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女界

2021年1月7日 本版编辑／李立 美编／熊晓丽
E－mail：lili@fengone.com

05

（上接 04 版）

大福镇新桥村村支书邓毅华

在村里办家长学校，她是村民的“知心大姐”
“大家加把劲，争取
医 院 的 保 健 人 员 等 等，
在过节 前把这个管道铺
从各 个方面围绕 孩子的
好， 迎 接 家 人们回 来 过
成长进行授课。”邓毅华
新 年。”2020 年 12 月 24
解释，
“四老”学校每个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月上一节课，每节课的内
见到大福 镇新桥村支书
容都不同，只要有兴趣，
邓 毅 华时， 她 正在管 道
就可以一直听下去。
铺 设现场，手戴 劳保 手
村里不少老人都对这
套，脚踩泥土，跟村民一
个 学 校 感到新 奇，纷 纷
起 工作。这是 邓毅 华的
开始 结 伴来 上课， 村里
习惯， 无 论村里 进 行 多
的孩子们表现越 来越优
大 的工 程， 她 总喜欢 在
秀。有一 位 奶奶从 2007
每当村里有什么事情，邓毅华总是工作在第一线。
一线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年 学 校 成 立 起， 就一直
今 年 50 岁的邓毅 华
在这里听课 “
, 现在他们
物和污水却让村里人叫苦不迭，为
从 2003 年开始连续 17 年担任了村
家 5 个孙子，有 4 个考上了一本大学，
此，邓毅华赶紧申请，为村里建设
里的村支书和村主任。
还有一个即将高考，预期也不错”。
了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解决
2008 年，新桥村两村合并，总
为了带领大家脱贫，邓毅华带
人口从 1100 余人增加至 2800 多人， 了这个问题。
领新桥村 12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干
新桥村不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
顶着老支书质疑的眼光，邓毅华继
起了泉水鱼种养合作社，
“所产生的
工，留下年迈的父母和稚嫩的孩子， 效益直接与贫困户挂钩”，除此之
续担任村支书。没过多久，老支书
对邓毅华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大转 “大部分老人 对孩子的教育局限在
外，贫困户还可以选择在合作社工
衣食住行，而不关注他们的心理健
弯。
作，或者外出务工。在邓毅华的带
康”，如此，导致不少留守在家的
原来，两人第一次前往县里开
领 下，2017 年，111 户贫 困 户成 功
孩子出现了坏习惯，如何让老年人
会时，邓毅华在车上接到自己一位
脱贫，剩下的 13 户贫困户不久后也
能够接受到新的教育理念，成了邓
亲戚打来的电话。亲戚希望邓毅华
脱贫成功。
毅华思考的问题。
给自己开个后门，但邓毅华十分坚
“现在，我正在忙着狠抓村里的
“为什么不办一个家长学校，让
决地拒绝了，“老支书当时就认为
移风易俗工作。”邓毅华告诉记者，
老年人来听课呢？”邓毅华突然想
我这个人铁面无私、公平公正，能
曾经村里刮起一股人情“歪风”，甚
到。于是，新桥村成立了
“四老
（爷爷、 至有村民被每月的人情开支吓到外
够带领村里人过好日子”。
2008 年，村里兴起了生猪养殖， 奶奶、外公、外婆）”家长学校，赋
出务工不敢回来，在邓毅华的耐心
闲在家的老人们都可以前来听课。
村里不少人都开始养殖生猪，收入
劝阻下，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的不
“我们请过专业律师、退休教师、 错的成果。
逐渐上涨。但生猪养殖带来的排泄

城南区中砥村村支书谌小菊

“有事找小菊”，她比警察还有招
过来后，不管多晚，不管什么事情， 两位老人依旧谁也不愿意低头。民
我立即开始处理解决”。
警没有办法，赶紧拨打电话给谌小
2014 年，谌小菊自己垫了 8000
菊，让她帮忙解决。到场后，谌小
多元人民币，为村里修建了一条 300
菊立即分别和两位老人交谈，等到
多米长的沟渠，恰好当年村里迎来
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后，凭借着对双
干旱，靠着这条沟渠，全村的稻谷
方的了解，她总能“准确抓住双方
几乎没有受到损失。也正因如此， 最重要的需求”，再将两人聚集到
在益阳市领导的支持下，谌小菊成
一起，重新划分田垄，成功调解。
立了“谌小菊工作室”，帮助村民们
中砥村位于县城近郊，十余家
解决日常中的困难，
“有事找小菊” 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在此安家落户，
成为了村民们常说的一句话。2017
不少事情需要经过村民同意，但不
年，谌小菊高票当选为中砥村村支
少男主人都外出打工，只剩下女主
晚上 9 点，谌小菊依旧忙着接听
村民的咨询电话。
书兼村主任。
人在家。每到这个时候，谌小菊则
谌小菊有个习惯，她总喜欢随
会直接询问女主人的意见，
“刚开始，
“如今在我们村，女性不止是‘半
身携带一个本子，在办公或者走访
不少人会打电话让自己的丈夫定夺，
边天’。”谌小菊是安化县城南区中
过程中，遇到谁家有难题了，她就
但慢慢地，就开始有人自己做主了”。
砥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她兴奋地告
会登记下来，等到开党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村里越来
员和生产组长会 议时，
越多的女性开始站出来，表达自己
再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
对村子和家庭建设的看法，家里的
解决。有时，面对村里
男主人也开始学会尊重女主人的话
的纠纷时，谌小菊比派
语权。而说起这个变化，谌小菊功
出所的警察还要管用。
不可没。
一次，村里的两位
2008 年，中砥村四村合并，已
老人因为一条田垄的归
经担任了 8 年妇女主任的谌小菊顺
属问题产生了纠纷，甚
利进入村干部班子。
“当时整个班子都只有 3 个人。” 至互相叫来自己的家人
因为是合并村，谌小菊的家住得离 “ 助 阵”， 周围的 群 众
赶紧打电话叫派出所前
村委会比较远，不少村民有事需要
来处理。
求助时，总是找不到人。为此，谌
为了方便村民有事时能够找到她，谌小菊带着一
可 到 了派 出 所 内， 家人从偏远的住处搬出，蜗居在村委楼。
小菊索性把家 搬到了村委会，
“搬

