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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

“万哥”脱贫记
文 / 秦万里
( 永顺县妇联副主任科员 )

前几天，我到永顺县石堤镇

岩扎村胡家组走访贫困户，看

到贫困户“万哥”正哼着小调

粉刷自己新建的房屋，眉梢间

满是即将入住新房的喜悦。

“万哥”大名叫龚仕万，是

贫困户龚启国的儿子。父亲龚

启国年老多病，患有高血压，

需要长期服药，母亲没有劳动

能力；两个孩子正在上小学，

居住的木房年久失修、摇摇欲

坠，家庭的重担全压在龚仕万

和妻子的肩上，这也是他们一

家几年前的真实写照。

家 庭 状 况 的 改 善 发 生 在

2014 年 6 月，龚仕万一家被正

式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永

顺县妇联驻岩扎村扶贫工作队、

石堤镇政府驻村干部、岩扎村

村支两委一起为这家人稳定脱

贫出谋划策。扶贫工作队因地

制宜，为这家人制定了详细的

脱贫计划。龚仕万和妻子年轻

力壮，扶贫队建议两人通过转

移就业增加收入。同时，医疗

救助、社会保障、教育助学、

危房改造等一系列扶贫措施多

管齐下，为龚仕万一家稳定脱

贫注入了强大合力。

精准扶贫的优惠政策让龚仕

万一家看到了希望，他们脱贫

的愿望也越发迫切。每年县人

民政府出单为全家购买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和特惠保，住院医

疗报销比例达到 80% 以上，龚

启国看病自付费用大大降低，

两个老人还按时领到养老金和

低保；经过劳动技能培训后，

龚仕万到溪州新城跑起了工程

运输，月工资达到 5000 元左右；

妻子在浙江诸暨一家服饰厂从

事服装生产，每月也有 3000 元

工资；两个孩子在永顺附小读

书，每年可以领到 3000 元教育

助学生活补贴；同时，今年龚

仕万一家被纳入 D 级危房改造

计划，房屋改造验收合格后将

获得 5 万元补助资金。

“现在党委政府关心我们，

连娃娃的新衣也有人给我们

送。”龚仕万乐呵呵地对我说。

今年 9 月，县妇联在宋庆龄基

金会优衣库项目的支持下，为

全村贫困户发放了 3200 件爱心

衣物。经过精心挑选，帮扶干

部为这一家人送上了10件新衣。

在龚仕万即将竣工的新居

里，我看到客厅、厕所、卧室、

厨房一应俱全，想象着这一家

人搬进新家欢呼雀跃的画面，

不由感慨万千。正是在精准扶

贫春风的吹拂下，千千万万的

贫困户告别贫困，走上了幸福

的康庄大道。

日记娘家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娟）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妇联

举办了妇联系统学习贯彻中国

妇女十二大精神培训班暨 2018

年“最美女性”评选总结大会。

长沙市妇联主席文方，雨花区

委副书记陈永高等出席。

文方在会上进行了中国妇

女十二大精神宣讲。陈永高希

望妇联干部在对党绝对忠诚

上作表率，进一步推动新时代

的妇联工作，始终把联系和服

务妇女作为工作的生命线，做

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

不开的娘家人。

雨花区妇联主席周智婷为

评选出的 50 名雨花区“最美

女性”颁发了奖杯，并勉励她

们发挥榜样力量，带动更多女

性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湖南省妇联干部赴上海交通大学进修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刘洋）在国际政治格局加快调

整，各种力量交锋、各种思想

激荡、各种矛盾凸显的当下，

如何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新局面？十九大后，全球与

中国经济如何演化？国学智慧

如何应用于提升领导力？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管理智慧的

精髓？这些问题在过去一周的

时间里，在她们的心中有了更

加清晰深刻的答案——11月

26日至 30 日，湖南省妇联干

部职工综合能力提升研修培

训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

省妇联机关及直属单位的 40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湖南省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姜欣对参训学

