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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行动中，我

们将充分发挥村（社区）妇联

执委的作用。”姜欣说，自妇联

改革以来，全省所有的村（社

区）均成立妇联，每个村（社区）

都 有 1 名主 席、2 名副主 席和

12 名执委，全省各级妇联干部、

执委、志愿者等由过去 3 万人

的队伍扩大到 50 多万人。

“党中央要求，妇联组织要

成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

带，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得力助手，

妇女群众信赖的温暖之家。能

不能第一时间响应党委政府号

召，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这一次的‘户帮户亲帮亲，互助

脱贫奔小康’行动，就是检验

我们妇联组织作用发挥的重要

时机，也是省委对湖南妇联改

革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姜欣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姜欣 表 示， 在 此次 的“ 户

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

行动中，妇联共承担着六大职

责。一是发动各级妇联执委开

展“姐妹守望、邻里相助”妇

联执委帮困行活动，每个村妇

联 15 名执 委 重 点帮扶 3-5 户，

做好贫困户和帮扶户的对接工

作，重点关爱留守妇女、留守

儿童、留守老人。二是充分发

挥妇联优势，开展“城乡姐 妹

手拉手，巾帼脱贫快步走”活

动，联动多方社会力量，发动

巾帼志愿者广泛参与“我为贫

困家庭添一物”活动。三是开

展关爱妇女儿童“公益护花行

动”，实施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

助学帮扶、妇女儿童健康关爱

等公益品牌项目。四是开展“扶

贫扶志我先行”活动，创建“巾

帼扶贫车间”，开展“产业富家

·妈妈回家”手工技艺进乡村、

“凤网 e 家”家政流动课堂活动，

对帮扶妇女进行就业技能培训，

带动更多留守妇女、贫困妇女、

残疾妇女家门口就近就业。五

是在全省开展“美家美妇”行

动，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开展家庭环境卫生大扫除，

做到“扫干净、摆整齐、有精神”，

贤惠美家园、勤美扬家风。六

是发动中国人寿、吉祥人寿等

社会力量捐赠“湘女关爱保”“防

贫惠民保”“新生儿关爱保”等

保险。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蒋向阳

葛小梅是从湖北嫁到永州市

江永县潇浦镇和兴村的“外来媳

妇”。2016 年，她创办网点销售江

永的农副产品，2017年当选为该

村妇联副主席。她积极主动帮助

村里的贫困户在中国社会扶贫网完

成用户注册，为贫困户采集和代

发布需求信息，帮助贫困户联系爱

心人士，实现贫困需求的成功对接，

并通过自己创办的电商扶贫商城和

村里的中国社会扶贫网村级服务

站，把村里的香姜、香芋、香柚、

夏橙、红薯等农特产品和簸箕、

竹篓、菜篮、扫帚等手工制品销

往全国各地，被村里的贫困户亲

切地称为“电商姐”。

贫困户高石旺老人今年 65岁，

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不能干重活，

老伴黄瑞池十多年前右腿骨组织开

始坏死，行走不便；贫困户高加宣

老人，在接受头部手术后耳朵失聪；

贫困户雷水安是一名空巢老人，腿

脚残疾……该村的贫困户多是老弱

病残，出不了远门，只能在家里做

铁扫帚贴补家用。然而，村子距离

镇上集市较远，加之城里家庭大多

不再选用铁扫帚，产品很难卖出去。

葛小梅在入户走访工作中发现，老

人们扎的扫帚不仅美观、个头大，

而且结实耐用。于是，葛小梅把老

人们的情况发到社会扶贫网和微信

朋友圈，帮他们寻找销路。一时间，

爱心订单源源不断的飞来，积压的

扫帚成了卖断货的“爆款”。

目前，葛小梅以“互联网+ 扶

贫”的形式，带动村民创业就业，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完整，改变传

统农作方式，让村民增收增值、

脱贫致富。村里的贫困户精心制作

的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正通过

社会扶贫网扶贫商城源源不断地

销往全国各地，贫困户每户月收入

均在3000元以上——他们正凭着

诚实劳动和精湛手艺，在“电商姐”