声音
“大部分女村支书所在的村（社区）工作排在前列”

安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远胜
“2017 年换届选举后，安化县共有女性村支书和
村主任 56 名。”李远胜介绍，安化县共有 23 个乡镇，
433 个村（社区），
“女性村主职的比例在益阳市算高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李远胜认为，这得益于安化县“党
建四效化”的成果。
“我们聘请了‘名嘴’到各个乡镇给党员们上党课，凝
聚党员，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这其中，不少女性受到
鼓励，开始走出家门，服务群众。
在实地走访了女村支书们的工作情况后，李远胜发现，
大部分女村支书所在的村（社区）取得的成绩要排在乡镇
前列，
“有的女村支书把党员群众‘盘’活了，有的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有的则党内组织生活非常规范，服务群众理念
非常到位”
。而获得这些成绩，是女村支书凭借自身的魅力，
更善于团结村里党员，更有耐心，
“有些女村支书付出的努力
是男同志的三倍还不止，相比男同志，女同志则更加有荣誉
感，更愿意为了村里的建设和发展付出自己的努力”
。
安化县委县政府也更大胆地任用女干部到重要岗位
上，为了完成省委关于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中关于女
性干部配备的“四个确保、两个力争”，安化县在村（社区）
换届选举之际，高度重视，及早谋划，充分注重调优班子
中女干部的配备，通过多种渠道，储备了一批优秀女干部；
随后，安化县委组织部深入调查，对各村优秀妇女和女村
干部后备人选进行摸底调查，明确初步人选；接着，着力
抓好女村干部人选的把关、当选和补选工作，多措并举，
确保女干部的配备到位。

“应有更多女性参与到村庄政治、经济活动中”

湖南省妇联组织联络部部长 彭迪
湖南省妇联组织联络部部长彭迪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湖南省村（社区）
“两委”换届是全省基层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农村
妇女参政议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保证，是加强基层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推进女性进村 ( 社区 )“两委”班子，并同步做好妇联换届
工作，对于深化基层妇联改革、推动妇女参政议政、促进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省妇联党组高度重视全省村（社区）“两委”换
届中的女干部选拔工作，积极主动与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
厅对接，紧紧抓住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有利契机，
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切实增强妇女群众参选参政的意识
和能力，全力推进优秀女性进村“两委”和妇联换届选举
工作有序进行。
省委组织部与省妇联还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组织
部门高度重视村（社区）换届选举中，女性成员的参选问
题和女干部配备的问题，
“本次全省村（社区）
‘两委’换
届中关于女干部的配备，有‘四个确保、两个力争’目标。”
彭迪告诉记者，
“四个确保”是指确保村（社区）妇联主
席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确保村（居）民委员会
有 1 名以上女性成员；确保每个乡镇（街道）有 1 名以上
女性村（社区）主职；确保妇女代表占村（居）代表会议
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两个力争”是指力争村民委员
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 30% 以上；力争村委会主任中女性
比例达到 10% 以上。
“我们希望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村（社区）妇联换届
文件中有关选优配强村（社区）妇联班子的要求，规范职
数配备，拓宽人选渠道，做好人选推荐，落实专职专选，
把有情怀、有作为、有担当的优秀妇女推选出来。”彭迪说。
彭迪说，在农村，相较于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
妇女具有突出的年龄优势、参与能力、行动能力，更容易
参与到各类村庄治理活动当中，妇女在处理村庄事务时具
有显著的性别优势和数量优势。女性干部更擅长于倾听，
对于处理村庄事务、邻里纠纷也更为耐心。同时，留守妇女
在农村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应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村
庄政治、经济活动当中来。
在彭迪看来，广大的农村里，妇女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力量，
“不管是帮助农村发展、积极推动农村创业、发展
农村电商等方面，妇女群体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诸
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正向积极的动力，因而在未来的乡村
振兴发展进程当中，妇女理应成为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