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阻击两癌，大爱三湘

■妇联星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杨立波）近日，常德市妇

联启动 2018 年与武陵区永安

街道新东街社区“双报到”“双

共享”“双结对”“双通报”

的“四双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智慧学

堂”快乐阅读，通过阅读让

小朋友们具备初步的理解能

力，在阅读中发展想象力和

创造力，感受文学语言之美。

社区的 40 余名小朋友一大早

就来到了新东街社区车胤书

屋，聆听绘本故事《小蝌蚪

找妈妈》。随后，市妇联的志

愿者们带领孩子们一起阅读

少儿读物，并给孩子们分发

水彩笔等小礼物。

今后，市妇联将持续开

展“四双活动”，与新东街社

区紧密合作，形成工作合力，

激发党建活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李燕）为进一步优化旅游

环境，提升服务质量，保障

旅游安全，衡阳市南岳区祝

融街道妇联积极配合街道工

作，自8月开始便积极参与

到周末值班中。

旅游旺季期间，街道妇

联执委放弃周末休息、坚守

岗位，在各大重要路段、卡口、

景点，为游客免费提供信息

咨询，同时维护秩序和环境

卫生，让游客高兴而来、满

意而归。

南岳：维护旅游环境“她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唐赟）为落实健康扶贫政

策，9 月10 日，由永州市零

陵区大庆坪乡“巾帼白衣天

使”组成的医疗服务队，来

到华兆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活动。

此次免费健康体检对象

主要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精神

病、结核病等患者。活动现场，

医护人员为老人们做 B 超、

心电图、肝肾功能、血糖等

多项检查，详细询问老人们

的身体状况，并根据检查结

果进行健康指导和用药指导。

对筛选出患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的老人，将其纳入

慢病管理，在随后的工作中

再定期随访检查。

零陵区：居民免费健康体检送下村

常德：“智慧学堂”倡导快乐阅读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方）9月 7日，常德津市妇联

为一名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村“两

癌”贫困妇女发放“农村两癌贫

困妇女”救助金12000 元。该

患病妇女今年 42 岁，家住毛里

湖镇樟树村，2013 年进行手术，

后又多次进行术后化疗，目前

是村里的低保人员，生活十分

困难。

从 2016 年开始，津市积极

开展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

费检查工作和贫困“两癌”救

助工作。3 年来，全市共有近

9000 名（ 其 中 今 年 2134 名 ）

农村妇女享受“两癌”免费检查，

共救助贫困“两癌”妇女 30 人，

救助金额达 32.2 万元。津市妇

联也多方筹措资金，对患癌贫

困妇女进行走访慰问，帮助她

们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

津市：心系农村 “两癌”贫困妇女

近年来，益阳市南县婚

姻家庭调适服务中心以化解

婚姻家庭矛盾、维护家庭和

睦为目标，整合资源，创新

服务，积极探索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

法，培育参与婚姻家庭纠纷

调解的社会力量，进驻专业

社工机构，实现婚姻调解专

业化，并鼓励有特长和热心

公益的个人加入到婚姻调解

志愿者队伍中来。

同时，中心开启“互联

网 + 婚调”新模式，将线

上咨询与线下服务相结合，

线上开设了热线咨询电话、

婚调 QQ 微信群及“南县婚

调”移动信息服务平台；线

下设立婚姻家庭调适服务

工作室，由社会工作师、心

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

师、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

提供服务。服务对象可以在

线咨询，并对调解员进行调

解预约，以便线下线上全方

位提供服务。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

事”，家庭内部矛盾调解往往

难度很大。南县婚调中心的

专业婚调员们从情义、道理、

法律三方面理顺夫妻双方心

中郁结，不断创新探索建立

“离婚分类”纠纷调解服务机

制，巧解家务事，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南县妇联主席郝文辉表

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

是南县引入社会工作力量、

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婚姻家

庭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南

县社会工作事务所作为承接

方，在前段的工作中诚信服

务、成效明显，为促进南县

家庭和睦、平安创建做出新

的贡献。下一步，县婚姻家

庭调适服务中心将在县妇联、

民政等部门的支持下，制定

详细的培训计划、积极开展

服务能力建设、引入调解志

愿服务队伍、加强相关资源

联动机制，促使南县婚姻家

庭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更上一

个新台阶。

采珍录>>

南县：专业婚调师巧解家务事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姚倩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李诗韵）9 月 4 日，岳阳市湘

