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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至关重要

3月 4日，姜欣一行在浏阳

市北盛镇亚洲湖村实地走访“文

明家庭”聂伏英家庭、“小康之家”

肖静家庭等“美家美妇”代表家

庭，并听取了浏阳市委、市政府

关于美家美妇共建幸福浏阳活

动的汇报。

当姜欣来到聂伏英家中时，庭

院整洁、窗明几净的小家里，90

多岁的公公正在在门口晒着太阳，

怡然自在地和儿媳聂伏英拉家常。

当姜欣了解到聂伏英是村里

孝敬老人、夫妻和睦恩爱的典

范，并在家中办起家庭劳保用品

工厂，吸收村里的妇女姐妹就业，

还多次帮助村里的困难妇女群众

时，她高兴地表示，像聂伏英这

样优秀的女性，就是我们所要倡

导的“美家美妇”典型：“这个

家庭的环境很美，家里干净整洁，

庭院绿意盎然；而且家庭的氛围

很美，长辈晚年幸福、夫妻相爱、

儿女优秀，这些成果都得益于家

庭女主人的操持和家庭成员的

共同奋斗，也充分体现了妇女在

家庭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在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罗雅洁）3月1日，湖南

省妇联常委（扩大）会议在

长沙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副

书记乌兰在省工青妇科侨群

团组织班子成员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姜欣在会上强调，站在

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必须

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审时度

势、开拓创新，全力推进妇

联各项工作，开创湖南省妇

联工作的新局面。省妇联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王邵刚主

持会议。

姜欣指出，全省妇联组

织是省委领导下的人民团

体，妇联干部尤其是妇联常

委要善用政治思维，坚决

坚定地贯彻落实省委的决

策部署；善用底线思维，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善用

战略思维，科学统筹谋划

妇联工作；善用群众思维，

切实扩大提升工作实效；善

用辩证思维，持续巩固提

高改革成果。

姜欣强调，目前，脱贫

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

拔寨的冲刺期，全省所有贫

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进入

倒计时的关键期，经过改革

后的妇联组织应该更具优

势，要广泛发动各级妇联执

委在这次帮扶活动中走在前

列，更有作为。

2019 年是湖南省第十三

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之年，

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把握形

势谋大事，从全局角度、以

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

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

制定科学可行的未来五年战

略方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罗雅洁）去年对于 59 岁

的长沙县安沙镇龙华新村

的唐大姐来说，是不幸的

一年：丈夫出了车祸，自己

又在年末被确诊为乳腺癌。

而在此前，儿子也因鼻咽

癌去世，本就只靠务农和

低保生活的老两口生活更

加艰难。但因为唐大姐此

前曾购买了“湘女关爱保”，

能获得 4 万元的理赔金用

于治疗，她的生活终于能看

到一丝曙光。

3月5日，湖南省妇联

副主席张媛媛和中国人寿

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彭志坚

来到唐大姐家中看望慰问，

见到大家，唐大姐有些激动：

“当时村妇联主席挨家挨户

宣传‘湘女关爱保’，我就

买了这个保险，没想到真的

有大用处！”

张媛媛和彭志坚为唐大

姐送上了理赔金和慰问金，

并鼓励她积极治疗，乐观面

对生活。

据了解，“湘女关爱保”

针对年满18至 60 岁的健康

女性，每人每年保费 50 元

人民币，针对原发性乳腺癌、

原发性宫颈癌等 7 种女性

特定疾病最高给付4万元保

险金，如发生意外伤害、伤

残、住院等情况还可给付最

多 5.8万元的保险金。2018

年，全省 1.3万个行政企事

业单位为所有女性员工购买

了“湘女关爱保”，全年全

省参保人数为 83.56万。

省妇联联合中国人寿慰问乳腺癌患者

“湘女关爱保”为患病妇女理赔 4万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 员 朱 新 艳 ）3 月 4 日，

