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周文远 刘国英 夏小）近日，

永州市江永县10 名医护人员，

统一坐车赶往市卫健委，与其

他医护人员��永州市���医护人员��永州市���

阳医疗队，驰��阳市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时间紧、任务急，前一

晚 11 点，接到市卫健委的通

知：要求于第二天早上 6 点

30 分赶到永州市集合。参与

调度的所有工作人员基本上

一夜未睡，�建工作群，迅

速通知医院领导及队员们做

好出征的相应物品物资准备、

个人核酸检测等事项，并�

织队员们进行核酸采样与个

人防护的技能操作强化培训，

保证准点集合。

 这�医护队伍由共产党员

何少波带队，他和唐丽萍已是

第二次出征驰�市外地区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他肺炎疫情。�� ��，他疫情。�� ��，他

们作为江永县��株洲的医疗

队员，工作在株洲市疫情防控

一线，这次再次出征，他们满

怀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履职

尽责，做好自身防护，确保健

康出征、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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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杨
柳）快来设计你心中专属卡面

吧！ 4 � 26 日，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官方微信

号“湖南邮政微金融”向社会大

众发出“湘融湘爱 · 新市民”

联名卡卡面设计有奖征集。征集

时间至 5 � 31 日，最高奖金达

3000元。设计作品要求寓意深刻、

创意新颖，设计辨识度高，构思

简洁大方，能够体现湘融湘爱 ·

新市民卡主要特点和功能，体现

“湘融湘爱”主题理念。只要你

足够有创意，可将作品发至邮箱

1104375213@qq.com。征集具体

要求可扫描文中二维码了解。

据悉，“湘融湘爱”是湖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交

通运输厅、省�工会、共�团湖厅、省�工会、共�团湖、省�工会、共�团湖

南省委、省妇联等共同推出的湘

字号关爱农民工服务保障品牌。

“湘融湘爱·新市民”联名卡为新

市民们提供在创业、就业、住房

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

 今日女 报 / 凤网讯 ( 通讯
员 何湘芸 )“张阿姨，这是我画的

彩色太阳，送给您！”4�25日，

由湘潭市妇联、雨湖区妇联在金

庭宝庆路学校开展“少�儿童心

向党——亲子共沐书香 强国复兴

有我”主题红色家风亲子阅读活

动上，黄靖耘小朋友把他画的藏

有心愿的彩色太阳送给湖南省妇

联党��员、副主席张媛媛。

活动以家庭亲子阅读红色经

典为主线，通过演绎瑞金红井的

故事，让大家重温“吃水不忘挖

井人”红色记忆；家长代表周燕

和她的孩子彭子骞分享红色亲子

故事《永远的九岁》；家长代表谭

芳和她的孩子分享了亲子阅读《四

个太阳》。

划重点！湖南省妇联下阶段工作部署来了
今日女报 /凤网讯（通讯员 王

诗剑 徐文）4�22日，2022 �全

省妇联工作视频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妇联机关部室、直属单位、省

直妇工委负责人参加会议。市州

妇联设分会场。省妇联党��员、

副主席张媛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妇联党��员、副

主席钟斌传达学习了《全国妇联

“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方案》。省妇

联副主席卢妹香传达学习了张庆

伟、朱国贤同志关于“利剑护蕾”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重要批示精

神。省妇联党��员、副主席张

媛媛传达学习了全国妇联十二届

四次执委会、省工�妇科 4 家群

团�织工作汇报会精神，并部署

全省妇联下阶段重点工作。

 卢妹香指出，全省各级妇联

�织一定要自觉增强责任感、�命、�命�命

感，把预防未��人性侵、维护

女童人身权益工作作为妇联�织

的“一把手工程”，合力推进“利

剑护蕾”专项行动。要充分发挥

各级执委作用，对危害妇女儿童

人身权益的线索继续开展常态化

排查，推进“一站式”取证救助

中心开展工作。

张媛媛强调，今�是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是贯彻落实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

做好下阶段工作，一要以“巾

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为主题，

开展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二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进妇女理想信念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四史”宣

传教育持续深入开展；三要始终

绷紧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这

根弦，及时发现推动处置有关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维护涉

妇女领域的政治安全；四要持续

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湘

妹子能量家园工程”等巾帼建功

系列活动；五要强化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推进家庭教育�持

服务；六要推动解决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重难点问题，推进“利

剑护蕾”专项行动；七要以更

实的举措把妇联改革向纵深推

进，开展好党建带群建市州绩

效考核工作，以优异�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湘潭家庭亲子阅读活动，让红色家风飘进万家
少年儿童心向党

