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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帮扶，送温暖献爱心

姜欣赴娄底、邵阳
开展春节慰问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邱梦丹）春节慰问，情暖人心。

1月28日，湖南省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姜欣一行来到娄底涟

源、邵阳隆回等地慰问贫困妇

女儿童和基层妇联干部。

贫困妇女殷大姐诉说了自

己因患病让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有放弃治疗的想法。姜欣了解了

她目前的病情和生活情况，耐心

安慰，并鼓励她树立信心、好

好治病、乐观生活，并送上了慰

问金和新春祝福。

8 岁的贫困儿童小黎在母

亲去世后与残疾父亲相依为命，

姜欣向他父亲详细询问了他的

学习成绩，并问孩子，“小黎，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孩子回

答：“想吃糖！”姜欣笑着说：“一

定帮你实现愿望！”临别时，姜

欣嘱咐小黎父亲，要把孩子培

养好，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社会。

今年 74 岁的张寿莲是村妇

代会原主任，丈夫瘫痪在床，

儿子也身有残疾，孙子在上学，

家庭十分困难。姜欣拉着张寿

莲的手，感谢她 30 多年来为基

层妇女工作所做的贡献，并希

望她保重身体，继续保持乐观

开朗的心态。张寿莲说：“是精

准扶贫政策给我们一家带来了

希望，感谢党和各级妇联组织

对我的关心！我们一定克服困

难，早日脱贫。”

姜欣还叮嘱当地妇联干部，

要立足新时代，用心用情用脑

继续投身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要工

作中，让更多女性真正感受到

党的关怀和温暖，把妇联组织

打造为妇女群众信赖的温暖之

家、温馨之家。

随后，姜欣一行奔赴省妇联

对口扶贫村——邵阳市隆回县

山界乡架枧村，为村民送去新春

祝福，调研扶贫车间建设情况，

并看望慰问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姜欣为扶贫对象送上物资

和慰问金，详细了解村民生产

生活情况。当了解到有些村民家

中还有上百斤红糖没有销售出去

时，她立即联系湖南省女企业

家协会会长、步步高集团董事

长张海霞，请女企业家协会和

步步高集团给予支持，解决村民

的红糖销售难题。

在扶贫车间里，姜欣了解了

车间运营、产品销路、新厂房

建设等情况。在与工人的交谈

中，她询问了工人的生产情况和

家庭情况，鼓励他们认真学习、

好好工作，建设家乡。

省妇联一行衡阳慰问困难妇女儿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郑丽 萍）1 月 28 日，湖南省妇

联副主席张媛媛一行在衡阳市

衡山县走访慰问困难妇女儿童，

为她们送去“娘家人”的关心和

温暖。

在开云镇幸福村，当得知10

岁的小宇在父亲患精神疾病、

母亲离家出走的困境下，跟随年

迈的祖父母一起生活，但仍多

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学习标

兵”时，张媛媛亲切鼓励小宇，

并反复叮嘱当地政府、妇联要

想方设法关爱帮扶更多的留守

儿童，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福田铺乡福田社区74 岁的

刘清媛大姐，曾担任村里的妇

代会主任长达 36 年，在村里德

高望重。看到张媛媛一行来看

望她，刘清媛早早地等候在门口：

“感谢党和政府还惦记着我，我

特别高兴！”张媛媛表示，刘清

媛长期以来为妇联工作作出了贡

献，妇联组织不会忘记像她这

样一批在基层默默付出的老妇

联干部。同时，她要求当地政

府和各级妇联组织要实心实意

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解决实际

问题，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送到妇女群众心坎上。

妇联星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谭叶）1 月 28 日，益

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妇联

的干部们积极参与到“万

人治脏、清洁家园、快乐

过年”村庄清洁行动中。

当天，该镇妇联组织

19 名女干部来到各村，进

户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

并协同村上的党员、干部、

群众一起清扫村内主要干

道，捡拾垃圾。妇联干部

的行动感染了大家，不少

群众自发加入到清洁队伍

中来，大家一起动手，以

整洁卫生的村容村貌迎接

新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胡燕妮）1月29日，恰

逢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山镇

赶集日。这一边，各种年货

物资、春联灯笼摆满大街，

那一边，区直单位的“三下乡”

