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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习近平回信勉励新安小学少先队员
祝全国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据新华社消息 在“六一”国

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5月30日给江苏省淮安市

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对

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

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学校

是“新安旅行团”的母校，你们在

信中表达了对学校红色历史的自

豪之情，也说到了你们学习党史

的收获。习近平指出，当年，在

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

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以文艺为武器，唤醒民众抗日救

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

奋进的精神风貌。希望你们结合

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

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

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

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安小学由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在1929 年创办。1935 年10月，

该校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

家的关怀指导下，积极宣传党的

主张，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

足迹遍及全国22 个省份，为争

取抗战胜利、全国解放做出了贡

献。近日，新安小学五（8）中队

的少先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学习校史和党史的收获体会，

表达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的决心。

湖南省妇联积极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
学党史、颂党恩、扬家风

创新红色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坚
定理想信念

湖南各级妇联立足全省丰富的

红色资源，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课

堂、进家庭、进头脑，引导少年儿

童坚定理想信念，传承革命薪火。

省关工委、省妇联联合指导省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用红色研学情景

剧为主线，以舞蹈、演奏、合唱等

形式，创新打造了“童心向党 薪火‘湘’

传”庆祝“六一”儿童节主题晚会，

近 200 名孩子参加演出，84万人线

上观看。常德市妇联举办了“我心

向党 亲子同行”党史知识家庭竞赛，

500 多组家庭踊跃参与，在全市掀

起了家庭学党史、颂党恩、树家风

的热潮。永州市妇联、市公交公司

打造“‘莲姐姐’亲子红色游”活动

品牌，第一期参与家庭在红六军团

指挥部旧址听红军故事，唱红军歌

曲，穿红军服装，组建红军队伍，

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同时，联合开展

“童心向党 我是小小接班人”党史

知识抢答赛，活动历时 2 个月，覆

盖该市 80 余所中小学、近万名学生。

湘潭市妇联开展庆“六一”暨红色

家风“三进”（进社区、进学校、进

家庭）试点工作成果展示活动，用

一个个生动的红色家风故事，让广

大家庭和孩子们受到思想的洗涤。

加强关爱保护，促进少年儿童
安全健康成长

湖南各级妇联积极争取党委政

府重视，联合开展“六一”走访慰

问，大力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

《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法

律法规，营造有利于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郴州市委书记刘志仁率队走访

慰问北湖区保和中心学校、汝城县

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和文明乡东

山村小学学生，观看小小宣讲员讲

家风故事，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发

放慰问品。永州市委书记严华率队

走访慰问该市特殊教育学校、零陵

区中山路小学学生，参观建党 100

周年主题剪纸及向日葵工程展板，

观看“党的故事我来讲”演讲、手

语红歌团手语“唱”红色歌曲，红

色文化辅导课等，并为残疾儿童、

贫困儿童等送上慰问金。

湖南省妇联则通过“湘妹子”全

媒体，开展《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年度宣传，并组织发动各级

妇联以多种形式开展强势宣传。各

级妇联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湖南省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实施。省妇联

还举办了女童权益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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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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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湘阴县妇联

牵头举办“女童权益保护”宣讲网络

直播活动，妇联主席当主播，检察

长成“网红”，引来18万人关注。

发动“美家美妇”，增强少年儿
童的获得感、幸福感

湖南各级妇联组织动员“最美家

庭”、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与少年儿童息息相关的

实际问题，切实增强少年儿童的获得

感、幸福感。

省妇联深入开展“爱党爱国爱家

乡 美家美妇写家书”活动，发动广

大家庭和妇女围绕“中国梦我的梦”、

“感党恩跟党走”等主题，抒写家国

情怀，讲好湖南故事，传递爱党爱国

爱家乡的正能量。组织亲子诵读红色

家书、革命家书、潇湘当代家书，述

家国情怀，做红色传人。常德市妇联

开展“六一颂党恩 携手共成长”三下

乡百场公益活动，在偏远农村学校进

行儿童职业体验，通过模拟和体验

警察、医生、军人等30 余种成人职

业，引导同学们掌握生活技巧，感受

职业乐趣，树立远大理想。益阳市

妇联举行“巾帼益家亲”“爱心妈妈”