阴县妇联精准扶贫女红技能培

训班在东塘镇石涧村开班，并

邀请省级编织工艺大师、湖南

省女红协会副会长欧沛琼授

课，当地 70 余名农村留守妇

女、贫困妇女参加培训。整个

培训为期 6 天，女红技艺过关

的妇女将获得订单加工的就业

机会。

在开班仪式上，“中国好人”、

湘阴：女红培训助力精准扶贫

今 日
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黄莉）9月 4日，郴州

市妇联在北湖区鲁塘镇下鲁塘村

会议室举办了第一期新型职业女

农民培训班，村种植大户、农业

生产一线的新型职业女农民共

36人参加了为期 3 天的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郴州市农业委

原研究员黄四齐主讲。黄四齐从

讲解富硒与身体健康的作用入

手，着重讲解富硒水稻的栽培技

术，通过讲座、答疑、现场教学

相结合的形式，为学员提供生物

富硒种植方面的技术。

据悉，郴州市妇联结合“巾

帼脱贫行动”，在全市开展巾

郴州：培训新型职业女农民
帼脱贫“双万”培训工程，即

2017-2019 年培训育婴师和新

型职业女农民各10000 名。今

年是巾帼脱贫“双万”培训工

程的第二年，通过举办新型职

业女农民培训班，积极引导农

村妇女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助推“一村一品一特色”产业，

提高农村妇女职业素质，提升

贫困妇女科技致富能力。

鸿达建筑公司董事长李立华女

士作创新创业报告，她动情回

忆自己创业路上的艰辛和付出

的努力，鼓励学员自立自强、

永不服输，发挥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用汗水收获快乐。

教师节，姜欣带队走访慰问教职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 吴小兵）在第 34 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姜欣，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王邵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媛

媛一行来到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省妇女干部学校、湖南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代表湖南省妇联看

望慰问教职工，为他们送上节日

祝福。

在湖南女子学院，该院党委

书记罗婷向姜欣一行介绍了学院

为了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质量

水平评估，积极攻坚克难、补短

板强弱项的情况；院长杨兰英介

绍了学院近年来的课程设置、人

才培养情况。

“女子学院是女性人才培养

的基地。”姜欣肯定了学院打好

“女”字牌、“应用型”牌的做法，

希望学院的妇女理论研究基地

产生更多成果，在学术理论上有

更好的建树。她表示，省妇联和

湖南女子学院有着天然的联系，

二者可以在妇联改革、基层组织

建设、家风建设、妇女权益维护

等方面加强合作，一起努力，助

推湖南妇女事业发展。

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建。

慰问的第二站，省妇联一行来到

了湖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省委党

校、湖南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

长严华、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刘

艺及全体教职人员参加座谈。

姜欣首先表达了对教师们

的节日祝福，并感谢省委党校

给予妇女干部学校工作的重视

和支持。听完妇干校的工作汇

报后，姜欣表示，省妇联要与

妇干校多联系、多沟通，尤其

要在妇女干部培训上加强合作，

“下半年的县市区妇联主席培训

班，我会带相关部室的负责同

志来，与学员们开座谈会，听

取基层妇联干部的心声”。同时，

姜欣也希望妇女干部学校发挥

优势，在妇女理论研究上取得

更大成就。

在湖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姜欣鼓励中心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将中心打造成全省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的龙头和旗舰，

成为全国知名的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每个家庭都需要像你们

这样的教师，希望你们共同努

力，将课程都做成精品。”慰问

结束之时，姜欣表达了对教师

们的殷切期盼。

在省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姜欣和
老师们亲切握手。

扫一扫，
看更多走访
慰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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