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新闻·女界2019年11月7日  本版编辑／李立    美编／熊晓丽
 E－mail：lili@fengone.com

■妇联星空

文 / 邓秀华
日前，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乡村振

兴战略与湖南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研究”课

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撰写的《乡

村振兴战略与湖南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研

究》（以下简称“研究”）出炉。课题组选

取包括湖南境内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

和欠发达地区的长沙（开福区）、湘潭（湘

潭县）、邵阳（隆回县）、娄底市（新化县）、

怀化（洪江市）、湘西（凤凰县）六个地

区开展了实地调查和访谈。研究显示，培

育农村妇女自由全面的发展意识，是妇女

广泛响应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现个人发

展的认知基础。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是农村

妇女发展的物质基础。利用网络平台提升

政府与各类组织的服务能力，拓宽信息渠

道，为农村妇女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是

一项需要落实的重要举措。

  

推动社会观念进步，加强培育农
村妇女自由全面的发展意识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仍然深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一些陈规陋习持续阻碍了农

村妇女社会观念的进步。以红白喜事随

礼居高不下为例，调查发现，有 52.7%

的农村妇女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礼尚

往来，有 36.6% 的农村妇女认为高额随

礼是为了维护面子，而认为生活富裕后，

高额随礼是正常现象的农村妇女也占比

32.9%。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妇女仍然普

遍认可随礼居高不下的现象。因此，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要旨，推动社

会观念进步，是农村妇女独立自主发展

的重要前提。

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良
好的农村妇女发展环境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是农村妇女发展的

物质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妇女对乡

村振兴最大的期望在于“培养更多懂技

术的实用人才”与“发展更多更适合农

民做的产业项目”，占比分别为 64.6% 与

60.6%。为此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

新型产业结构走上农业现代化之路，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宗旨，构

筑城乡妇女现代生活的利益共同体，实现

湖南农村妇女的经济独立和全面发展。同

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为农村妇女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提高网络信息化建设，着力拓宽
农村妇女发展渠道

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妇女参与电子商

务的情况不容乐观。有 43.2% 的农村妇

女了解电子商务；不了解电子商务的农村

妇女占比 56.8%。同时，参与过电子商务

培训的农村妇女仅占 13.5%，有 86.5% 的

农村妇女没有接受过相关知识的培训。有

78.2% 的农村妇女表示愿意参与网上培

训，因为自身条件无法参与网上培训的共

占比 13.4%，对培训内容和方式不感兴趣

的农村妇女仅占 7.3%。提高网络信息化

建设，就是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互

联网 + 创业”为抓手提升农村妇女的发展

能力。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微博和

微信等新媒体技术，使政府、社会各类组

织提供给农村妇女的公共服务更为方便、

优质、快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尹盛鹏）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普遍提高，有技能

有资格的家政服务人员越

来越抢手，如何通过家政

培训落实湖南“一户一产业

工人”培养工作，提升富余

和待转移劳动力技能？11

月 5 日，长沙宁乡市社区学

校联合湖南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在湖南百悦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长沙雅贝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今日女

报 / 凤网 e 家的大力支持下，

主办开展了育婴师技能培

训，来自全市的 60 名学员

参加了此次学习，参训合格

学员将获得上岗就业的机

会。

湖南省直工会、省家协

母婴专业委员会、宁乡白马

街道凤形社区以及宁乡市

环境卫生清洗保洁行业协

会对此次培训予以了支持。

宁乡市：中级育婴员技能培训班开课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刘彬）10 月 28

日，永州市祁阳县妇女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议回

顾总结了过去五年妇女工作成

绩，安排部署今后五年妇女工

作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县

委副书记、县长陈小平，永州

市妇联主 席黄玉芳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

陈小平希望广大妇女要坚

持党的领导，要坚定理想信念，

要坚守政治标准，争做听党话、

跟党走的“明白人”。希望各级

妇联组织精准贴心服务，突出

扶贫帮困，延伸工作触角，争

做最温暖、最贴心的“娘家人”。

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妇联第

十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妇

联第十三届常务委员、副主席、

主席。唐小娟当选为新一届县

妇联主席，雷顺华、李艳当选

为副主席，刘彬为挂职副主席，

聂芳、尹德利为兼职副主席。

祁阳县：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女性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与湖南农村妇女
发展思考