员提出了三点希望：一要摆正

位置，静心学习，培训期间要

认真听好每一堂课；二要联

系实际，学以致用，结合中央

和湖南省关于群团工作改革的

总体部署，联系自身工作实际，

带着问题学习，认真进行总结

和交流，使培训的过程成为

开阔思路、增长才干的过程；

三要遵守纪律，学有所成，要

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开

展工作的能力，更好地为妇女

群众服务。

在为期 5 天的学习中，上

海交通大学的专家学者传授

先进经验与前沿理念：既有《国

际政治格局与中国外交》《十

九大后宏观经济形势与中国经

济新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战略：一带一路和中

国发展大战略》等工作理论知

识，又有《国学智慧与领导力

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体

思维和媒体沟通能力》《妇女

干部心理开发与领导力提升》

等女干部领导力和人格魅力培

养方面的内容。

培训采取课堂教学和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

体学员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嘉兴南湖

回顾建党历史，上了一堂生动

深刻的党性锻炼课。

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党支部携手爱心企业扶贫

冬日送暖，架枧村里爱心不歇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阳婷）“我领到了过冬的棉

袄，我的小孙子还领到了擦

脸的软膏！这个冬天的日子

要好过些了。”邵阳市隆回县

山界回族乡架枧村的村民马

叔跌高兴地说。

12月3日，湖南省政府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党支

部与湖南知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一起，为架枧村的贫困村

民带来总价值 13万余元的过

冬物资。

今年 75 岁的马桂梅家里

只有她和一个 8 岁的孙子，

儿媳妇在孙子出生不到一个

月就离开了，儿子独自在广

州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三千多元。在接到志愿者送

到家里的物资后，老人非常

感动：“食品和棉衣都是冬天

必须的，感谢你们。”

知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君佩介绍，公司一直坚

持从事母婴公益，此次捐赠的

物资主要针对架枧村的婴幼儿

和妇女。

捐赠活动结束后，省妇儿

工委办支部党员和志愿者在

省妇联驻架枧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的带领下，走访慰问了

村里的贫困户，参观了制糖

厂和“扶贫车间”。据了解，

由省妇联援建的“扶贫车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王碧琴）“长这么大，我们

还是第一次品尝到这么美味

又花样繁多的桑蚕美食，面

条、桑叶糖、桑葚干果、桑

枝木耳香菇，算是大开眼界

了！”11 月 22 日，全国巾帼

农业示范基地、邵阳市洞口

县熙怡茧丝绸有限公司迎来

又一批慕名而来的游客。

自从 10月19日在中国湖

南（第九届）旅游产业博览会

旅游商品大赛上获奖以来，越

来越多的客商、游人被这桑

蚕美食折服。从种桑养蚕到

种桑“养人”，桑园的华丽蜕变，

是洞口县巾帼农业示范基地

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来年，洞口县妇联以全

国妇联“巾帼建功行动”为总

抓手，以优秀女性协会为平台，

以选树推培巾帼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为契机，以妇女小额

贷款项目为助力，结合洞口现

代农业发展，大力开展各类

农业技术培训班、巾帼创业

就业讲座，将巾帼现代农业

龙头企业、巾帼科技致富示

范基地、农村妇女专业合作

社统筹推进。全县目前共有

全国巾帼农业示范基地 1个，

全国创业之星 2 个，省级巾帼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2 个，

市级巾帼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3 个、市级巾帼脱贫科技示范

基地 2 个，县级巾帼农业示

范基地 10 余个，带动创业就

业数十万人。

养蚕到“养人”，洞口桑园华丽蜕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何雄）11月 26日，益阳市

妇联在沅江市四季红镇举办

了“留下希望·守住幸福”关

爱留守儿童及特困学生主题活

动。益阳市妇联主席杨丽萍等

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益阳市

妇联为四季红镇留守、特困儿

童捐赠了200 余件毛衣，300

多本留守儿童手册以及保温

杯、暖宝宝等物资，益阳市家

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欧云霄

带领志愿者为孩子们进行了一

次心理学团体辅导。

今年以来，为切实做好留

守儿童关爱工作，益阳市妇联

持续深入推进关爱活动，关心

留守儿童，促进其身心健康成

长，让留守儿童感受到来自党

和政府的温暖。

益阳市：为留守儿童送温暖

雨花区：“最美女性”评选结果出炉

有 22 台机器，可以为 40 名

妇女提供就业岗位，目前已

安排 15 名贫困妇女就业，“扶

贫车间”接到的第一批订单

即将交货。

架枧村的“扶贫车间”内，女工正在紧张赶制第一批订单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