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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付瑞芳
“我要和奶奶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

得干干净净，让‘肺炎怪兽’无处藏

身。”年仅 4 岁的小女孩佘默橙一边

清扫过道卫生，一边稚气地说。这是

湖南省妇联开展“美家美妇齐行动 共

建共享好家园”爱国卫生战疫行动以

来，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共同开展

大扫除，筑牢家庭战“疫”防线的生

动缩影。

快速行动，
吹响爱卫战疫的集结号

疫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2

月 25 日，省妇联召开专题会议，强调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筑牢家庭防线是

当前疫情防控全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动构筑家庭战“疫”防线是妇联组

织的应有职责。2 月 26 日，省妇联向

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姐妹发出“美

家美妇齐行动 共建共享好家园”倡议

书，倡导从家庭环境着手，争创“绿

色家庭”“最美庭院”；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自我防护，养成健康生活好

习惯；开展宣传防控知识、排查劝导、

环境卫生、心理疏导等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慰问环卫女工，帮助消除卫生

死角，为打赢疫情加油助力。

2 月 27 日，省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姜欣奔赴省妇联扶贫点邵阳市隆回

县山界回族乡架枧村调研指导防控疫

情和脱贫攻坚工作，要求省妇联驻村

帮扶队统筹推进联防联控和复工复产

姜欣在架枧村
指导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者 李
立）“你们每天可以做多少件？能拿多少

工资？辛不辛苦？”2 月 27 日，湖南省

妇联主席姜欣在省妇联扶贫点邵阳市

隆回县山界回族乡架枧村的扶贫车间，

询问正在车间里紧张赶工生产防护服

的妇女们。扶贫车间里数十台缝纫机

嗒嗒作响，近 20 名妇女鼓足干劲，为

坚守一线的执勤人员缝制防护服。当

天，姜欣在架枧村调研指导复工复产

和脱贫攻坚工作，并看望在这里一手

抓扶贫、一手抓防疫的省妇联扶贫工

作队员。省妇联副主席张媛媛参加。

金媛是湖南省妇联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便

和扶贫工作队成员，紧急携带 400 余

个医用专业口罩、测温枪、酒精与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从省城驱车赶赴扶贫

点，参与组织动员村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针对防控应急物资短缺的问题，

金媛从服装企业联系到代工订单，借

助村里的巾帼扶贫车间服装生产线平

台，迅速召集当地妇女，赶制疫情防

控应急防护服。

姜欣充分肯定了扶贫工作队在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一线的工作。她表

示，工作队积极对接防护服订单，扶

贫车间复工复产，既支援了防控一线

的工作，为战胜疫情出了力，又给村

里的妇女脱贫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她强调，接下来，要在确保疫情防控

到位的前提下，抓紧组织贫困群众落

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举措。继续做好

抓春耕生产、发展产业、关爱困难妇

女儿童、促进就业等各项工作，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

湖南省妇联：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构筑家庭战疫防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吴小兵）
“要从源头上消除家庭暴力，就不能对施暴人

视而不见。”“在开展女童防侵害服务时，也

要加强事后援助。”“家庭暴力，孩子是隐形

受害者”。2 月 27 日，湖南省妇联 2020 年“巾

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评审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 38 个维权创新项目“争奇斗

艳”，展现了“娘家人”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中的智慧和担当。省妇联副主席方琼出席并

讲话。

经过专家现场评审，浏阳市妇联申报的“关

爱家庭·构建和谐”施暴人综合干预与教育

矫治服务、衡山县妇联申报的阳光 e 家“369”（三

八、六一、九九）工程、宁乡市妇联申报的“宁

姐姐”一站式女童关爱中心等 8 个项目脱颖而

出。这是湖南省妇联连续第三年举行“巾帼暖

人心”维权创新项目评审会，参与项目得到了

成长，真正地帮扶到了妇女儿童，而参与者也

越来越多，影响力逐步扩大。

方琼要求，要坚持以妇女为中心，坚持以

男女平等为原则，通过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工

作方法，更广泛密切地联系妇女，更精准扎实

地服务妇女，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在

当前形势下，妇女在婚姻家庭、人身权益等方

面存在诸多重点难点问题。因此，我们在这

次项目申报中，将重点领域明确在性侵女童案

件排查化解机制建设、婚姻家庭纠纷化解服

务体系建设、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机制创新方

面，正是希望通过各地的探索实践，发现妇联

维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帮助妇女群众解决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高妇联维

