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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女界

为青春期女孩送上性教育安全保护课

湖南省女童权益保护
“百场宣讲三年行动”进行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姚恬静）“今年是湖

南省女童权益保护‘百场宣讲三

年行动’的第二年，我们将重点

关注青春期孩子，帮助青春期女

孩强化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5 月 25 日，湖南省

女童权益保护“百场宣讲三年行

动”——青春期性教育安全保

护权益课程直通车启动仪式暨

讲师培训活动在衡阳市举行，省

妇联副主席方琼如是说。

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印仕

柏，省教育厅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王玉清，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胡志文等领导出席，衡阳市妇

联主席谌惠渝主持启动仪式。来

自对口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县市

区培训学员、学生家长、志愿者

等百余人参加。

该 活 动由省 妇 联、 省 教育

厅、省司法厅、省高院、省检察

院、省公安厅六个部门联合主办，

2020 年主要针对低龄儿童开展

女童权益保护专题宣讲，各市州

累计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开

课 达 15000 多场， 线 上 线下受

益数百万人。

“ 保 护未成年人 免 遭侵害、

保护女童安全健康成长，是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

然要求。”方琼要求，要进一步

创新活动方式，抓住做好女童身

心健康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途

径，立足本地实际，找准自身定

位，打造多形式组合、多内容融

合、多平台联动的特色品牌，让

女童权益保护观念入脑入心。要

发挥妇联“联”字优势，有效联

合教育、司法、公安、检察院、

法院、民政等部门的力量，吸引

更多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社

工、志愿者、媒体等关注并积极

参与妇女儿童保护事业，形成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工作联动的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格局。要

深入基层，面对面为家长、孩子

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帮助家长

和孩子掌握防性侵相关知识，强

化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确

保广大妇女儿童在共建共治共

享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启动 仪 式 后， 爱·本 源 公

益性教育讲师培训导师杨陶如以

“帮助孩子远离性侵犯”为题进

行了培训。她表示，今年的讲师

培训活动将为全省 14 个市州培

育至少 700 名青春期女童权益

保护公益讲师。

记 者 还了解到， 该 活 动 在

2021 年将组织师资进乡村、进

社区、进学校，开展 100 场以上

女童权益保护公益宣讲活动，还

将评选全省“女童权益保护十大

精品课程”和“女童权益保护公

益教育十大金牌讲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杨
柳）根据省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

的部署安排，5 月 25~26 日，省

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

副组长熊小兰率队到今日女报传

媒有限公司开展巡回指导。她先

后听取今日女报党支部、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党支部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并

指导今日女报主题党课，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省妇联

副主席卢妹香、方琼等参加会议。

今日女报传媒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董事长张英作主题为《风

雨苍黄百年路 高歌奋进新征程》

的专题党课。他结合自身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收获、体会及工作情况，要

求党员干部强化理论学习，锤炼

政治品格。

座谈会上，张英和省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党支部书

记汤凤英结合关爱困境女性、关

爱儿童成长等工作，从学习教育

科学统筹、入脑入心，做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等方面工作做了

整体汇报。

熊小兰代表指导组对今日女

报、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她

认为，两个支部高度重视党史学

习教育，工作到位，群众性宣传教

育活动丰富多样，亮点突出，特色

鲜明。她希望全体党员干部要按

照省委部署和巡回指导组的要求，

传承红色基因，深入一线访民情、

察民意，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武阳）“这是谁的房子？怎么

还在修呢？我们下过停工通知

书吗？”5 月 22 日，邵阳市绥

宁县武阳镇妇联主席龙松娥和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黄民

康，还有大队成员龙少华一起，

来到了村里的一处建房现场。

“你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基

本农田？”黄民康一边拍照，

一边定位。

“是基本农田没错。”龙松

娥进行了确认。

“好，我标记上。”龙少华

拿出一瓶红色的小喷漆，在墙

上喷出一个大大的“拆”字。

这一幕刚好被一名路过的

村民看到了，心疼地说 ：“要拆

房吗？人家辛辛苦苦一辈子，

多不容易呀！”

“这个房子是 2020 年 7 月

3 日以后建的，按照相关规定，

在这个时间节点后建在基本农

田上的房子，要见一座拆一座。

我们作为基层干部，最心疼的

就是老百姓，但也没有办法呀！

修房子是要我们来帮忙看地

的，他这未批先建，我们也是

在下村巡逻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们的执法车整天在村子里

宣传，标语横幅打了无数，也

和他本人说过，他也知道。不

听党委政府的话，吃亏在眼前

呐！”龙松娥对群众耐心解释。

从 2020 年 9 月以 来， 武

阳镇妇联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下，配合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下村宣传耕地保护政策，积极

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

采取多种措施强化日常监管，

坚决遏止新增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行为，以“零容忍”的态

度，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至今年 5 月初，该镇已通过执

法行动拆除了 3 处违规建筑物

（或构筑物），并全部按要求复

垦到位。

5 月 25 日，郴州市嘉禾县晋屏镇邓家村，家庭教育指导老

师在给学生讲述红色经典故事。当日，该县妇联在邓家村举办

“学党史·颂党恩·扬家风”故事会，通过分享红色经典故事、

赠送书籍、互动答题等形式，让学生和家长进一步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光辉历史，激发感恩之心，传承红色基因。

摄影 / 黄春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华）5 月 25 日，湖南省妇联副

主席卢妹香为湖南省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授予“全国巾帼文明

岗”奖牌。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汤凤英及基金会全体工

作人员共同参加授牌仪式。

卢妹香对基 金会为湖南的

妇女儿童公益事业做出的积极

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基

金会 继 续 在省妇 联的 指导下，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到今日女报指导工作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

图片新闻

绥宁：保护耕地，妇联奋战在一线

采珍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崔娟斐 胡燕萍）5 月 25 日，

永州市双牌县妇联、双牌图书

馆在明德小学开展“童心向党 

礼赞百年”家校共育共建活动，

全体教职工和 800 余名学生、

家长代表参加。

活动中，各朗诵家庭精神

饱满，用真挚情感歌颂祖国

歌颂党，弘扬优良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大家相继朗诵

了《童心向党》《党是天空》《献

给党的一首诗》等红色作品，

围绕“颂百年风华、传红色

基因”的主题，传递社会正

能量。而通过亲子阅读互动

的形式，也增近了亲子关系，

营造了亲子阅读的氛围。学

校专职心理老师何萍颖还带

领大家做了心理健康操、“捉

虫虫”等互动游戏。

据了解，2021 年，双牌县

妇联将以“颂百年风华 传红色

基因”为主题，以“读史 颂党 

爱国”为内容，继续深入开展

亲子阅读活动。通过举办亲

子阅读主题活动、讲好人民英

雄感人故事、推出优秀献礼短

视频等，团结引领广大家庭诵

读百年党史故事，共读红色经

典，推动爱党爱国爱家的红色

基因在家庭亲子间代代相传。

双牌：举办“童心向党 礼赞百年”家校共育共建活动

在理事会的带领下，发挥奋勇

争先、顽 强拼 搏的巾帼精神，

在新时代奋斗征程中绽放美丽

芳华。

目前，湖南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为全女性公益团队，

成员 11 人。她们用温暖的爱心、

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信心，以

实际行动在抗击新冠疫情、助

力乡村振兴、拓展“云上公益”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卢妹香（右）为省妇儿基金会授

予奖牌。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