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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

图片新闻

近日，株洲市茶陵县妇联召开工作推进会，发出了“展

巾帼风采·创最美庭院”的倡议。县妇联主席谭漪部署了

“创最美庭院”的具体工作。她表示，本次活动是妇联组

织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具体举措，通过妇联组织

牵头、妇联执委带头、妇女姐妹参与的工作格局，不断将

创建工作深入推进，为建设美丽茶陵贡献巾帼力量。图为

3 月 8 日，茶陵巾帼志愿者在思聪乡左陇村植树，绿化村居

环境。                                                    （通讯员 陈爱玲）

茶陵县：展巾帼风采，创最美庭院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丽君）3 月 7 日，邵东县妇

联组织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县旗袍协会等单位

和社团的巾帼志愿者，开展“巾帼暖人心”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巾帼志愿者们向过往群众发放《反家庭暴力法》

《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资料和禁毒、“两癌”宣传资

料，同时还通过设立宣传展板、悬挂横幅、现场解答等形式

进行宣讲宣传，引导群众知法懂法，提高依法维权能力。活

动现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共计 8000 余份，接受妇女群众咨

询 500 余人次。

这次普法宣传活动是邵东县妇联开展“三八”维权周系

列活动之一，近期还将举办“保障妇女权益·消除家庭暴力”

进社区活动，为建设法治邵东贡献巾帼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杨钰）近日，株洲市芦淞区妇

联举办了“幸福芦淞·巾帼建功”巾帼宣讲团选拔赛决赛，

10 名选手展开角逐，并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

今年 1 月，芦淞区妇联便启动了巾帼宣讲团选拔赛。大赛

历时两个月，全区各单位大力支持、踊跃参与。共有 17 名选

手参加初赛，围绕“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最美的时代最美的女性”三大主题，讲述个人亲历、

亲闻，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以及

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创造非凡业绩的巾帼故事。

下一步，巾帼宣讲团将通过报告会集中宣讲、面对面宣讲

和网络在线宣讲等多种形式，深入村居、企业，为基层群众传

递时代女性“好声音”。

芦淞区：成立宣讲团，传递“好声音”

邵东县：“三八”维权周，巾帼在行动

省妇联召开 2019 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

创新思想引领，团结各界妇女群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屈凤姣）3 月 12 日，湖南省妇联

召开 2019 年第三次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邀请

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谭平作题

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专

题讲座。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姜欣主持学习会。

谭平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系统分

析了世界范围内各宗教的起源、

发展、特点，以及当前我国宗

教 工作面 临的 新 形 势 新 任 务，

阐明了做 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

方式方法。

姜欣指出，习近平关于宗教

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我

国宗教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宗教

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此次专题辅

导对妇联同志深入系统地领会

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具有很

强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结合妇联工作实

际，做好信教妇女群众的思想引

领工作”。

姜欣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

握宗教规律，坚定不移地落实

中央和省委关于宗教工作的各

项决策部署。要加强正面宣传，

充分发挥今日女报、湘妹子、潇

湘女性网等新媒体作用，引导

广大妇女坚定“四个自信”，增

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

护”。要创新思想引领的方式方

法，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

动，活跃基层妇女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要完善关爱帮扶机

制，帮助贫困信教妇女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最大限

度地把包括信教妇女群众在内

的广大妇女团结凝聚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半

边天”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3 月 8 日晚 10 时，湖南

省妇联纪念“三八”国际妇女

节电视报告会在湖南经视播出，

六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湘籍女性

深情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

也感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记

者从湖南经视栏目组获悉，该

报告会一举斩获湖南广播电视

台当日黄金时段自办栏目收视

第一名，收视率突破 3%。而在

此前，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对

报告会进行全程微信直播，也

有 80 万名网友收看了现场盛况。

六位讲述者中，有经世致

用，致力于培养胸怀天下、德

才兼备人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商学院院长陈晓红；有坚

守 29 年，为麻风病人点亮希望

之灯的益阳市大福皮肤病防治

所护士长刘大飞；有一身孤胆，

以抗诉捍卫正义的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检务督察处副处长冯丽

君；有淳朴勤劳，带领村民摘

下“贫困帽”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吉卫镇夜郎坪

村 支 书 田 金 珍； 有 回 馈 家 乡，

用文旅带动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的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钟飞；