姜欣赴衡调研“家校共育”试点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黄兰香）“来咨询的孩

子多吗？愿意说心里话吗？

有没有孩子通过咨询发生

改变？”10 月 31 日，“家校

共育”试点工作开展 5 个

月后，湖南省妇联主席姜

欣前往衡阳市衡南县调研

试点工作。在衡南县九中、

松山中学，姜欣一行边察

看学校知心屋、家长学校

的建设，边仔细询问情况。

衡阳市妇联主席周红玲等

参加调研。

在松山村、学塘村、泉

长村三个试点村，姜欣一

边查阅家长学校档案，一

边了解：家长学校多长时

间 上一 次 课？课 程 受 欢 迎

吗？村干部和家长学校负责

人纷纷表示，最开始参加家

长学校课程时，还有些不理

解，通过几个月的线上交流、

线下互动，真正感受到家庭

教育的好处、亲子关系的改

善、孩子和家庭氛围的改变。

姜欣 对衡南县“家校共

育”试点工作短短几个月时

间所取得的成效表示高度认

可。她要求，要将需帮扶的

家庭分门别类，对特殊家庭

要分类施策、重点关注、重

点跟 踪，通过一年的试点，

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她指出，家长学校

是“家校共育”工作的有

力阵地，要做实家长学校，

师资团队是必不可少的基

础 保障。不仅要 依 靠省、

市指派的家庭教育专家，

更要依靠当地从事教育工

作的老师，他们对孩子的

情况最熟悉、最了解。也

可以发掘通过学习得到改

变的家庭，让受益的孩子、

家长现身宣教，让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她强调，“家

校共育”项目将在一年后

进行评估，希望试点工作

能够 做出经验做出成 效，

传承新时代好家风，形成

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让孩

子受益、家庭受益、学校受

益、社会受益，实现家校社

共育，家国梦共圆。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讯（ 首
席记者 李立）“恋爱期间他送

我的财物，分手时是否要返

还？”“如何搜集被家暴的证

据？”“外嫁女能否参与分配

娘家 村上的征地补 偿款？”

“怀孕后被辞退如何维权？”

近日，湖南省妇联联合湖南

仁本律师事务所编写了《妇

女维权你问我答》，对妇女儿

童维权领域的 50 个常见问

题一一依法解答。

记 者 了 解 到，《 妇 女 维

权你问我答》分为“婚姻家

事 ”“ 反 家 庭 暴 力 ”“ 房 产

与土地权益”“劳动权益”4

个篇章，共 50 个问题，而

每 一 个 问 题 都 有“ 律 师 说

法”和“法律规定”，既有

律师从专业角度给出的法律

建议，又有相关法律条文的

详细解释。

省妇联权益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党和政府联系

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省

妇联整理、总结多年维权实

践中遇到的和当今社会中

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提问

和案例，联合湖南仁本律师

事务所的公益维权律师编写

这本《妇女维权你问我答》，

希望能够帮助妇女群众运用

法律创造幸福生活，提升妇

女维权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

开展工作的能力，推进男女

平等宪法原则的落实。

省妇联推出《妇女维权你问我答》
送法到妇女群众身边

2019 女性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陈 炜 ）11 月 3 日 上 午，

由湖南省妇联、亚太杰出女

性联合会指导，长沙市妇联

主办的第二届 FUE 时尚文

化节开幕式暨 2019 女性创

新创业（长沙）发展论坛在

长沙橘子洲头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女性创新创业发展代

表人物，围绕女性创新创业

的问题、特点、趋势等，展

开思想碰撞，进行深度交流。

省妇联主席姜欣，长沙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谭小平出

席并致辞。

谭小平表示，长沙培育

了创新创业的沃土、打造了

创新创业的引擎、提供了创

新创业的“后花园”，期待

更多的时代担当者来到长沙

创业，尤其是女性创业者，

要创造别样的精彩篇章。

姜欣希望长沙市妇联当

好全省妇联组织的排头兵，

全力打造巾帼双创示范基

地，在引领、服务、联系妇

女群众等方面探索更多成功

经验。“希望广大妇女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

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积

极投身创新创业的时代大

潮，助力长沙发展。”

长沙市妇联主席文方、

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王

曼郦共同向新时代创新创业

女性发出倡议，倡议她们勇

当创新创业的追梦者、推动

者、奋斗者，奋力书写新时

代创新创业的崭新篇章。

姜欣向当地村干部和家长学校负责人了解家庭教育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