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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代浪尖，湘妹子有了更多出彩机会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她们抗争、拼搏，开拓、奋进，牺牲、奉献，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为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激扬巾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力，唱响巾帼之歌，抒写了一部壮阔的中国妇女运动史。

传承红色基因的湖湘女性，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当之无愧发挥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作用。
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推出“湖湘妇运百年”特别策划，全景式讲述 1921~2021年波澜壮阔的湖湘妇女运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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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
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
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2015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全球妇女峰会上讲话期
许女性同胞的未来。建功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发现青蒿素的屠呦
呦、勇敢飞天的刘洋、感动中国
的张桂梅、代表中国奋斗精神的
中国女排……亿万女性与祖国共
奋进，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芳华，
让新时代铺陈出迷人玫瑰色。

 在湖南这片热土，湘妹子同
样投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在新
冠肺炎防控、打赢脱贫攻坚战、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中，彰显“她
力量”，绽放“她风采”，展现“她
智慧”。同时，湖南妇联改革成效
初显，更多优秀女性进入妇联队
伍，为妇女儿童事业添砖加瓦，
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
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添光增彩。

大事记

2015 年 12 月下旬，湖南省妇联

成立全省巾帼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 7 次召开党组会研究全省巾

帼脱贫工作，制定《2016-2020 年湖

南省妇联脱贫攻坚工作规划》等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加强

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意见，2017 年 6

月，省委办公厅印发了《湖南省妇联

改革实施方案》。同年，湖南省全面

推进乡镇妇联区域化改革和村(社区 )

会改联工作，截至当年 10 月，全省

妇联完成换届，村 ( 社区 ) 完成妇代

会改建妇联。

2020 年 3 月 8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公布：在

驰援武汉的 4.2 万医务人员当中，女

性医务人员有 2.8 万人，占整个医务

人员的 2/3。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13

名湘妹子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2 名湘妹子荣获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

2021 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全面胜利。湖南 66 个集体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90 名个人荣

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故事汇

扫一扫，分享湖湘妇运
百年更多精彩内容

湖南是精准扶贫首倡地，

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到 2020 年底， 全 省 682 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1个贫

