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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改革

湖南省妇联第十二届执委培训班长沙开班
姜欣强调：妇联工作应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创新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的妇联工

作应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创新发

展！”6 月 6 日， 湖 南省妇 联党

组书记、主席姜欣在长沙举行的

市州妇联领导班子及湖南省妇联

第十二届执委培训班上作了精彩

的阐述，现场掌声不断。

省妇联领导班子成员，各市

州妇联主席、副主席（含挂、兼

职副主席），各市州的省妇联第

十二届执委，省直妇工委主任、

省妇联机关部室长、直属单位班

子成员等共 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为期三天的培训。

在培训会上，姜欣作了主题

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妇

女工作创新发展》的专题讲座。

她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精神实

质，重 点讲解了习近平关于妇

女发展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

并就下一步推动妇联工作与新

时代同频共振、创新发展等六

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姜欣要求，要从六个方面实

现新突破，取得新进展。一是

抓政治引领。讲政治是妇联组织

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妇联组织

和妇联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能

力，讲好湘女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二是抓妇联改革。要抓重

点，加强对“会改联”以后工作

的指导力度，进一步深入推进县

级妇联改革，继续改进工作作风。

要强弱项，发挥挂 兼职副主席

和执委作用。要补短板，将妇女

工作触角延伸至新领域新阶层组

织，全方位服务妇女群众；三是

抓乡村振兴。要聚焦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聚焦推动乡村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四是抓巾

帼脱贫。继续牵头实施好农村适

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继续发挥妇女特色

产业的带动作用，继续做好扶贫

政策宣传；五是抓权益维护。推

进反家暴法贯彻实施，推进婚

调体系建设，促进妇女公平就业；

六是抓家庭建设。开展“家”的

服务，打造“家”的品牌。

“参加这样的培训，我觉得

收益很大。”省妇联第十二届常

委会常委、省妇联副主席（兼职）、

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党工委书

记黄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这次培训，让她提升了妇女工作

理论素养，加深了对妇联工作的

熟悉和了解，增强了她更好地服

务妇女和儿童的能力和信心。

“这样的培训能够让我们执

委更好发挥作用，积极履职。”

省妇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委

员、岳阳市平江县妇联主席戴

迎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 希 望 能 够 请 到 老 师 到 平 江

县，为该县各级妇联的执委培

训授课。

据悉，为了更好地发挥挂、

兼职副主席和执委作用，近期，

省妇联还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

步发挥湖南省妇联执行委员会

委员作用的意见》。《意见》明确

了执委发挥作用的原则和执委

的职责，明确建立会议活动制、

联系服务制、调查研究制等执

委工作机制，并加强组织管理

和保障，为执委创造密切联系

妇女群众、热忱服务妇女群众、

积极代表妇女群众的各项条件，

更好地发挥妇联执委在团结动

员、联系服务妇女儿童中的作

用，建 设 忠于党的事业、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深受妇女信赖

的湖南省妇联执委队伍。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周纯梓 吴小兵

培训班上，妇女干部们认真记录着要点。

带着“二宝”
支持亲子活动
文 / 王娜 谌思羽

（益阳市妇联）
回想刚刚过去的“六

一”儿童节，心里尤为感

触。仍记得，儿童节前，

益阳市妇联儿童工作部的

同事都忙碌不已——大

家加班整理着“我的好爸

好妈好家风”征文来稿。

自今年3月，“我的好爸

好妈好家风”征文和“弘

扬好家风、传承好家训”

