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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一颗红心点染千家绿意最美妇联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通讯
员 熊锦星 )7 月 4 日，永州市

妇联、市总工会开展“寻访扶

贫英雄、慰问英雄家属”活动，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黄玉芳，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邓可旺带队走访，共同把党

的温暖送到英雄家属身边。

当天， 黄玉芳 一行 来 到

上岭桥镇渲溪村看望龚彩云

父母。去年 5 月 4 日，冷水滩

区上岭桥镇古塘村妇联主席、

扶贫专干龚彩云在取扶贫资

料途中遭 遇车 祸不 幸殉职。

老人家说起女儿去世那一天

的景象，思念和不舍让他们

不禁泪流。黄玉芳连忙拉住

老人家的手，宽慰道 ：“彩云

是你们的好女儿，也是我们

的好姐妹，更是党的好干部，

我们一起将她的先进事迹牢

记、传扬，她就一直在我们心

中鲜活，和我们同在，我们都

是您的女儿。”今年 6 月 13 日，

金洞管理区扶贫办副主任樊

永前奋战扶贫工作劳累过度

意外跌倒离世。市妇联副主

席黄秋莲一行走访慰问了樊

永前妻子，当场帮助她找到工

作，解决了生活经济来源问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唐天
喜 通讯员 黄峰）7 月 3 日，衡阳市

南岳区启动 2019 年农村适龄妇女

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

费检查活动。

按照省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工作安排，今年南岳区的目标人

群是 1500 人。免费检查对象为全

区贫困适龄妇女及城镇低保适龄

妇女，包括南岳镇辖区内 35-64

周岁常住妇女，以及在南岳区居

住 6 个月以上的 35-64 周岁流动

妇女。为保障“两癌”免费检查

活动高质量完成，南岳区卫生健

康局、区妇联、区财政局、区计

划生育协会于 6 月 24 日召开了启

动会，安排部署 2019 年度“两癌”

免费检查工作，在乡镇（街道）精

心组织下，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开辟服务绿色通道，组

建了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骨干医

师队伍为对象服务。截止目前有

415 名女性接受了检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通讯员 
孙求华 张雯莉 )7 月 3 日，星期

三，是 邵阳市新邵县家庭和谐

促 进 会婚姻辅导室每周一天的

固定 辅 导日。 一大早， 志 愿 者

廖丰华就 来到辅导室，准备给

婚姻亮起红灯的夫妇们“坐诊”。

自今 年 4 月中旬成 立以 来， 新

邵县婚姻辅导室接访了 70 对夫

妇，其中冲动型离婚夫妻 25 对，

调和 19 对。

新邵县婚姻辅导室设在县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一楼，由新邵县

妇联、县民政局和县家庭和谐促

进会联合设立。每周三由婚姻家

庭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律师等

专业人员及爱心人士组成的 5-6

名志愿者队伍进行婚姻调解和辅

导，目前已发展会员 49 名。截止

7 月 3 日，新邵县婚姻辅导室共

接待 70 余对夫妻，接受调解的

夫妻 54 对，调和 22 对。

永州市：开展“寻访扶贫英雄、慰问英雄家属”活动 新邵这群人，专为冲动型离婚“踩刹车”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盛鹏）“我今年 62 岁了，把

房子租给你们，不仅仅是支

持养老工作，还希望能够享

受到你们的优质服务，甚至让

我们也成为万众和的股东。”7

月 9 日上午，衡阳市万众和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在该市珠晖

区东风街道举行珠晖区养老

服务项目房屋租赁签约仪式，

出租房屋的业主之一唐中玉

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衡阳市珠

晖区民政局局长刘勇、湖南

省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黄跃

佳、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美华等

出席。

据了解，珠晖区人口总数

约为 34 万余人，其中老年人

口近 6 万。如何让广大老人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通过

前期考察、多方协调，今年

4 月，珠晖区民政局开始主动

对接万众和。考虑到养老机

构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服

务利润低的现实因素，珠晖

区还减免了养老服务项目的部

分房租。

黄跃佳 表 示，希望 湖南

万众和能探索出“衡阳模式”，

在当地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企业助力、智慧公益”

的大养老格局，让每一位老

人都能在家门口安享晚年。

南岳区启动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万众和打造社区居家养老“衡阳模式”