困县、6920 个贫困村全部脱

贫摘帽，交出了“精准扶贫、

三湘巨变”的湖南答卷。

 这当中，同样凝聚了湘

妹子的智慧。

永州市零陵区委常委欧

阳小婷，在任该区邮亭圩镇

党委书记时，悉心做好易地

搬迁扶贫工作，引进企业入

易地搬迁小区，打造了易地

搬迁扶贫“菜地模式”，让

贫困户安居乐业、增收脱贫。

今年 4月30日，她被湖南省

委省政府授予“湖南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2013 年 5月的一天，长

沙市岳麓区湘麓国际小区物

业零点撤岗了。小区物业管

理瘫痪，停水、停电、电梯

停摆，保洁、保安全部不见

踪影。小区生活垃圾堆放在

外面散发阵阵恶臭，小区业

主、第一届业委会、开发商、

物业各方利益冲突不断、矛

盾错综复杂。

 麓丰社区兼职妇联副

主席廖慧挺身而出，各方奔

走，在区住建、街道、社区

的指导下，依据业主自治原

则，推选出单元长、业主代表，

成立业主理事会、议事机构

等，积极推进小区顺利召开

疫情防控中的她力量

8 月 25日 8 时，长张高

速张家界东出口缓缓驶出第

一辆车，离张通道开启；设

立许久的挡板一一拆下，被

临时“斩断”的街道逐渐恢复；

车辆依次有序通过，许久不

现的“车水马龙”终于又见；

人们走出“封闭”许久的小区，

满脸都是喜悦的模样。

 当天，张家界市全域均

为低风险地区。这一刻，多

少人欢呼雀跃！

 从 2020 年初那场没有

硝烟的新冠肺炎抗疫战争中

走出来的湖南人没有想到，

始于江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的疫情会波及全国，长沙、

脱贫攻坚中的她风采

村 民 为
邓 和 平

（左）点
赞。

基层治理中的她智慧

常 德、 株 洲、 张 家 界、

湘西等地相继出现关联

病例，牵动了无数湖南

 邓和平曾是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吉首市财政局、

档案馆联合派驻乾州街道社

塘坡片区关侯村的扶贫工作

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她

2015年3月到关侯村扶贫时，

全村人均年收入仅为 2350

元。当时，为了提高村民收入，

邓和平和工作队在村支两委

的支持下，一方面鼓励村民

外出务工，一方面发展产业

扶贫。其中，稻花鱼产业更

是得到发展壮大。如今，全

村人均年收入已上万元。而

关侯村早在 2017 年就已经

脱贫。

 为了扶贫事业，邓和平克服了

重重困难。刚到关侯村时，因为条

件有限，她在会议桌上睡了一年多；

没有地方洗澡，她就在夜深时提两

桶水在楼梯间摸黑用水冲一下。此

外，她还 4 次住院。

今年 3 月 1 日，关侯村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原来，村民们自发

用苗家人最高礼仪欢迎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的邓和平回家。

 “秋收季节，正是捕捉稻花鱼

时，关侯村正宗稻花鱼，肥而不腻，

汤浓而鲜，可口入味。尝尝味道好

极了。”9 月 4 日，邓和平又在自

己的朋友圈“打广告”。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道路上，湘妹子

们依然在努力。 

业主大会并选出新一届业委

会，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

士研究生毕业的廖慧被推选

为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主任。

 随后，她马不停蹄地引

领业主依法依规进行新物业

招标，仅 2 个月时间内完成

选聘新物业招标、评标等工

作，新物业迅速入场。同时，

她组织业委会团队逐一梳理

和化解小区主要矛盾，在督

促物业提升服务水平的基础

上，不忘业委会成员自身建

设和能力的发展，以及小区

的建章立制……

 如今，小区新的垃圾房已如期

建好，道闸系统、监控系统完好如

初，变压器、电梯机房升级改造完

成。小区由乱到治，华丽转身。

 在长沙的基层妇联组织中，像

廖慧一样的研究生可不少。长沙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文方介绍，在

2021年长沙市社区（村）“两委”换

届工作中，进入妇联队伍的女性，

有博士研究生 2人、硕士研究生 86

人、大学本科学历 2804人。 

实际上，全省妇联系统通过一

系列改革，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优秀

女性进入妇联组织，壮大了妇联队

伍，提升了基层妇联组织的凝聚力

和影响力。

廖慧从三
尺讲台走
进基层妇
联，组织
各类志愿
服务和文
体活动。

人的心。

 但湖南人没有害怕，湘妹子

也没有退缩，她们再次走在前列，

义无反顾。

 颜娣娣，张家界市永定区大

庸桥街道办事处且住岗社区妇联

执委，自参加本轮抗疫工作起，

就从未见过自己的 3 个小孩——

13 岁的大女儿，10 岁的双胞胎

儿子，因为她每天有大量的工作。

每次做核酸检测时，她都是现场

信息录入者，和医生一样穿着防

护服，等1800 多人做完核酸检

测，她和医生一样全身衣服汗湿。

脱下防护服，她还要到社区做台

账、把辖区内人员信息输入电脑

登记、打印资料等，几乎每天都

是晚上12 时后才回家休息。“不

和孩子见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颜娣娣说。

实际上，自从 2020 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湘妹子就勇

敢投身于这场战疫中。湖南省

妇联组织动员全省五级妇联干部

及妇联执委近 51万人迅速行动，

积极争当防控宣传员、疫情排查

员、特殊家庭关爱员、情绪疏导

员、复工复产联络员，开展为医

护家庭送“暖心菜”“暖心箱”“暖

心课”“暖心家书”等活动，用

实际行动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巾帼力量。

工作中的颜娣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