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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最美家庭”、集结“最美女性”、弘扬“巾帼之星”

浏阳：
让每家每户唱响“美家美妇”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1 月 23 日，春节近在眼前，此时也恰逢湖南省妇联 2019 年工作务虚会召开，为此，
浏阳市妇联主席龙花明早早地赶到了长沙。这一天对龙花明来说，也算是意义非凡——会议
上，省妇联高度赞赏了浏阳市妇联举办的“美家美妇 · 共建幸福浏阳”系列活动，并决定 2019
年在全省深入开展“美家美妇”宣传，让每家每户都唱响“美家美妇”的巾帼“好声音”。
“这是我们在过去一年里给出的最美成绩单！”龙花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2018 年，浏
阳市妇联根据党中央精神，在市委书记黎春秋的嘱托下，大力推进“最美家庭”“最美女性”“最
美基层巾帼之星”等评选，让浏阳的妇女姐妹们拥有一个尽情展示自我的舞台。那么，回顾 2018 年，
这场“美家美妇 · 共建幸福浏阳”的盛会究竟美在哪，靓在哪呢？跟着记者的镜头，咱们一起看看吧。

浏阳”分享暨促进会上进行演讲。
“我对女儿的教育是‘无为而治’，顺其自
然。”陈春桃说，女儿读小学的时候，虽然家
里条件不好，但她和丈夫仍努力将孩子送到
浏阳市最好的小学，
“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
此 外，陈春 桃 还特 别重 视 孩子的感受。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女儿读高一的时
候，也曾有过一段厌学的经历。原来，雷咏
荃突然打电话回来，告诉妈妈她不愿意待在
学校。没有过多追问，陈春桃赶紧向老师请假，
将女儿接回家。后来，她请了一位心理医生为
女儿看诊。为了能让女儿心情变好，她陪着
女儿逛街、聊天。
“尽可能满足孩子的诉求。”陈春桃说，有
了这样的交流方式，女儿很信任母亲。也正
因为这一 份信任，孩子在 思想 上更加独立，
也愿意主动明确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家风文化
·

说起“美
家美妇·共
建 幸 福 浏
阳” 系列活
动 中 的“ 巾
帼力量”，首
先 想到优秀
母亲 —— 陈
春桃。
陈春桃
是 浏阳 市永
安 镇 人， 她
陈春桃（右一 ) 一家三口合影。 的大 女儿雷
咏荃在 2017 年考上北京大学。作为“最美家
庭”里优秀母亲的代表，她因培养出浏阳市
第一位湖南省文科第一名，曾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浏阳市妇联举办的“美家美妇·共建幸福

获评“湖南省最美
家庭”的浏阳市杨花乡
端里村的刘贤国家庭是
一 个“ 义 工家 庭”
。在
刘贤国的带领下，妻子、
儿子、媳妇都相继加入
义工队伍。

和

下，自己和弟弟当年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
生。1978 年，第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
里的时候，一向勤俭的母亲从枕头下摸出用手
巾裹着的钱，吩咐他“吃顿好的”。
就这样，随着家里大学生越来越多，村
民们都对周康湍刮目相看。
“勤奋学习，忠厚传家”
是周康湍为家里 题写的家
训。” 李尤 清 解 释，
“勤奋
学习”是为了勉 励后 辈要
认真读书，
“忠厚”是希望
我们忠诚 厚道。母亲的这
八个字不仅是后辈规范自己
行为的准 绳，也代 表了浓
浓的期望。

周康湍夫妇（中）与他们的七个孩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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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开展“美家美妇”
系列活动？
龙花明：2018 年 3 月，浏阳
市委书记黎春秋到市妇联调研工
作时，提出了“美家美妇”这个
概念，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通过大力宣传推介一批“最
美女性”
“最美家庭”，激励更
多妇女同胞积极投身实践、大胆
追求美好生活，让巾帼力量促进
浏阳的建设。

