿是白的。”当湖南省

妇联兼职副主席、省女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湘林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周

志梅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

起亲身经历的创业故事时，在

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这是 4

月 9 日，湖南省妇联和湖南师

范大学联合举办的“蓝田巾帼

梦”——湖南省女大学生创

新创业指导报告会现场。湖

南省妇联副主席张媛媛、湖南

师范大学副校长匡乐满等出席

了本次活动。

张 媛 媛 以“ 军人、 女 人、

老人”三个故事为切入点，深

入浅出地阐述了机遇、创新和

潜力三个因素对当代青年学子

实现梦想的重要启示，并希

望广大青年学生不负时代、不

负青春，把个人的成长成才梦

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以奋勇拼搏的姿态，点燃心中

创业梦想，尽情地寻梦、追梦、

圆梦，书写人生华章。匡乐满

寄语同学们把青春的活力与

激情转变为刻苦学习、开拓

创新的动力，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中放飞创

业梦想。

报告会上，湖南省女大学

生创新创业导师、湖南太格教

育集团创始人胡平和湖南省女

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湖南海

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蒋燕

妮也结合各自的创业经历和

亲身体会，讲述了精彩的创业

故事。三位优秀女企业家面对

困难，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

精神深深感染了大家，在场的

女大学生与三位女企业家进

行了热烈的交流和互动。她们

纷纷留言表 示，听完演讲后

备受鼓舞，年轻人就是要敢

于去闯、去尝试，哪怕失败也

是有收获的；要乐观地对待自

己拥有的一切，自信是强大的

力量，只要努力，每一步路都

不会白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瑛）“ 深入项目攻坚一线，用

真情温暖人心，用耐心赢得民心

……”近日，岳阳市湘阴县南岸

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女干部周

武宏，在全县“六大攻坚·巾帼建

功”动员暨妇女工作大会上表态，

承诺以实干担当再建新功。当日，

7 位优秀女企业家现场结对帮扶

25 名贫困妇女，来自社会各界的

193 名妇女代表，在县妇联主席

刘美丽的带领下签名宣誓。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今年，湘阴县全面吹响了棚户区

改造、脱贫攻坚、产业项目建设

等“六大攻坚行动”的号角，县

妇联积极响应，向各级妇联组织

和妇女群众发出“六大攻坚·巾

帼建功”活动倡议。通过组建一

支队伍、举办一场宣讲、组织一

次培训、成立一个协会、开展一

次比武、组织一次评选，充分发

挥女性在农村产业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动员、弱势群

众关爱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当好

方针政策的宣传员、项目建设的

推进员、脱贫攻坚的服务员、矛

盾纠纷的调解员和环境保护的示

范员，在“六大攻坚”战役中再

建新功。

动员会后，该县各乡镇、县

直部门参照“党建＋协会”的创

新模式，积极探索“妇联＋协会”

的组织模式，推进妇联组织从传

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延伸。六塘乡

龙潭村妇联主席黄军辉和农村

党员代表一道，就拆除 3 组柳群

华家“空心房”上户做群众工作，

用实际行动践行“六大攻坚·巾

帼建功”行动。该村共有“空心房”

拆迁面积 3000 平方米，当日“空

心房”整治和环洞庭湖整治水库

退养项目共拆除面积 1200 多平

方米，涉及村民 8 户。

采珍录>>

凝聚“巾帼力量”，投身“六大攻坚”
湘阴妇联积极服务县委中心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黄红娟 王娟香）“您好，是

县妇联吗？你们打来的 10000

元收到了，我近段时间的医药

费有着落了，太 感谢了……”

近日，邵阳市新邵县妇联时不

时接到类似道谢的电话。据

悉，新邵县共有 43 名贫困 “两

癌”妇女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救助。

2017 年，新邵县妇联积极

组织各级妇联组织对全县农村

“两癌”贫困妇女进行全面摸

底，目前该县共录入患者信息

近 200 条，此次有 43 人获得

每人 1 万元的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救助，县妇联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两癌”贫困妇女

的救助，为帮助“两癌”患病

妇女解决治疗难题、防止因

病致贫、返贫发挥了积极作用。

绥宁：38 名“两癌”贫困妇女获救助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薛荣芳）近日，邵阳市绥

