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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医务人员舍小家、顾大家，

夜以继日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湖

南省各级妇联组织特别是城乡社区基

层妇联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

灵活采取多种方式，深入了解坚守一

线的医务人员家庭需求，组织巾帼志愿

者关怀老人、照顾孩子，努力为 “逆

行者”家庭减轻后顾之忧。 

逐个发短信传递妇联“娘家”温暖
2 月 1 日，在省妇联的统一安排下，

株洲、衡阳、邵阳、怀化 4 个市妇联

向辖区内援鄂女队员分别发送慰问短

信，并留下妇联“娘家”的联系方式，

方便女队员及其家庭有困难可以随时向

“娘家”寻求支持和帮助。短信发出后，

陆续收到队员们的回信。她们纷纷表

示，有妇联“娘家”的支持、鼓励，一

定不负重托，不负使命、平安凯旋。

用心关爱援鄂队员家庭
衡阳市妇联了解到湖南第一批援鄂

医疗队女队员、衡阳市中心医院华新院

区 ICU 的 95 后护士邓胡梦婷的父亲刚

做手术不久，2 月 2 日，衡阳市妇联与

邓胡梦婷所在医院领导来到其家中看

望慰问。

当了解到邓父 1 月 31 日刚去医院

复查了一次，医院负责同志尹军当即查

看其医疗诊断书，反复叮嘱注意事项，

希望对邓父的康复有所帮助。

将温暖送到疫情防控一线
怀化市妇联了解到该市 7 名援鄂女

队员家庭有实际困难，2 月 3 日，市妇

联班子成员带领机关干部、巾帼志愿

者分头前往看望慰问，为 7 户家庭每户

送上 2000 元慰问金，并详细了解家庭

具体情况。

在怀化市二医院援鄂女医生张田惠

家中，怀化市妇联主席贺庆玲对家庭

成员全力支持张田惠驰援湖北的奉献

精神致以敬意，对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的优良家风给予肯定，并请他们放宽

心，叮嘱他们一定要安心生活，保重身

体，期待疫情早日结束，张田惠及其他

援鄂队员平安凯旋。

此外，怀化市妇联班子成员还分头

深入医院、街道、社区、环卫所、物业

管理所等地，详细了解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送上防疫一线急需的口罩、

酒精、食品等物资。

援鄂女队员家属纷纷感谢妇联组

织的关怀，表示一定当好坚强后盾，全

力支持亲人的选择，让她们全身心投入

“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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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

南省、市、县、乡、村“五级”

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

带、得力助手和温暖之家作用，

组织广大妇联干部、各级妇联

执委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为坚决

打赢疫情阻击战、夺取防控斗

争胜利贡献巾帼力量。

快速响应，构筑上下联动机制

1 月 28 日，湖南省妇联下发

《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妇联组

织独特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

全省各级妇联和广大妇联干部、

妇联执委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采取

有 效 措 施，切实 将政 治优 势、

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

为防控优势。各级妇联组织充

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通过进村入户、“小

喇叭”、拍抖音、录视频等方式，

大力宣传防范知识，耐心解读

政策措施，帮助妇女群众和广

做万千家庭
守护者 疫情防控，湖南省“五级”妇联在行动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5 小时，500 万！

这是 1 月 27 日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发起的“2020，手足同心，一起

打赢疫情防控战”公益项目的筹款成果。

今年春节，万家团聚的时刻，突发

新型冠状病毒，亿万民众焦急，百万医

务人员“请战一线，艰难抗疫”。作为党

领导下的群团组织，1 月 27 日，湖南省

妇联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和全国

妇联的倡议，向全省广大妇女和家庭发

出号召，共同为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

夺取防控斗争胜利贡献巾帼力量。

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湖南省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发起募捐，汇聚全

