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联星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
薇）作为全省实施 2016-2020 年妇

女儿童发展规划示范县，常德市石

门县妇联与石门县委党校积极沟

通，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党校

主体班教学中。

近日，在石门县 2018 年第二

期科级干部进修班上，县委党校

副校长陈先银作了主题为《国策

人人需践行，男女平等入人心》

的专题讲座。讲座以男女平等为

主线，从“国策背景”“国策与推

进存在主要问题”“如何推进”三

个方面，辅以大量实例，阐述了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

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

讲座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

今后要切实加强对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的宣传力度，树立先进性别

文化，从本职工作出发，在推进

男女平等及“两规”实施方面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努力成为性

别平等的传播者、践行者、参与

者和贡献者。

益阳：家园共育，造就时代新人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通 讯 员 

谌思羽）9 月 8 日，益阳市妇联

在省级家庭教育社区示范指导中

心——江金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家庭教育讲座暨“家园共

育 · 造就时代新人”活动。

益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讲师团

成员高芸以《家园共育时代新人》

为题，从理论上阐述了培养能够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

时代背景和重要性，并从家庭教

育的一个原则、三个特点、践行

办法和学习建议几个方面，对怎

样开展家庭教育、培养时代新人

进行了分享。

活动结束后，参加的家长代

表纷纷表示，家庭教育任重道远。

他们将运用课堂所学，给孩子归

属感和价值感，着眼未来、激发

潜能，培育时代新人。

岳阳：法制宣传，应对校园暴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
韵 通讯员 刘菲）面对校园暴力，作

为学生该如何应对？

近日，岳阳市妇联联合市人

民检察院在岳阳楼区梅溪中学开

展“法护童年 · 健康成长”法制

宣传活动，围绕“校园暴力”开

讲。岳阳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徐立泉，市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胡晓明参加。

此次活动邀请了岳阳市妇联第

七届执委、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科

科长李捷为学生们进行法制宣讲。

她以《校园暴力的预防及自我保护》

为题，介绍校园暴力的种类及危害，

教大家如何拒绝校园欺凌，“在面

对校园暴力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保持冷静，临危不乱；及时

报告，依法维权；路见施暴，见义

智为”。

石门：“男女平等”走进党校课堂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 莫雪霈）继 9 月 4-5 日前

往长沙、湘潭、常德考察之后，

9 月 6 日，“美丽绽放潇湘行

·网络名人走基层访妇情话

改革赞成就”考察团一行又

来到了常德市白马湖公园。

在这里，2015 年 12 月开

始运营的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已成 为全市妇女儿 童休闲、

娱乐、提升的公益活动场所。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妇联与社

会组织合作开设了 20 项公益

课程，大家可以通过常德市

妇联微信公众号报名。正在

插花班学习的李女士说 ：“这

里的课程很抢手，我都是定

闹钟，抢了好几次才抢到呢！”

中心还搭建了“辣妹子·

温馨 驿家”，这是常 德 市妇

联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打造的综合性维权服务平台，

通过“专业＋志愿”的方式提

供维权服务。截止今年 7 月，

“辣妹子·温馨驿家”共开展

婚调集中辅导 7 次，现场个

案调解分享 23 例，受益家庭

达 840 个。

2016 年，由常德市妇联和

市手工制作协会联合创办的

桃花源景区妇女创新创业基

地，是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延伸

到基层的阵地。9 月 6 日下午，

考察团来到基地的手工编织

培训室，学员彭女士正在学

习编织小熊发夹。她希望等

手艺成熟后，就回家开个手

工作坊。

据了解，3 年来，常德市

桃花源妇女创新创业基地累

计培养创业妇女近 20 万名，

她们实 现了在 家门口就 业，

减少了留守儿童、老人现象。

此外，“桃花源”还有一

群亲切的“桃子姐 姐”——

2015 年 6 月，桃源县妇联开

通“桃源巾帼”微信公众号，

组建 “桃子姐姐小喇叭”通

讯员队伍，挖掘基层优秀、感

人的女性故事，传递不平凡的

温暖和感动。今年 6 月，桃源

县妇联官方抖音号“桃子姐姐”

