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留守老人：
重残奶奶云连线孙子

“3月5日，村里的重残户龙

小玉（化名）想要帮忙交电费，

为解决这一问题，联系了她的孙

子李伟（化名），叮嘱他按时通

过网络为老人交电费。”（摘自陈

亚妹工作笔记）

今年 29 岁的陈亚妹是金盆

镇李仟二村人，2014 年，因为

丈夫工作的变化和怀孕，她辞

去了在外地的工作，回到村子

里。2016 年，脱贫攻坚战役开

始，年轻又懂电脑的陈亚妹被

村委会聘为扶贫专干，2017 年，

村支两委换届选举，陈亚妹又

被大家推举成为村会计。

“金盆镇是离县城最远的

一个乡镇。”陈亚妹介绍，李仟

二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各

项基础设施还亟需完善，村民

们的收入比较单一，村里的重

病重残户比较多，且刚上任时，

村里各项资料都不齐全。为此，

白天，陈亚妹走访各家各户，

到了晚上，就将白天的情况统

计成表格，“时常需要忙到凌晨

两三点”。

在陈亚妹和村支两委以及

驻村工作队的统计下，李仟二村

458户人家有103户被评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随后，这些贫困

户都得到了针对性帮扶，成功

脱贫。2019 年，陈亚妹也被县

里评为“最美扶贫人物”。

5 年的扶贫专干工作让村里

人看到了陈亚妹的能力，2021

年 3月，村里又一次进行村支

两委换届，陈亚妹当选为村妇

联主席。之前的扶贫工作给陈

亚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早

就把村里每一户人家转遍了”。

上任不久后，在村里办公的

陈亚妹就接到了村里82 岁的重

残老人龙小玉的求助，老人家

不会网上缴纳电费，希望陈亚

妹可以帮忙。

“我这一次给她交了，下一

次她家停电了，她是不是又要

再跑一次？”原来，龙小玉因

为意外造成双腿大腿以上截肢，

出行十分不方便。

为此，陈亚妹联系了龙小玉

在外工作的孙子李伟，将老人

家的电表号告诉了对方，教会

了对方通过网络给老人家交电

费。随后，陈亚妹又将李伟拉

进了村里的快递群，让李伟能

够通过网上购物送到村里，让

留守在家的龙小玉感受到晚辈

的关心。

这件事后，陈亚妹开始思

考，是否可以让在外务工的年

轻人通过网络等其他方式关心

在家的亲人们，作为村干部的

她又可以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

色，“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建立了

多个微信群，引导在外工作的

晚辈或者长辈主动了解家里老

人和孩子的生活”。

“前两天，龙奶奶又收到了

她孙子在网上买的大米，可开

心了。”陈亚妹告诉记者。

 

呵护留守儿童：
厌学女孩重新回课堂

“5月20日，给李耀轩（化名）

次女李娇娇（化名）做思想工作，

并劝其去上学……5月21日，入

户回访李娇娇同学是否今日前往

学校就学……”（摘自陈亚妹工

作笔记）

在完成村委会安排的工作

后，一有时间，陈亚妹就喜欢

在村子里走访。她告诉记者，

早几年村里不少青壮年外出务

工，村里剩余的村民大部分是

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随着脱

贫攻坚的完成，越来越多的父

母选择回乡就业，“现在村里还

有40 余名留守儿童和 80 余名

留守老人”。李娇娇和奶奶就是

其中的两位。

5月20 日这天，陈亚妹照

例在村子里走访，突然看到李

娇娇正在和奶奶争吵拉扯。陈

亚妹赶紧上前制止了两人，等

到双方的情绪都稳定后，她才

开始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李娇娇今年初三，

不到一个月后就要参加中考，

但李娇娇突然不想上学了，而

一手把李娇娇抚养长大的奶奶

也不知道原因，更别提一直在

外工作的父亲了。

了解情况后，陈亚妹联系

了李娇娇的班主任、校长和学

校的心理辅导老师，请他们到

李娇娇家里来一趟。随后，陈

亚妹又尝试和李娇娇沟通，但

是李娇娇一度拒绝，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不出来。

等到老师到来，李娇娇终

于从房间出来，随后陈亚妹又

尝试了好几次单独和李娇娇聊

天，最终，李娇娇终于答应回

到学校，继续学习。

李娇娇回到学校，老师也

打来电话告知情况后，陈亚妹

终于放下心来，并将这件事记

录在工作笔记里。

如今，这些家长里短的小

事已经写满了陈亚妹的工作笔

记，在她看来，这些事虽小，

却关系到每家每户，也正是这

些小事，让村民们更加信任她。

在刚刚过去的县级人大代表选

举中，她以接近满票的优势成

为了新一届新田县人大代表，

“往后的工作，我要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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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工作笔记：
村妇联主席笔下的家长里短与柔情大爱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记录
工作笔记的习惯。”陈亚妹是
永州市新田县金盆镇李仟二
村妇联主席，自今年 3 月村
支两委换届，她被村民选举
成为村妇联主席以来，就延
续了作为扶贫专干时的工作
习惯，每隔几天就要将近段
时间完成的工作记录在工作
笔记上。 