湖南省妇联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王邵刚一行在株洲

开展“党建带妇建”工作

暨省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

会专题调研。这次专题调

研旨在贯彻落实省委副书

记乌兰在工青妇科侨领导

班子成员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推进“党建带妇建，

妇建促党建”工作落地落

实，同时也为开好湖南省

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做

前期调研。

王邵刚充分肯定株洲

“党建带妇建”工作带得紧、

带得好，并感谢株洲市委

对妇联工作的重视支持，

对女干部的关心关爱。她

表示，这次座谈会代表范

围广泛、发言质量高，介

绍了可推广可复制的工作

经验，市妇联培树了“她

代表”工作室、女性社会

组织联盟等一批服务妇女

儿童的工作品牌。

株洲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羊贵平出席座谈会。座谈

会由市委副秘书长尹光良

主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两新”党工委书记周琪

向调研组汇报“党建带妇

建”工作，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邹展晖汇报妇女工作

情况。

王邵刚在株洲调研党建带妇建工作

湖南省妇联召开常委扩大会
强调做好妇联工作要善用五种思维姜欣：讲好“美家美妇”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欧阳婷

“要精心策划和启动实施好‘美家美妇共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系列创建活动，把‘美
家美妇’的故事讲述好、传播好，让‘美家美妇’的故事影响更多身边的人。”3 月 4 日，
湖南省妇联主席姜欣一行在长沙浏阳市，就“美家美妇”创建工作开展调研。

3 月 6 日，针对全省“美家美妇”创建工作，姜欣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专访。
她强调，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家庭工作的指示，按照全国
妇联的要求，唱响新时代家庭主旋律，动员广大女性和家庭争当学习之家、绿色之家、文
明之家、小康之家，引导广大妇女争做“最美女性”，争当“最美家庭”，倡导形成崇德向善、
尊老敬老、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

“习总书记强调，做好家庭

工作，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是妇联组

织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

力点。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认真研究家庭领域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

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

抓好。”姜欣对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表示，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是党中央和总书记交给妇

联组织的重要任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家

庭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3

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参加

福建代表团审议时说 ：‘妇联组

织要做好家庭工作，建设好家

庭、涵养好家教、树立好家风，

坚持立德树人，推动形成家家

幸福安康的生动局面’；3月4日，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以

全国妇联名义，提交了关于加强

家教家风社会宣传的提案。”姜

欣告诉记者，今年，全国妇联

推出一项新的工作载体——“家

家幸福安康工程”，统筹推进家

庭文明建设、家庭教育支持服

务、家庭服务、家庭研究等工作，

以加强对广大家庭的团结引领

和联系服务。

“‘美家美妇共建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系列创建活动，就是

湖南省妇联统筹和强化家庭工

作的重要抓手，我们要通过创建

活动，加强对广大家庭的团结引

领，夯实家庭在国家发展、民族

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础作用，

筑牢家庭在共建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中的重要作用。”姜欣这

样阐释湖南“美家美妇”创建活

动的“初心”。

除了创建和评比活动，在姜

欣看来，如何讲好“美家美妇”

的故事也至关重要，“评出来的

典型不能让她们只‘贴在宣传栏，

写在奖状上’。要把她们的故事

讲好，让这些优秀的女性和家

庭的故事，影响更多的女性和

家庭，要用榜样的力量，带动

身边每一位妇女充分发挥主人

翁意识，积极投身家庭和社会

建设。”

姜欣还表示，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要求——产业兴旺、乡风文

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都包含着家庭的元素。而

改革后的妇联组织，在乡村具备

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充实的执委

力量和直接联系妇女群众的工作

优势，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独

特的优势，“各级妇联要紧紧围

绕在党的身边，团结引领广大妇

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更好地建功

立业”。

“美家美妇”：统筹和强化湖南家庭工作的重要抓手

“美家美妇”：彰显妇女在家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书记黎春秋的支持和倡导下，浏

阳市在全省率先开展“美家美

妇”创建活动。浏阳市妇联积极

响应市委号召，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精准扶贫、文明创建、环境

整治等中心工作，在全市范围内

发起“美家美妇共建幸福浏阳”

活动。依托城乡妇女儿童之家

通过深入挖掘选树和推荐群众

身边的“最美家庭”“最美女性”

典型，让“最美家庭”真正成为

文明家庭的蓄水池，让“最美女

性”成为引领广大妇女积极建功

立业，追求文明进步的标杆，切

实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

气，以优秀妇女典型的积极作为

引领广大妇女为建设全面现代化

浏阳发挥更大作用。

湖南省妇联主席姜欣（左一）和长沙市妇联主席文方（中）在“小康之家”
肖静家庭走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