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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省妇联在岳阳
调研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离异妇女带着孩子回到本

地，但部分群众还有‘旧思想’，

不同意让她们享受征地补偿款，

我们就开户主大会做群众工作，

宣讲法律法规村规民约，保证

她们能拿到补偿款。”5 月 13 日

-14 日，参加完在岳阳举办的湖

南女童权益保护“百场宣讲三年

行动”启动仪式后，省妇联副主

席方琼一行马不停蹄，就妇女儿

童权益保护工作在岳阳市、汨罗

市展开调研，当听到汨罗镇瞭家

山社区党总支书记何永胜说，该社

区在征地拆迁中，充分保障了妇女

的合法权益，还帮助 4 名离异回乡

的妇女在集中建房点安排了宅基地

时，方琼十分赞赏，并希望他们继

续为妇女儿童保驾护航。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

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

惩治与教育相结合，注重对未成

年涉案人员的权益保护，还加强

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工

作，共发放救助金 19 万元。方

琼表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有温度、有力度、有深

度，不仅在办案过程中注重未成

年人的权益保护，还联合区妇联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赵楷
9 岁的圆圆是娄底市新化县

奉家镇坪上村的一名留守儿童，

身患尿毒症的爸爸独自在广东打

工，妈妈因受不了家庭的重担出

走多年。很久没见过父母的圆圆

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且一直寄

居在村里的寺庙中。这一切，随

着上海启明星公益基金会志愿者

的到来有了改变，圆圆从寺庙里

搬回村里住了，邻居们都说，这

个一向不爱笑的孩子，现在笑得

特别开心。

2018 年，在各级妇联的支持

下，上海启明星公益基金会在坪

上村成立了全国第二家青少年成

长服务中心，为该村提供为期三

年的“童心圆梦 - 乡村振兴公益

计划”爱心帮扶。项目团队协调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师范

大学以及天津、江苏、长沙等地

10 余家社会爱心企业共同帮扶坪

上村，开展“针情针意暖心行动”，

积极捐赠公益书架、学习桌椅、

机器人、书籍、衣物等文体和生

活用品共 1000 多件，捐建了坪

上村启明星公益书屋，即坪上村

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成长中心），并资助了 10 余名贫

困女童上学，连续三年给予学习

和生活补贴。

同时，在基金会和村党支部、

驻村干部的积极协调下，农发行

湖南省分行为成长中心捐资 30

多万元，捐赠电脑、投影仪、书

籍等教学设施 500 多件；为贫困

学生捐赠教育基金、爱心书包和

学习用品、生活物品 300 多件，

并为村里新建了占地 1000 平米

的文体活动广场，购置了全套文

体和健身器材。目前，成长中心

已经有图书 1805 册，是村里孩

子们的学习乐园。“我平常喜欢

来书屋看书做作业，我还在这里

参加了作文比赛、古诗朗诵等很

多比赛，很有趣！”村里的小朋

友奉瑶说道。

坪上村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管委会由 6 名爱心妈妈组成，在

启明星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的辅导

下，定期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

实践和宣传活动，并实行积分制

管理，全村的孩子们都积极参与

其中。2019 年 8 月，在成长中心

积分表现最优异的前 5 名孩子，

在启明星基金会的邀请下来到北

京，参加了为期十天的“童心圆

梦 - 放飞梦想”暑期夏令营游学

活动。

村民张美平是村里“家庭成

长学习群”的管理员，该微信群

在启明星基金会项目团队的帮助

下，每月都会邀请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全国家庭

教育知名专家、教授开展线上互

动讲座，为村民们分享亲子教育

知识，有效激发家长和孩子们的

学习热情。

“通过学习，家长们逐渐把

关 注 点 放 到 了 孩 子 学 习 身 上，

大家现在坐在一起，少了东家

长、 西 家 短 的 闲 话， 多 了 讨 论

如何教育孩子；村民也少了‘冬

闲人也闲、坐着等慰问’的想法，

多了想办法找活干、学技术促

发展的劲头。”村党支部书记奉

承志说道。

据悉，童心圆梦公益项目已

在湖南、宁夏、四川、河南、福

建、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区的

12 个村开展，创建了 6 所启明星

公益书屋，开展线上线下公益活

动共计 249 次，孩子及村民参与

学习人次累计超过 18000 人，共

资助 49 名留守儿童及 11 名爱心

妈妈到北京参加游学活动。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 2019 年全国统一换发

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国新出发〔2019〕39 号）和《湖

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 2019 年全省统一换发新闻记者