活动热闹开展。永定区委宣

传部、政法委、检察院、妇

联、司法局、文联等 30 余

家单位纷纷出动，搭设宣传

服务台，围绕群众生产生活、

精神文化需要，开展送文化、

送科技、送卫生活动。

活动现场，区妇联发放

了《5 分钟看懂反家暴法》《湖

南省反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知识问

答》《禁毒知识进家庭》《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等7 种法

律法规宣传册共计 500 余

册，并现场解答农村妇女土

地权益保护、“两癌”免费

检查等知识，把娘家人的关

爱送到妇女群众身边。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阳鑫）为进一步关爱女

性健康，提高女性自我保健

意识和疾病防治意识，提高

女性健康水平，1 月29 日，

益阳市安化县妇联组织开展

了女性健康知识讲座。

讲座邀请到安化县妇幼

保健院副院长夏小舟授课。

夏小舟为在场的妇女姐妹们

讲解了“两癌”防治、生殖健康、

盆底康复、儿童保健等健康

知识，使参会人员对“两癌”

的预防及日常保健有了系统、

客观、全面的了解。近年来，

安化县妇联一直将关心女性

身心健康作为妇女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来抓，通过组织

妇女群众参加健康知识讲座

等形式，引导广大妇女珍关

爱身体、健康生活。

湘潭市：妇联系统才艺迎新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李红）1月25日晚，湘

潭市妇联系统举行“巾帼心

向党·建功新时代”迎新

春活动，市妇儿工委成员单

位、市妇联执委、各级妇联

干部代表、优秀女性代表、

网络大V等 800 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各级妇联组

织和妇女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

原创节目，展现了新时代女性

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

风貌，赢得了阵阵喝彩。活

动现场还颁发了最美基层妇

联组织、最美基层妇联干部、

星级文明户、最美农户等先

进集体和个人奖项，通过榜

样的力量激励妇联干部履职

作为，引领妇女群众向上向善

向美，为建设“伟人故里·大

美湘潭”贡献巾帼力量。

新化县：送法下乡，共建和谐新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刘慧春）春节将至，为

大力营造欢乐、祥和、安

宁的节日气氛，弘扬法治精

神，构建和谐乡村，1月24

日，娄底市新化县妇联组

织工作人员在孟公镇石龙

村开展“送法下乡”普法宣

传活动。

当天，正是石龙村举行

“不忘初心·赢战猪年”春

节联欢会的日子，街上人

头攒动。结合本单位工作

实际和农民群众切实需求，

新化县妇联的工作人员摆放

了《农村普法 100 问》、反

家庭暴力宣传手册、扫黑

除恶宣传单、平安家庭建

设宣传单等资料，为广大

农民群众送去了丰富的精神

食粮。

赫山区：清洁家园，快乐过年

岳阳市：“娘家人”走村入户献爱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刘菲）为深入贯彻落

实市“两会”精神，用心用

情用力关心困难妇女儿童

生产生活，近日，岳阳市

妇联主席王亚丹及市妇联

会领导分赴各县市区开展

了“两节”期间“双联帮扶、

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为贫

困妇女儿童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心、送去“娘家人”最

贴心的关怀。

永兴县：慰问 200 名贫困妇女儿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邓志芬）近日，郴州市

永兴县妇联干部分成 6 个

组，针对 16 个乡镇（街道），

10 个社区、县开发区及县

直单位的贫困妇女、“两癌”

妇女、困境留守儿童开展了

春节前走访慰问活动。据悉，

自2007 年以来，永兴县妇

联连续 12 年在春节前开展

此项慰问活动，到目前为止

共慰问贫困妇女儿童 2400

人，慰问金额 76 万元，真

真切切关心关爱妇女儿童，

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

永定区：科技文化卫生送下乡

永州市：务虚会上谋实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1月 25日，永州

市妇联召开 2019 年工作务

虚会，传达省妇联第十二届

常委、执委会议和省妇联

2019 年工作务虚会议精神，

并进行学习贯彻部署。13

个县区（管理区）妇联和市

妇联机关各部室作 2018 年

工作总结，并提出 2019 年

工作思路。永州市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黄玉芳出席并

讲话。

黄玉芳充分肯定了各

县区妇联及市妇联各部室

2018年所做的工作。她指出，

2019 年是大事和喜事很多

的一年，将迎来建国 70 周

年，也是省妇联换届之年。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全市妇联要以比学赶超

的状态和创新奋进的方法，

促进永州市妇女儿童事业更

快更好发展。

安化县：举办女性健康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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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欣（前排右二）一行看望贫困妇女殷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