张媛媛对此次活动给予了肯

定，特别表扬了留守儿童合唱团

孩子们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她

要求，学校和社区通过深入开展

系列红色家风亲子阅读活动，不

仅让每个家庭爱上阅读，迷上经

典，更�红色家风进校园能全方

位、多形式推进，让红色�为立

德树人的鲜亮底色。

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

长黄兰香、市妇联主席涂敬阳、

雨湖区政府副区长陈博参加活动。

�奖征集

“湘融湘爱·新市民”联名卡设计等你来做主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罗潇）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近期，长沙县博才

高塘坪实验小学开展“新时代好

少� 强国有我”主题教育征文、

朗诵及演讲活动。通过班赛、�

级赛的层层选拔，共有 27 篇征

文，� 个朗读，20 个演讲入围校

赛。

在征文中，孩子们紧扣主题，

以铿锵的文字，呐喊出“新时代

好少� 强国有我”的�春誓言。

在演讲和朗诵比赛现场，选手们

声情并茂、慷慨激昂。他们或回

顾历史，讴歌为中国革命事业抛

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或着

眼时事，表达对冬奥会中顽强拼

搏的奥运健儿的敬意；或立足现

实，歌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的��

群最可爱的人。经过两个多小时

的激烈角逐，最后评选出朗诵比

赛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4 名，二

等奖 3 名；演讲比赛特等奖 1 名，

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12 名。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

活动不仅展示了学生健康活泼、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

高小少�一心向党的决心，为学

生的健康�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强国�我

长沙县一小学主题教育活动��新�������新������新�����

扫一扫，报名
“湘融湘爱 ·
新市民”联名
卡卡面设计。。

衡阳市为妇女儿童送上“大礼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唐海强）4�21日，衡阳市

举行《衡阳市妇女儿童发展

规划（2021-2025）》（以下简

称《规划》）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上，市政府妇儿工委相关

负责人就《规划》进行了解读，

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教育局

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重点任务和重

大项目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本次颁布新《规划》，其

中妇女发展规划分 � 个领域，

设置了7� 项主要目标、90 项

策略与措施；儿童发展规划

由 7 个领域��，设置了76

项主要目标、�7 项策略措施。

与上一周期两个规划相比，新

《规划》既保持了延续性，又

具有新的特色和亮点。一是注

重对妇女儿童政治思想引领思

想教育；二是确保妇女全生命

周期享有良好卫生健康服务；

三是完善家庭生育、养育、教

育的政策措施。与上一轮规划

相比，新《规划》新增了妇女

与家庭、儿童与安全、儿童与

家庭三个领域，充实完善了�

持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政

策措施等。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

人纷纷表示，将压实部门责任，

推动《规划》落实落地，让妇

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张家界永定区：
适龄妇女开展“两癌”免费检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田贵学 胡春云）4�21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两癌”免费

检查工作�式�动。此次检查查工作�式�动。此次检查

对象为该区近三�未参加过

国家、省、市“两癌”免费检

查且具有永定区户籍的 35~64

岁农村与城镇近 �000 名农村

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人

口，为她们提供“两癌”免费

检查服务，力争目标完�率达

100%。

为确保此次“两癌”免费

检查顺利开展，永定区对“两

癌”检查人员开展了一次集中

培训，提高医疗人员的技术水

平和服务质量，承担“两癌”

检查人员培训覆盖率达 95%

以上。检查过程中，医护人员

积极主动与前来检查的妇女检查的妇女查的妇女

亲切交流，了解情况，告诉妇

女群众如果有困难，可以向妇

联�织反映，大家一起想办法，

渡难关。

据 了 解， 从 2016 � 起，

湖南省将农村适龄妇女和城镇

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宫颈

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纳入全

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7�来，

永定区累计完�“两癌”免费

检查人数逾 6万人，共有 23�

名“两癌”贫困母亲每人得到

了1万元的救助金，救助金额

达 23�万元。  

永州江永县：
10 名医护人员驰援邵阳抗击疫情

4 月 21 日，
永 州 江 永
县 抗 疫 医
疗 队 驰 援
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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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少年儿童心向党——亲子共沐书香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红色
家风亲子阅读活动在湘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