证的通知》（湘新出发〔2019〕12 号）要求，今日女报

社已经完成新闻记者证换发工作，已收回旧版新闻

记者证 16 本，陈炜（记者证号：B43001655000017）、

李 立（ 记 者 证 号：B43001655000034） 张 英（ 记

者 证 号：B43001655000011）、 彭 敏（ 记 者 证 号：

B43001655000002）等 4 人旧版 新闻记者 证已遗失。

我单位从 2020 年 5 月 21 日起正式启用新版新闻记者

证，旧版新闻记者证作废。

现将我单位领取新版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武冈市：婚调中心“团队协作”化纠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邹叶琼 程佳）“张主席，

一母亲发现儿子在家偷钱，对儿子实施较严重的家暴

行为，现在母子二人在都梁中心派出所接受处理”。近

日，邵阳武冈市妇联主席张菊云接到这一电话后，立

即联系婚调中心调解员一同赶到当地派出所。经过耐

心地沟通和疏导，男孩向母亲承认错误并主动拥抱母

亲，母亲也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向儿子认错。派出

所干警考虑母亲家暴行为情节较轻、依法不予治安处

置，由公安机关对其发出书面告诫。

目前，武冈市婚调工作运行呈现良好局面，妇女

儿童维权工作实现由“单兵作战”到“团队协作”转变，

完成调解“大众化”向“专业化”突破。建立由市委

政法委牵头，妇联、公、检、法、司等 8 个部门组成

的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并在法院设立

婚调窗口，聘请 18 名专、兼职调解员，18 个乡镇（街

道）成立婚调工作站，组建了一支由 312 人组成的婚

调志愿者队伍，有效化解家庭矛盾纠纷，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

鼎城区：巾帼“五扶”助力脱贫攻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惠）5 月 15 日，常

德鼎城区妇联召开 2020 年“巾帼脱贫行动”工作推进

会。会上，区妇联下发《关于印发〈鼎城区妇联 2020

年“巾帼脱贫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全区各

级妇联组织以“扶志”“扶智”“扶能”“扶困”“扶德”

等“五扶”为工作内容，坚决扛起脱贫攻坚政治责任，

“输血”与“造血”两手抓，助力脱贫出实效。

会议还授予常德市鼎创职业学校、小背篓家政公

司、博艾＆华蕾职业培训学校等三家企业“鼎城区巾

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称号，以凝聚社会资源，助力

脱贫攻坚。随后，三家企业负责人就各自业务作了创

业就业政策宣讲。

武陵区：2019 年度文明家庭获表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夏雯）5 月 15 日，常

德市武陵区第三届文明家庭颁奖典礼暨妇女工作表彰

大会在该区举行。武陵区委书记莫汉桃为大会致辞，

区长康少中宣读表彰通报。

大会播放了展现 10 个文明家庭和 1 个抗疫最美家

庭良好家风的拍摄短片，同时讲述了 5 个文明家庭的

家风故事，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共鸣。大会为 2019 年度

文明家庭、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表彰对象进行了颁奖，

总结了妇女工作的先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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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来了“启明星”，留守儿童圆了梦

创建亲职教育制度，深入幼儿园

和学校开展工作，效果也非常好。

她希望妇联和检察部门能继续保

持和加深这种联动，联合推广好

经验、好做法。

在汨罗市爱行天下扶贫助学

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徐金娥介绍，

协会志愿者 500 余人，60% 以上

是女性，还成立了妇联，是岳阳

市首家在社会公益机构中成立的

妇联组织。协会成立以来，共开

展各类爱心公益活动 487 次，服

务对象超过 20000 人次 ；“一对一”

结对帮扶贫困学生 634 人；为贫

困学子募集助学金 50 多万元，总

帮扶资金达 386.5 万元。方琼为协

会探索的“行业妈妈”举措点赞，

并鼓励他们吸纳不同行业领域的

志愿者，壮大巾帼志愿者队伍，加

强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和覆盖面。

在岳阳市幸福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方琼详细了解了中心对被家暴

妇女和家暴目睹儿童的救助工作，

询问他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并

建议他们可以培训社工来壮大志

愿者服务团队。除此之外，方琼

一行还前往岳阳市东升新区调研、

汨罗市长乐镇大垅农业专业合作

社，分别就妇女维权工作和妇女

创业就业工作展开调研。

岳阳市妇联主席王亚丹，副主

席练伟参加调研。

方琼（中）在汨罗市爱行天下扶贫助学志愿者协会走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