葛小梅的带领下，昂首阔步地前

进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 记者 吴小兵）近日，湖

南省文明办、省工商联、省扶贫

办、省妇联联合发起“户帮户亲

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

倡议社会各界广泛帮扶支持湖南

深度贫困地区和特困户。倡议书

发出后，湖南省各级妇联，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省女企业

家协会、省女红协会、省旗袍文

化促进会、省农产品女经纪人专

委会等女性社会组织，中国人寿

湖南分公司等爱心企业，妇女干

部群众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

响应，迅速推进落实。

发动社会力量捐赠“湘女关

爱保”“防贫惠民保”“新生儿关

爱保”等保险，是湖南省妇联在

“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

康”活动中的六大重要职责之一。

4 月 2 日，省妇联机关党委向全

体党员和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号

召大家通过自愿捐赠保险的形

式，助力妇女健康脱贫。

倡议得到了省妇联机关和直

属单位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的

热烈响应。与此同时，省女企业

家协 会、省女红协 会、省旗袍

文化促进会、省农产品女经纪人

专委会等女性社会组织的会员们

也发起了捐款行动。中国人寿湖

南分公司等爱心企业也发起了捐

赠，为贫困妇女捐赠 2 万份“湘

女关爱保”，保费共计 100 万元。 

截至 4 月 8 日，省妇联已收到价

值人民币 106 万余元的捐赠，其

中省妇联组织机关和直属单位

干部职工捐赠现金人民币 26990

元，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募捐现金

人民币 39540 元。

姜欣：“户帮户亲帮亲”，妇联执委是重要力量

“全省各级妇联在 3 月初就

启动了‘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

贫奔小康’行动。”姜欣透露，

自倡议书发布以来，全省妇联系

统利用今日女报、湘妹子、微博、

微信等全媒体进行转载。中国

人寿向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 2 万

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每人捐赠 1

份“湘女关爱保”，并面向参加

今年全省“两癌”免费检查的

妇女，给予凡投保“湘女关爱保”

即取消 90 天等待期的特惠。各

地已经陆续启动“美家美妇”行

动，广大农村妇女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充当庭院清洁主

力军的热情高涨。各级妇联组

织农村妇女参与全省农村妇女

广场舞大赛。新认定省级巾帼

脱贫基地 30 个。下拨妇女创业

就业技能培训经费 100 万元。4

月 8 日，省妇联组织开展了志愿

服务公益募捐等活动。

目前，各市州妇联全面联动，

纷纷 部署“户帮户亲帮亲·互

助脱贫奔小康”系列活动。岳

阳市妇联率先举行“户帮户亲帮

亲互助脱贫奔小康”启动仪式，

并结合特色小镇建设，发展平

江“一绣一瓷”、华容芥菜、君

山龙虾、临湘浮标竹器、岳州

扇岳州窑等巾帼脱贫产业。株

洲市开展了“展巾帼风采·绘美

丽人生”女性创业项目，举办第

四届株洲家政技能大赛，带动

妇女创业就业；同时开展“太阳

花”项目，实施“稻花香”读书会、

“有爱不孤单”成长陪伴计划项

目和“她课堂”进乡村行动等

活动，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

关注关爱留守儿童。湘潭市开展

“千企联万户”扶贫工作，采取

定点采购、产业帮扶、定向培训、

公益救助等方式发展巾帼脱贫

产业。邵阳市召开了巾帼专场招

聘会。郴州市开展了首届“美丽

家园·快乐生活”农村广场舞

大赛、“农村新风·巾帼先行”

摄影展、农村手工编织成果展。

怀化市则开展了“脱单行动”，

积极搭建平台，为农村大龄单

身青年群体相互交流提供机会。

娄底市启动了第三届“巾帼创业

之星”评选活动。湘西州了开展

“企业家 + 妇女”一对一，携手

脱贫奔小康活动。

“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

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姜欣表

示，省妇联将团结带领广大妇

女，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和妇联组织独特作用，真正实

现姐妹手拉手、巾帼脱贫快步

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巾

帼力量。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通讯员 郑丽萍

人间四月天，草长莺飞，万物生机勃勃。在湖南，一场“户帮户亲帮亲 · 互助脱贫奔小康”的行动正如春
风吹拂大地，已在全省迅速铺开。作为活动牵头单位之一，湖南省妇联将在此次行动中采取哪些举措？在“巾
帼脱贫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妇联组织将如何进一步发挥其独特优势，助力决胜脱贫攻坚？近日，针
对这些话题，湖南省妇联主席姜欣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专访。

发动社会力量，捐赠“湘女关爱保”
“防贫惠民保”“新生儿关爱保”等

全省妇联系统积极行动

50万执委承担6大职责

“电商姐”葛小梅的帮亲故事

湖南妇女界迅速响应“户帮户亲帮亲”倡议

“户帮户亲帮亲”
妇联六大职责

开展“姐妹守望、邻里相助”
妇联执委帮困行活动

开展“城乡姐妹手拉手，
巾帼脱贫快步走”活动

开展关爱妇女儿童
“公益护花行动”

开展“扶贫扶志我先行”
活动

开展“美家美妇”
行动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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