注册，通过短视频让更多人看

到了美丽“桃花源”中新时代

女性的风采风貌，也让传统的

群团工作变得生动鲜活。

网聚新意：让群团工作实在又鲜活
美丽绽放潇湘行 · 网络名人走基层之常德站——

扫 一 扫，
聚“ 娇 ”
大 V 湖
湘之旅

奥运冠军为长沙留守儿童上体育公开课
湖南省妇联“温暖微行动”公益品牌惠及百万儿童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通讯员 陈媛 周娜

最近的公交车站台在 3 公
里以外，通往学校的道路狭窄
而坑洼……位于长沙市天心区
大托铺街道的桂井小学是一
所地道的乡村学校。曾经，学
校的 300 名学生中有 80% 是
留守儿童，如何让孩子健康快
乐成长，一度成为摆在老师和
家长面前的难题。经过努力，
学校被打造成“校园心理教育
示范基地”，也吸引了不少关
注的目光。

在社会的帮助和媒体的跟
进报道下，曾经为了生计外出
打工的父母愈发意识到陪伴对
孩子的重要。他们想尽办法，
或是回到家乡，或是干脆将
孩子带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只
为一家团圆……如今，桂井小
学的留守儿童比例已从 3 年前
的 80% 锐减至不到 20%，但
关爱留守孩子的行动仍在继
续——这不，9 月 7 日，两位
奥运冠军的造访，就让孩子们

“嗨翻了天”。

冠军教体育，
运动员给留守孩子别样的课

“ 小朋友们跟 我一起 来，

屈膝、弯腰，把 双手放到膝

盖 上……”9 月 7 日，桂井小

学迎来了两位专业又自信的

特殊“老师”，手把手教孩子

们进行体育锻炼前的准备活

动——他们就是奥运会体操

冠军肖钦和柔道冠军孙福明。

扫 一 扫，
分享孩子
们的“冠
军课堂”

▲爱心书包、小恩智能
陪伴机器人，还有奥运
冠军亲授体育课……桂
井小学的孩子们收获了
满满的爱与关注。

   奥运冠军孙福明（台
前右一）、肖钦（台前
右三）当起了体育课老
师，孩子们乐坏了。

新闻·女界04 2018年9月13日  本版编辑／陈泱  美编／熊晓丽
E－mail：chenyang@fengone.com

常德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目前有插
花等 20 多项公益课程，有得玩有
得学，人气极高。（摄影：莫雪霈）

▲

这一幕出现在由湖南省妇

联、省民政厅、省文明办指导，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等承办的

“关爱留守儿童，权健·奥运

冠军公益行”活动上。当天

的捐赠仪式，40 名留守儿童

代表分别接受了来自权健自

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

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捐赠

的爱心书包和小恩智能陪伴

机器人。

在随后的公开课上，两位

奥运冠军向孩子们传授了简

单易学的体操动作。有的学生

与肖钦比赛翻跟头，有的与孙

福明玩“老鹰捉小鸡”游戏，

还有的学生向两位奥运冠军

请教训练动作……孩子们情

绪高涨，现场气氛十分欢快。

湖南农业大学心理学专家朱

佳也参与其中，带领孩子们

做起了心理小游戏。

“这次校园活动很有意义，

虽然公开课时间不长，但最

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开心，让他

们学会了坚持！”肖钦告诉记

者，这次活动如同纽带，把运

动员和留守儿童连接在一起，

通过互动式课程激发孩子们

对体育的热爱之情，更激励孩

子们在学习生活中勇往直前。

温暖微行动，
妇联给留守孩子别样的爱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姜欣出席本次公益活动并

致辞。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

等参加活动。

姜欣表示，中国的留守

儿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

注、且关乎中国未来和谐发

展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

省妇联围绕促进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

2012 年，省妇联针对湖南

省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进行了

“十县百村千户”抽样调查，

并指导湖南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发起“温暖微行动”

公益品牌，打造了“知心屋”

“小恩智能陪伴”“爱心课桌

计划”“彩虹行”等一系列

关爱留守儿童的项目，惠及

儿童 120 余万人。

“本次开展活动的桂井

小学是‘知心屋’的首个项

目点。”卢妹香介绍，为了

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好的陪

伴，今 年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引进人工智能陪伴

项目，全省将有 10000 名留

守儿童受益于小恩智能陪伴

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