社会的点滴爱心，支援前线。

“我们关注到，为有效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湖北省卫生健康

系统全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共有 50

多万名医护人员参与到疫情防控救治中，

分别承担医疗救护、流行病学调查、消

杀等工作。与此同时，来自湖南、上海、

广东、浙江、四川等地的医疗队也参与

到救治工作中。”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

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们同时

也注意到，一线疫区急需相关物资。

“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目前，一线高

暴露人群日常医护用品需求量非常大，

很多医院都发出了求援信息，请求社会

各界捐赠手套、隔离衣、口罩、护目镜、

防护服等防护套件。所以，我们就想发

起这样一个项目，募集一笔善款，为奋

战在湖北和湖南的一线医护人员购买一

批医学防护用品。”湖南省妇儿基金会

筹募部部长段振夫这样向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解释这个公益项目的初衷。

项目构想成型后，为了让该项目公益

平台成功上线，省民政厅社管局相关负

责同志放弃春节休息，加班审核备案通

过，让项目得以在当天下午顺利快速上

线。为了让项目能够获得更多爱心网友

的支持，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和腾讯公益平台充分沟通，为该项目争

取到较好的流量。同时，省妇联副主席

卢妹香还动员了很多爱心企业参与捐赠。

湖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理事、爱善

天使集团董事长张帆积极响应号召，在

项目里面发起了“一起捐”，动员了他旗

下的门店员工近 4000 人次参与捐赠。

1 月 27 日晚上 9 时 55 分，湖南省妇

儿基金会筹募部部长段振夫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项目已筹到 502 万余元，

顺利完成。从下午 4 时多项目正式上线，

到筹齐 500 万元善款，总共用了 5 个多

小时。

湖南各级妇联组织关爱援鄂医务人员 5 小时 500 万！
湖南省妇儿基金会紧急筹款支持湘鄂抗疫

大家庭科学认识疫情，积极配

合做好防疫排查、监测整治以

及群众帮扶等工作。

考虑到疫情防控的特 殊形

势，为保证各项工作快速高效开

展，迅速建立省妇联疫情防控

工作微信群，第一时间对全省妇

联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

与指导，第一时间上报疫情防

控工作举措与成效，形成上下联

动疫情防控合力。

聚沙成塔，凝聚力量抗击疫情

关注到抗疫一线急需医疗物

资，省妇联党组汇聚社会各方力

量，共同为抗疫一线筹集资金

物 资。1 月 27 日， 省 妇 女儿 童

发展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

“2020，手足同心”网络众筹项

目。通过争取平台流量支持、动

员爱心企业积极参与，筹集到

疫情防控捐款及物资总价值 586

万元，其中资金 542 万元，物资

价值 44 万元。同时，通过湖南

省女企业家协会积极组织捐款、

捐物价值 739.8 万元。目前，已

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 200 万

元；采购价值 53 万元的医用手

套 100 万双，其中 50 万双捐赠

省工信厅统一调配，50 万双捐

赠给各市州收治确诊病人医院；

价值 44 万元的受捐免冲洗手啫

喱捐赠给长沙、岳阳、常德、邵

阳等疫情严重市州，以及长沙市

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剩余资金

将根据疫情进行合理安排，优

先购买疫区防疫急需物资。

关爱帮扶，

创新开展舒心暖心活动

看望慰问除抗疫一线医务人

员家庭。争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加油！抗疫天使”项目 100

万元支持，为 1250 户援鄂队员

以及省内一线医护人员家庭每户

赠送价值 800 元的生活必需品。

各级妇联深入了解抗疫一线医务

人员家庭的实际困难，组织巾帼

志愿者关怀老人、照顾孩子，开

展心理咨询服务，开放家庭教育

网上公益课堂，努力为她们减轻

后顾之忧。

用心关 爱妇女群众心理健

康。各级妇联组建心理援助志

愿者服务团队，开通疫情心理援

助热线，为受到疫情影响的人

员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

导公益服务。同时，通过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24 小时受理妇

女群众诉求。

免费开放学习平台。2 月 3

日起，向全国家长免费开放湖南

省网上家长学校学习平台，全部

线上家长课程与儿童青少年测

评系统均免费开放，内容涉及孩

子的生理发展、心理健康和能

力培养等方面。

广泛宣传，守护小家为大家

1 月 27 日，省妇联通过官方

微信湘妹子发出倡议，号召全省

广大妇女和家庭立即行动起来，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半

边天力量。倡议文章《@ 所有人：

攻“冠”战疫，湖南省妇联发出

倡议！长长长图，看各地姐妹积

极行动！》阅读量超 50 万 +。倡

议第一时间层层传达到村。

五级妇联干 部及妇联执委

近 51 万人带领广大妇女积极关

注疫情动态，主动学习防疫知

识，增强自我防病意识，主动劝

导、督促家庭成员不聚会、少出

门、戴口罩、勤洗手、不随地吐

痰、拒绝野味，守护小家为大家，

筑牢防控防范疫情的家庭防线。

所属媒体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

中心策划“攻冠战疫 巾帼力量”

“攻冠战疫 家庭防线”“战疫家

书”“湘女赴鄂抗疫实录”等专

栏，全天候开展防疫宣传报道。

截至 2月10日，累计发稿 3123 篇，

总阅读量破 9326 万 +，为防控

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2 月 4 日，姜欣一行来到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并送去了医用物资。

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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