结对帮扶留守（困境）儿童启动仪式，

发动女党员干部、女企业家、三八

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和巾帼志愿者

们加入“爱心妈妈”队伍，让更多的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得到关爱。岳

阳市妇联持续开展“种爱计划”关

爱留守流动儿童公益活动，通过“美

家美妇”与留守儿童进行书信往来、

精神陪伴，为孩子们提供心理及生

活指导等帮助。邵阳市、湘西州等

妇联分别开展“童心向党 传递梦想”、

“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庆

“六一”儿童节志愿活动，志愿者们

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

组织孩子们画党旗国旗、开展“翻山

越岭”童心游戏，并发放了节日礼物。

衡阳市则广泛征集家风故事，培训

故事讲述者，深入开展“听党话 跟

党走”好家风好家训巡讲活动。怀

化市妇联开展“点亮微心愿 .党群圆

梦行”情系事实孤儿活动，为事实

孤儿发放“拾穗行动”资助款，并

收集、帮助实现孩子们的“微心愿”。

常德市举办党史知识家庭竞赛总决赛
我心向党 亲子同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 通讯员 李裴嘉）“中国

共产党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首

次尝试出现在何时？”主持人刚

念完题目，赛场上的 8 组家庭

代表纷纷按下抢答键抢答，最

先抢到机会的 3 号家庭的孩子

胸有成竹地回答 ：“广州起义。”

这是 5月 30 日，常德市广

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市妇联正

在举办的党史知识家庭竞赛总

决赛现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戴君耀、市政府副市长周代

惠、市政协副主席熊国建、省

妇联家儿部部长黄兰香等出席

活动并为获奖家庭颁奖。

“我心向党 亲子同行”党

史知识家庭竞赛活动自3月启

动以来，得到了全市广大家庭

的热切关注与支持，市直妇委

会、各区县（市）妇联组织 500

多组家庭参赛，在全市掀起了

家庭学党史的热潮。经过层层

选拔，5月15 日于柳叶湖旅游

度假区管委会举办半决赛 2 场，

共 19 组家庭参加，8 组家庭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

决赛设“妙趣横生”“初露

锋芒”“谁与争锋”“时不我待”

四个环节，通过家庭才艺表演、

党的“四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相关知识抢答展开较量。现

场气氛热烈，更有“沅水童声”

朗读团献“声”六一，亲子家庭

用小爱歌唱大爱。

经过激烈角逐，石门县刘

瀚宁家庭、侯晟可家庭获一等

奖，入围 2021 年市级文明家庭

考察对象；武陵区郭宸瑞家庭、

桃源县左子贤家庭、澧县颜楠

家庭获二等奖；汉寿县陈錾羽

家庭、鼎城区鲁欣宜家庭、汉

寿县袁彦歆家庭获三等奖。此

外，11 组家庭获优秀奖，武陵区、

汉寿县、石门县妇联获优秀组

织奖。

常德市妇联主席宋磊介绍，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以榜样的

力量，激励和带动更多的家庭

学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争做家庭文明的实践者。

同时，号召全市广大家庭从百年

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实

际行动赓续红色基因，以信仰

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汇聚起高

水平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市的

家庭力量。

近 期， 湖 南
各级妇联牢记全
国 妇 联 党 组 书
记、副主席黄晓
薇来湖南调研时
的殷殷嘱托，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充分运用湖
南丰富的红色资
源，学党史、颂
党 恩、 扬 家 风，
开展了精彩纷呈
的“六一”国际
儿 童 节 庆 祝 活
动，引导少年儿
童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让
广大少年儿童度
过 了 一 个 健 康、
快乐、有意义的
节日。

郴州市委书记刘志仁为汝城县文明瑶族
乡第一片小学的孩子们发放慰问品。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通讯员 付瑞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