宁县妇联举办“贫困母亲两

癌救助专项基金”（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发放仪式，为

38 名农村“两癌”贫困妇女

每人发放了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１万元，为她们送去了

党和政府的关怀。

近年来，县妇联对全县

“两癌”患病妇女进行全面

摸底调查，通过多种形式宣

传“两癌”救助政策，及时

将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录入

全国妇联“两癌”筛查数据

采集系统。截止目前，已为

全县农村 “两癌” 贫困妇

女争取到中央专项公益金和

省 级 专 项 彩 票 公 益 金 109.6

万元，救助 106 人。通过发

放救助金，缓解了农村“两

癌”贫困患病妇女的治病压

力，对坚定治疗信心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这是县妇联在

脱贫攻坚中为贫困妇女办实

事，解难事的具体举措。

大通湖区：妇联为“两癌”贫困母亲送温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搭帮党的政策好，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心，感谢妇联

的帮助，我一定要努力战胜

病魔，争取幸福生活。”4 月

3 日，接过益阳市大通湖区妇

联主席王晓利送来的 1 万元

“两癌”救助金，9 名贫困母

亲热泪盈眶。

据悉，在省市妇联的支持

下，大通湖区妇联实施“巾帼

关爱”行动，为妇女儿童办

实事好事，推动实施“农村贫

困妇女‘两癌’救助”项目，

为姐妹们送去党委政府的关

爱和温暖。到目前已争取了

20 余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

金”对 20 余名贫困母亲进行

了救 助。2017 年， 大 通湖区

妇联在市妇联和区委区管委的

关怀下，启动了农村妇女“两癌”

检查项目，区财政拔款 50 多

万元为 6010 名 35-64 岁妇女

免费进行“两癌”检查。检查

出 3 例早期患者并得到了及时

救治。

新邵：43 名“两癌”贫困妇女各获 10000 元公益金

湖南分公司“优秀女性”系列故事（六）

何雪利：“餐厅老板”的保险之梦
11年前，她怀揣梦想和信念，

加盟新华。11年后，她霜染华发，

却惊艳了时光。“诚信服务标兵”、

“金牌财富规划师”、“2017年度卓

越个人”、“百万明星”、连续 46

个月当选“新华保险金质全明星会

员”……她用一系列标签，展现

出追逐梦想的决心和心系客户的

态度。她，就是新华保险郴州中

支公司高级营业部经理何雪利。

跨界转行，要为孩子树榜样
在进入保险行业之前，何雪

利经营了一家餐馆，顾客以老师、

学生、保险人居多。文化水平不

高的何雪利，内心一直很遗憾未

能进校园读书。因此，当保险人

们聊起早会、培训和学习等内容

时，她常常在一旁听得入迷而忘

了做生意。大约一年后，何雪利

毅然放弃蒸蒸日上的餐馆生意，

做出令家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投

身保险行业。

一开始，何雪利并非一帆风

顺。一次次陌生拜访，一次次遭

受拒绝……何雪利始终咬牙坚

持，每天十二分地投入，学习产

品知识、金融知识等。为了更好

地向客户传递保险理念，她还时

常对着父母、孩子练习表达每天

学到的内容，儿子笑称她对保险

已经“走火入魔”了。但何雪利

清楚：梦想的实现没有什么捷径，

“哪个人前的风光背后不是百倍

的努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实

际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

心有遗憾，更懂得保险意义
何雪利说，她最遗憾的事是

没有更早了解保险。曾经在她餐

馆当服务员的一名小姑娘，因疾

病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作为老板

的何雪利也只能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象征性地多支付半年工资。

“当初自己要是懂保险，给每个

员工买份保险该有多好……”每

当想起此事，何雪利很是感慨。

“我认为，保险不单纯是个

产品，它可以帮助人们拿走担忧，

满足人们延续爱的心愿”。随着

对保险认识的加深，何雪利考虑

更多的不再是如何快速促成与客

户签单以提升自己的收入，而是

真正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客户

需求，充分根据客户家庭的收入

情况、风险承受能力等，为他们

设计保障计划，为他们送上健

康、快乐、尊严和保障。不成想，

因为这份认知的改变，她赢得了

更多客户的信任和支持。何雪利

笑称：保守估计，现在个人收入

可以和当初她那近十人的餐馆团

队收入持衡。

岁月如歌，光华绽放。如今

作为团队长的何雪利，因为对保

险事业的热爱与责任，依旧坚定

前行，炫丽绽放着。

湖南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媛媛在报告会上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