权工作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促进男女平等和

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者 李立）随着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社区一线

工作人员告急！近日，湖南省妇联积极落实中

央和省委安排部署，积极选派三名优秀党员

罗琼、曾铖、刘捷婕组建驻社区防疫联络组，

下沉到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留芳岭社区充

实力量，以普通党员身份领受任务，接受街道

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和指挥，协助守牢守严社

区这道疫情防控关键防线。

工作期间，联络组上午深入社区分配的楼

栋、企业、门店参与排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下午进行巡查走访 ；下班前与社区负责人进行

工作沟通和情况反馈，商定后续工作安排；晚

上根据社区工作需要，多渠道、地毯式摸排社

区是否存在特殊困难群众，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同时，工作组还开展排查走访了解社情民

意，在前期社区地毯式摸排的基础上，联络

组重点排查家中无人、电话联系不上、出租房

的住户情况，全面摸排住户近期是否离开长沙、

是否有从湖北返长人员及生活困难等情况，三

天来共走访 137 户居民。另外，工作组还走访

4 家复工复产企业和 23 个门店，重点了解企

业疫情防控制度与措施，复工后经营状况和目

前存在的困难。

据悉，湖南省委此次共选派了40 个驻社

区防疫联络组、120 名优秀党员干部加入到社

区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湖南省妇联
2020 年维权创新项目出炉

湖南省妇联选派党员下沉社区 
助力一线疫情防控

工作，尤其要发挥好广大妇女的独特

作用，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

农业春耕和扶贫产业，坚决打赢抗击

疫情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

示范带动，
扛起爱卫战疫的先行旗

省妇联与时俱进，将爱卫战疫运

动作为今年评选“最美家庭”的重点

内容和依据，树立风向标。并在今日

女报、凤网、湘妹子等妇联新媒体联

盟开设“攻冠战疫 家庭防线”专题，

重点报道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妇女、家庭代表典型

事迹，营造人人参与、户户争创的良

好氛围。

全省各级妇联干部、“最美家庭”

闻风而动，踊跃当起爱卫运动、抗击

疫情的“战斗员”和“宣传员”，引领

更多家庭加入到这场战役。如全国“最

美家庭”、常德市金山村妇联主席王

菊英在一线每日值守 12 小时；株洲市

年过 70、曾担任村妇联主任 35 年的

言志元，每天在社区做 好志愿服务，

为抗击疫情一线的同志做好后勤保障。

上下联动，
拉开爱卫战疫的保卫战

妇联上下一盘棋。省、市（州）、县

（区）、镇（街道）、村（社区）五级妇

联组织积极响应，发动广大妇女干部、

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出战，推动“美

家美妇齐行动 共建共享好家园”活动

深入千家万户。

长沙市妇联深化“美家美妇美丽

家园”行动，开展垃圾分类、优美环

境、绿色消费进家庭等活动，引导妇

女带动全家清理整治房前屋后环境，

净化美化绿化庭院。衡阳市、岳阳市

妇联发动街道、乡镇妇女上街清理垃

圾和废弃物，消除卫生死角，对人员

集中和使用频次高的单元楼栋、电梯、

健身器材等公共场所和设施进行清洁

消。怀化市妇联深入实施“清爽行动”，

广泛开展清理城乡垃圾杂物，疏通沟

渠，把环境整治得干净清爽。

宣传发动，
奏出爱卫战疫的科普歌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各级妇联

组织创新形式，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抖音等线上平台，开展疫情

防控、健康科普、心理疏导，深受老

人孩子喜欢，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培育健康生活习惯，又让家庭氛围更

加美好和谐。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美术教师彭

云推出原创亲子绘本《不一样的鼠年》，

童趣十足地讲解防疫知识和健康生活

习惯。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专家纷纷推

出家庭心理防护微课，开展特殊时期

特别家教指导。常德市、衡阳市妇联

等引导孩子们在家做手抄报、拍短视

频、创作书画，号召大家勤洗手、戴

口罩，勤锻炼、多透风，提高防护能力，

养成健康习惯。

姜 欣 在 省
妇 联 扶 贫
点 邵 阳 市
隆 回 县 山
界 回 族 乡
架 枧 村 的
扶 贫 车 间
调 研 复 工
复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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