亲子阅读微视频征集活

动启动以来，我们共收

到投稿 500 余篇，57篇

进入终审。专家组评审出

《书香好家风》等优秀作

品20篇，优秀微视频3件。

如今，我们组织亲子

互动类活动 40 多场次，

通过环湖踏青、手绘风

筝、在线阅读等多种方式，

不断挖掘、传播、践行

家风文化，并注入新的

内涵。

“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就像一艘由爱铸就的小

船，船上有我亲爱的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弟

弟和我。我们一起齐心协

力，乘风破浪驶向幸福的

港湾！”随手翻开几篇作

品，孩子的童真和情感跃

然纸上。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二

孩妈妈陈娅让人印象深

刻。她说，大儿子参加了

这次征文活动，文章是在

她与爱人的陪伴指导下共

同完成的。鼓励孩子动

笔，教他把生活中的趣事

融入其中，这个过程让家

人享受了美好生活，也记

录了幸福。

陈娅告诉我们，今年

益阳市组织的“弘扬好家

风、传承好家训”家庭

亲子阅读、千人风筝节、

环湖行等活动她一场都没

落下，因为这种亲子互动

型的活动，能让家长体会

到陪伴的乐趣，也能让孩

子有更多的时间与父母亲

密相处，增加了家庭情感

粘合力。

当然，像陈娅一样

陪伴孩子完成参赛作文

的家长不在少数。他们

向孩子生动地讲述了

“家风”的含义，也从

活动中引导孩子分享自

己的家风故事。

日记娘家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 通讯员 郑丽萍）不仅能免

费获得两份“湘女关爱保”的保

障，还可以免费参加手工技能培

训班，邵阳市隆回县山里红村妇

女刘清华享受了一次“双重福利”。

5 月 31 日，湖南省妇联联合中国

人寿湖南分公司开展为双方扶贫

点“送关爱、送技能、送保险”

活动，共计为中国人寿湖南分公

司扶贫点山里红村以及省妇联扶

贫点架枧村的 934 名适龄妇女每

人捐赠两份“湘女关爱保”。省

妇联副主席张媛媛、中国人寿湖

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彭志坚参加

捐赠仪式。

张媛媛介绍，在 4 月 3 日“乡

村振兴·巾帼先行”湖南省巾

帼扶贫公益项目启动仪式暨“湘

女关爱保”培训班上，湖南省妇

联联合中国人寿湖南分公司推出

“湘女关爱保”，由中国人寿湖

南分公司向全省 2 万名贫困妇女

捐赠 100 万元保费。此次为两个

扶贫点妇女捐赠两份“湘女关爱

保”，意味着患上“两癌”的投

保妇女能够获得双倍赔付，最高

赔付为 4 万元。

除此之外，省妇联将在双方

对口扶贫点开办手工技能培训班，

希望通过培训有效提升妇女的劳

动生产技能和创业创富能力。

全省百名农村妇女带头人接受培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 通讯员 符靓）“有讲乡村振

兴、妇联改革的理论课，还有现

场教学和女能人经验分享，内容

太丰富了！”6 月 4 日，在怀化市

沅陵县举办的“乡村振兴巾帼行

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上，

娄底市新化县科头乡星火村妇联

主席罗朝辉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如是介绍。现场，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的村妇联主席、执委、农

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共计 100 余

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中共中央组织部、

农业农村部与全国妇联主办，湖南

省妇联、湖南省农委、怀化市妇联、

沅陵县委县政府承办，培训为期5天，

特邀省级、国家级专家授课。中央

农广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魏亚萍，

省妇联副主席张媛媛，省农委副巡

视员严德荣，怀化市妇联主席贺庆

玲出席了当天的开班仪式。

据了解，全国妇联在农业农

村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争取到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农村妇女

带头人试点培训班，目前全国只

有 5 个试点，湖南是中部地区唯

一的试点省份。

省妇联开展培训，多元化解家庭纠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吴

迪 见习记者 欧阳婷）6 月 3 日—

5 日，由湖南省妇联组织的全省

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服务体

系项目建设培训研讨班在长沙

举办，来自各市州、县（市、区）

相关单位、项目执行单位和合

作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

训。湖南省妇联副主席曹薇薇

出席活动并讲话。

此次培训以“需要什么培训

什么”为原则，开展为期三天的

培训。曹薇薇指出，要深刻认识

到婚调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将此次培训的内容贯彻落实到实

践中去；要用更高的标准、更大

的力度推进全省婚调体系建设项

目开展，强化婚调服务体系项目

建设责任到人，加强婚调服务体

系项目建设保障机制，为婚调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提供更专业、更

便捷的服务。

衡阳市衡山县妇联主席廖建

平表示，通过此次培训使自己明

白，如何全方位对项目实施的有

利条件和阻力进行科学的研判，

以结果为导向，更好地制定项目

实施方案。 

934 名贫困妇女享受“双重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