美

龙花明：市妇联依托浏阳市
322 个“妇女儿童之家”，面向基
层广泛发动、挖掘、选树、宣传、
推介身边的“最美家庭”
“最美
女性”。我们还建立专题宣传栏、
壁报、展示平台，组织巾帼志愿
者队伍入户宣传，发动广大群众
踊跃自荐、相互推荐、互评互议、
共同分享。在评选阶段，各单位
结合实际、创新载体，利用微信
发动群众参与评选“最美”，推
文点击数达到 10 万 +。
除了广泛发动群众评选，市
妇联还利用融媒互动，通过报
纸、电视、网络宣传幸福家庭照
片 4000 余幅，举办家风家训评
议会 76 场次，举办“最美”故
事分享会 86 场次。

自活动开展以来，都涌现了
哪些“美家美妇”？
龙花明：全市各级妇联评选
表彰“最美家庭”8467 户，246
户获评浏阳市“最美家庭”，23
户获评省市荣誉。评选表彰“最
美女性”
“最美基层巾帼之星”
“巾帼创业带头人”
“三八红旗手”
1056 人，140 人获浏阳市荣誉，
11 人获全国省市相关荣誉。

巾帼力量
·

不同于陈春桃，湖
南岳荷农 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临英贡献
的是专注于脱贫的巾帼
力量。
张临英将目光放在
湘 莲 种 植 上， 打造了
集“湘莲种植、生态套
养、旅游观光、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产业，为 120 名农村妇
女提供岗位，引导培训
近 200 名老弱病残贫困
群众到基地务工。

“将浏阳市启动的活动向全
省推行，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
鼓励。”1 月 29 日，浏阳市妇联
主席龙花明表示，妇女是推动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近年来，
浏阳广大妇女紧跟时代步伐，在
各个领域共同担当、施展才华，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建设
现代化浏阳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何让“美家美妇”系列活
动在浏阳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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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移风易俗，在“美家美妇·共建幸
福浏阳”系列活动中，传承家风文化也是不
得不提的美丽部分。
家住浏阳市达壶镇书香村的李尤清一家
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这个四世同堂、53
口人的大家庭中，已培养了 24 位大学本科生、
14 位硕士研究生、5 位博士生。
这样的好成绩，李尤清的母亲——周康
湍功不可没。周康湍出生于 1926 年，1945 年
从浏阳师范学校（今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后，成为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同时还负责
学校的美术课、音乐课。她和丈夫李学树育
有 7 名子女，其中，作为老六的李尤清是湖南
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母亲还是坚持
要培养子女读书。”李尤清说，在母亲的支持

社风民风
·

办了第一场集体生日宴会——寿宴现场，大家
敲锣打鼓、特别热闹。
见了这番景象，越来越多满足条件的老人
纷纷来报名。吉红亮说，这样一方面融洽了邻
里关系，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不同家庭不同时间
办酒，村民为此要频繁吃酒的尴尬，
“我们目
前已经举办了 6 场集体生日会，村里的酒宴大
大减少了，但大家伙照样开开心心”
。

淳

农大村妇联为同村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

不仅仅是吉红亮在
为“美家美妇·共建幸
福浏阳”贡献力量。为
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
作，浏阳市沙市镇组建
了一支 由 24—60 岁的
妇女构成的巾帼文化志
愿服务队微家。队员们
通过快板、小品、歌舞
等形式，排演了《文明
办酒三字经》 等节目，
向全镇家庭宣传移风易
俗。在
“微家”的努力下，
沙市镇举办酒宴的次数
下降了大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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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的高龄老人一起办寿宴，你见过吗？
在浏阳市淳口镇农大村，这样的喜事可是
很常见。2018 年，淳口镇农大村妇联主席吉红
亮想的一个好点子就让全村村民点赞。
35 岁的吉红亮自 2014 年担任村妇联主席
以来，一直关注着村里妇女的动态与变化。
2017 年，淳口镇政府颁布了移风易俗倡议
书。吉红亮带领各位妇女组长上门，统计村
里想要办酒席的家庭和人数。
“倡议书号召农村群众减少办酒，我就在
想，那些老人的寿宴该怎么办？”老人在意
生日时大伙儿聚聚，图个喜庆，处理这件事
不能简单粗暴，考虑很久，吉红亮决定带领
妇女组长们筹划一场属于农大村的集体生日
会——“我们邀请那些有意向却还没办酒的、
将满整十岁的老人，把他们的寿宴‘打包’。”
以村委名义邀请老人过生日，这在村里可
是 一 个稀奇事。2018 年 3 月 2 日，农大村 举

连线妇联

扫一扫，
分享妇联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