有不忘初心，将青春融入强军

梦的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数

控加工分厂编程员杨芳。有观

众在今日女报官方微信留言，

表示这六位女性的经历彰显了

新时代巾帼力量，“通过这场电

视报告会，让更多女性获得了

启迪和力量”。

扫一扫，
观看“爆款”报告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
阳婷）“退休后，我给村民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3 月 7 日，益阳市“最美

家庭”男主人曹弗保分享了他们

一家保护农村环境的经验。当天，

湖南省第二季度庭院清扫巾帼行

动启动会在益阳举行，湖南省妇

联副主席张媛媛出席。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多个国

家部委的部署要求，1 月 16 日，

湖南省委农办联合湖南省妇联等

18 个部门共同印发了《湖南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

实施方案》，集中整治农村环境

脏乱差问题，为深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基础，助推乡

村振兴。该方案明确提出“省妇

联负责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充当庭

院清洁的主力军”。

益阳市委副书记黎石秋在启

动会上就深入推进益阳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和启动“益山益水 美家

美妇”庭院清洁巾帼行动作工作

部署。他表示，要切实增强妇联

基层组织的引领能力，为“乡村

振兴巾帼行动”提供组织保障。

启动会后，益阳市妇联还表

彰了“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先进

区县、先进乡镇、示范村、先进

村、先进工作者以及 “最美家庭”

等；各区县 ( 市 ) 妇联选送的 8

支乡村广场舞队伍还分别进行了

展演。

湖南第二季度“庭院清扫巾帼行动”启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何湘兰）为用榜样力量激发

和感召人们投身新时代建设，近日，邵阳市妇联在邵阳市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了“倾情礼赞新中国·巾帼奋进新时代”三

八红旗手宣讲会。

邵阳市三八红旗手肖丽昀结合自身工作，分享了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执着坚守的生动事迹，诠释了妇女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近年来，邵阳市妇联创新妇女典型选树方式，注重从基

层一线、平凡岗位、群众身边发掘和选树优秀妇女典型，不

断提高三八红旗手（集体）评选工作的群众参与度和社会认

可度。同时，创新优秀妇女典型宣传宣讲方式，运用报刊、

电视及微信、QQ 等新媒体，线上线下集中宣传，广泛传播

三八红旗手的先进事迹；组织三八红旗手宣讲进校园、进

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用身边典型教育身边人，

放大榜样的引领带动作用，弘扬“四自”精神，展示巾帼风采。

邵阳市：三八红旗手宣讲进校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蒋嫦）3 月 11 日至 12 日，湖南省

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邵刚

一行前往衡阳，开展“党建带妇

建”暨省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

专题调研。

王邵刚一行先后考察调研了

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妇联、杨林镇

寺门前村妇女儿童之家，蒸湘区

红湘街道太平二社区妇女之家、多

功能文化活动中心，南岳区巾帼志

愿者协会妇联、扶贫一条街巾帼品

牌、女子书会松麓书堂等地。

在专题调研座谈会上，衡阳

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长廖健，副

市长、市政府妇儿工委主任杨龙

金就进一步抓实党建带妇建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意见。市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周红玲汇报了衡

阳妇联工作情况。同时，与会的

妇女代表们围绕服务妇女儿童、

助推精准扶贫、推进家庭家教、

创新婚姻家庭调解品牌、女性成

长成才等说感悟、讲问题、提建议。

王邵刚肯定了衡阳市党建带

妇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尤其是

在全省率先明确规定村妇联主席

应按照法定程序或党内选举程序

选任为村两委成员，落实村妇联

主席 100% 进村两委班子，将妇

建纳入党建考核，全面完成各县

市区妇联班子专、兼、挂配备，

大力培养女干部女党员等，“力度

大、作用好”。同时，她充分肯定

了衡阳市妇联的工作，认为白莲

村妇联执委主动履职工作机制、

婚调工作室品牌及“五步”工作

法，家庭家教“五进”活动，新

社会组织妇建、女子书会松麓书

堂项目等，为全省提供了鲜活生

动、可供复制推广的经验和样板。

王邵刚要求，衡阳市妇联要

进一步坚持党建带妇建，巩固妇

联改革成效，深挖亮点品牌，不

断创新思路，提升妇联工作水平。

王邵刚在衡阳调研党建带妇建工作

请接收来自省妇联的“爆款”电视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