8 月 30 日， 陈 亚 妹 和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分享了
自己的工作笔记，她告诉记
者，不管是会议还是入户走
访，亦或是心里感想，她都
会详细记录在工作笔记里，
从 2017 年至今，陈亚妹已经
写完了厚厚的 5 本笔记本。

如今，成为了村妇联主
席的陈亚妹感觉责任更重大，

“比起其他岗位，村妇联主席
更需要从细微处考虑群众的
方方面面”，而年轻的陈亚妹
也暗暗决定，“要为更多的留
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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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联 2021 年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亮点频出
让孩子们过了一个有意思更有意义的暑期

丰富暑期活动
“暑期是中小学生重要的休

整期，对精神文化和旅游娱乐

需求强烈。我们各级妇联充分

利用鲜活的红色教材，开展主

题鲜明、形式新颖、生动有趣

的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和党史

学习教育，引领孩子们学党史、

颂党恩，坚定不移地听党话、

跟党走。”湖南省妇联副主席方

琼介绍。

长沙市妇联和阅量亲子阅

读推广中心联合开展红色故事

线上直播《老一辈革命家怎样

读书？》，1000 余名观众观看并

积极互动；湘潭市妇联举办“红

色家风”宣讲活动 120 场次，

参与人数达 5000 余人；株洲市

妇联“稻花香”学习小组走进乡

村，招募妇联执委和妇女代表

作为管理员兼领读人，组织交

流沙龙，开展读书活动；岳阳

市屈原管理区妇联举办“大手牵

小手，红色教育润童心”乡村夏

令营。

开展“三防”教育
针对暑期儿童溺水事故高

发、留守儿童在家缺乏监护、

新冠疫情再次暴发等问题，省

妇联启动开展“暑期安全行·

防溺水”专项行动、深入实施“青

春期性教育安全保护权益课程

直通车”项目、迅速开展新冠

疫情家庭防控工作，筑牢儿童

保护的家庭防线。

省妇联积极与省教育厅协

调，联合发文推广湖南省网上

家长学校在全省中小学（幼儿园）

开通，促进公益服务资源全覆

盖，惠及广大家庭和儿童。

截至 8月23日，湖南省网

上家长学校用户超 374万人，已

开通学校 12796 所，课程学习

点击量超 7434万人次。

湘西州高新区妇联开展“爱

在身边 同心抗疫”志愿服务活

动暨妇联执委妈妈看护队行动；

衡阳市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49

名妇联执委和村委会成员组成

了三支巡逻队，时刻敲响防溺

水“安全”警钟；怀化市辰溪县

妇联组建宣讲队，深入开展“护

花绽放”儿童权益保护宣讲进

乡村活动。

深化“美家美妇”行动
暑假孩子无人看管、心理

空虚、玩手机看电视容易诱发

“暑期综合症”成为广大家长

亟需破解的难题，全省各级妇

联深化“美家美妇暖童心”行动，

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提供

亲情陪伴、心理疏导、生活照顾、

困难帮助。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组织

艺术老师赴张家界市慈利县高

峰乡雪莲村、东岳观镇北平村

开展“送艺术下乡”活动，当

地 160 余名少年儿童参与；湘

西州妇联成立了1692 支“执委

妈妈”看护队，20054 名执委

当起了29782 名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的“代理妈妈”；永州市

冷水滩区杨村甸乡陡角头村举办

“爱心助童”乡村夏令营，“心理

咨询师 +志愿者”为近 50 名留

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户外拓

展等关爱服务。

文 / 付瑞芳

临近开学，怀化市溆浦
县卢峰镇中学学生宋星莹动
情地说：“快乐的时光永远
是短暂的。今年‘点亮青春、
爱心助童’夏令营带给我的
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温暖，
让我度过了一个有意思更有
意义的假期！”这是湖南省
妇联广泛发动开展“学党史
颂党恩 守护安全伴成长”暑
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的一个
生动缩影。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全省约 21 万名妇
联执委结对帮扶超 29 万名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30 余
万名志愿者参与暑期关爱服
务活动 83 万余次，惠及 320
余万名家长和儿童。

陈亚妹入户了解单亲家庭困境
学生生活与学习状况。

参与村务工作以来，陈亚妹已
经累计写了 5 本厚厚的工作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