她成立酵素手艺作坊、举办废弃物手工培训班、组织垃圾分类讲座……

楠竹山镇是一个依托机

械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城镇，

境内有国家大型企业——江

南机器厂，城市化进程让居

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但也使

得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赵进

看着养育自己的母亲河变成

废水站、小时候戏耍的筒子

楼变成垃圾堆、大部分市民

因环保理念缺失而生活质量

不高，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下定决心要把楠竹山镇的环

保工作重视起来。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这是赵进的座右铭。

走马上任为镇妇联主席后，

她开始在 QQ、朋友圈等各

种社交平台上宣传绿色生活

理念，走进居民家庭倡导他

们参与到环保工作中来，频

繁走访各个工厂进行交涉。

一有空，她还带头开展清街

护河行动。

最开始，赵进只是在新

桥社区试点，引导妇女在家

中养成绿色生活习惯。她举

办了“提起菜篮子、减少塑

料袋”比赛，让大家尽量不

使用一次性餐具和用品，结

果有 30 户居民参与，90 天

共计减塑 9800 个；她开展

了在阳台上建“一平米菜园”

活动，倡导大家不要占用公

共资源，让自己的小庭院开

窗见绿、起步闻香；她成立

了新桥社区“绿江南”巾帼

志愿团队，定期开展清街护

河行动、“绿居行动”。

慢慢地，经过赵进的宣

传和带动，居民生活理念有

了变化，家庭素质有了提升，

原来脏、乱、差的社区，如

今 干净 整洁， 每 次 发布环

保行动，大家都主动报名加

入，不再需要家家户户走访

动员。

于是，赵进将这种模式

推广到全镇，在每个社区都

成立一个巾帼志愿团队──

楠竹社区的“绿手套”、爱国

社区的“绿动力”、永丰社区

的“爱自然”、罗金塘村的“星

空”。这些巾帼志愿团

队成立以来，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3000 余人次，

“环保天使”队伍不断

壮大，环保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

“环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

不是我一 个人 就 能做 成的事。”

赵进告诉记者，她深知个人的力

量有限，便将妇联工作与环保事

业结合起来，着力将妇联打造成

一支倡导环保的绿色队伍。

她 积 极 组织 妇 女骨 干 到 上

海、武汉等地学习先进经验，再

融合自身特色，打造出一套“妇

联 + 项目”的楠竹山镇环保模式。

妇联组织培育出了一批社区“绿

色巧娘工匠”，她们成立酵素手

工艺作坊，开设废弃物手工培训

班，举办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等

环保宣传教育讲座，经过培训和

宣传，每一个“巧娘”又带出 10

个“巧娘”。

赵进还积极发挥“项目”在

环保领域的作用，利用项目得来

的 收 入帮助困 难 家

庭。

她开展“一张纸

献爱心”活动，倡导

各单位、社区、家庭、

学校捐赠废旧报纸、

书籍、杂志，以小聚

大，最终收集了废旧

纸张 5 吨，卖掉后得

到的钱会用来帮助先

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治

疗。

她建立的酵素手

工艺作坊，把生活垃

圾和果皮 菜叶收 集起 来，打造

成酵 素手工皂、芽 菜制作、手

工艺品等绿色服务产品。最初，

有杀菌作用的环 保酵 素只是用

来净 化河道，随 着人们环 保意

识的提高，大家都希望 用酵 素

手工 皂 来 代 替 化 学 洗 涤 用品，

不仅节约 资金，还可以实现 家

庭用品的再利用。随 着需求上

升，赵 进开始组织批量生产酵

素手工皂和用废弃 物制作的手

工艺品，卖完得来的收 入也将

全部用于帮扶困难家庭。

通 过 这一系 列的 环 保 志 愿

服务，不仅让老百姓更加了解和

信任妇联，也使得大 家 愿意主

动参与到妇联的各项工作中来，

“有困难、找妇联，有问题、找

妇联”已逐渐成为当地妇女群

众们的第一想法。今年 65 岁的

胡娭毑经常来作 坊做 酵 素手工

皂，她说 ：“妇联这个活动好啊，

不仅可以打发 时间， 还能在保

护环境的同时帮助别人，何乐

而不为呢？”

因为效果显著，楠竹山镇的

绿色文化大 课堂走向湘潭 雨湖

区，启动了熙春路社区和罗祖殿

社区 “湘雨绿动文化工坊”活动。

而楠竹山镇妇联建立的“翠楠竹

环境教育指导中心”，更是受邀

到河南省新郑市指导社区生态环

保活动，名扬省外。

妇联助力，环保扶贫两不误真抓实干，脏乱差小镇改头换面

文：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刘聪

开窗见绿、静听鸟语，
这是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
家家户户的院落风景，而三
年前，这里的河道变成了废
水站，筒子楼变成了垃圾堆。
如今，当地开创的“妇联 +
项目”环保模式，也引得其
他省市争相模仿和学习。

说起楠竹山镇的这些改
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该镇的妇联主席赵进。7 月
5 日，赵进向记者讲述了自
己 2016 年当选镇妇联主席
后致力环境治理与环保事业
的点点滴滴。

赵进（右 ) 和志愿者在社区收拾废旧衣服。

扫一扫，
为最美妇联人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