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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 ”

推动妇女享受基本社会保障，支持妇女广泛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多方力量帮助留
守儿童成长……近年来，在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不断
落在实处，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解。

扶持妇女创业
带动妇女就业

一间车库、一张桌子、一部
手机，是张琴最初创业的全部家
当。 几年前，黑龙江省绥棱县下
岗女职工张琴凭着护理专业功
底，成立了绥棱龙妹家政服务中
心，招收培训学员，还帮着对接
家政工作。

但没想到， 老师到了位，却
招不来学员，借来的几万块“只
出不进”，中心勉强维系。虽然当
时学员不多， 但张琴尽心竭力，
边学边教：白天走街串户访客议
价；晚上授课，培训护理技巧和
礼仪；深夜自学，翻书查资料先
学一步……

“学员报名可免费学习，学
费由政府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的形式发给学校。 ”转机发生在
2016 年末，县人社局一通电话，
让张琴兴奋不已，人社部门还提
出在县、乡、村三级劳动就业社
会保障服务所（站）发放就业手
册，推介龙妹家政服务中心。

另一边，县妇联的工作人员
也上了门，邀请张琴参加“巾帼
志愿主题宣讲”， 每年走遍全县
六镇五乡，进村入户教授护理知
识，同时进行招生宣传，扩大生
源。 通过县妇联，张琴还加入了
黑龙江省家庭服务业协会，不仅
获得 10 万元创业资金， 还成为
家政联盟会员单位，线上共享省
内各地用工信息，也能与省外家
政服务中心联合办学。

“缺钱少人”的问题双双解
决，还多了就业推荐渠道，中心
驶入发展快车道。“那一年，报名
人数翻了番，老师的薪水、教学
的模具，都有保证了。 ”张琴说。

“我们发挥女性社会组织优
势，搭建创业平台，推动见效快
的女性创业项目就地转化，带动
更多妇女就业增收。 ”黑龙江省
妇联副主席李莉介绍，5 年来，
全省培育女性创业点 1060 余
个， 带动超过 10.9 万名城乡女
性就业。

目前，绥棱县有技能培训机
构 8 家，不少妇女通过新技能开
启了新生活，东林村村民王平就
是其中之一。

3 年前， 家人生意亏本，欠
下债务， 常年务农的王平决定
外出打工。 碰巧张琴进村宣讲，

“上课政府补贴， 吃住学校全
包！ ”听到这话，王平很快搭车

进了县城。
“买了一摞书、几个本子，我

就在‘龙妹’住下了。 ”吃住学都
在龙妹家政服务中心，王平连上
三门课程，接连考下母婴护理师
资格证、 推拿按摩师资格证、公
共营养师资格证。

学来新本事， 就业渠道多。
王平回忆，各类微信群和公众号
里，常有人社部门和妇联组织的
招聘活动，不少专为女性求职者
服务———“春风行动·女性就业
专场”直播云聘会、“绥棱就业大
集”女性专场招聘会、“妇联喊你
来上岗”进企参观就业活动……

“我们坚持固定时间、固定
地点举办招聘活动，每周至少一
次。 ”绥棱县人社局就业服务中
心主任于阴涛介绍， 依托 94 个
就业服务平台，绥棱县全面掌握
企业用工需求、 劳动者就业意
愿，建立起再就业信息库，精准
对接岗位。

保障母婴安全
关注妇女健康

看着 3 个多月的宝宝挥着
小手冲自己咯咯笑，钟春霞发自
内心地高兴。 今年 39 岁的她家
住江西省新余市， 时隔 12 年再
次当妈妈，对她来说颇为不易。

得知怀孕的第二天，钟春霞
就出现先兆流产症状，在医院保
胎一周，监测到胚胎发育正常后
才回家；妊娠 32 周时，钟春霞得
了流感， 胎心率一度高达 200
次/分，医院精准诊疗，第二天胎
心率就降了下来……今年 7 月
底，钟春霞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相比第一胎，现在医院的
生育服务保障、技术水平提升不
少，几次小波折都有惊无险。”钟
春霞感慨地说。 由于是高龄产
妇，她做了唐氏筛查、无创基因
检测等检查， 排除妊娠风险；孕
期建立了健康档案，网上申请生
育险，半天就办下来了。

钟春霞的感受是近年来新
余市强力保障母婴安全的缩影，
推进孕产期保健集中管理，特别
是高龄高危孕产妇等重点人群
的分级分类管理和服务，新余市
还强化婚前孕前保健，提升产前
筛查诊断能力，扩大新生儿疾病
筛查病种范围，探索出生缺陷预
防闭环管理，实行婚检、婚登、孕
优检“一站式服务”。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
康处处长叶颖介绍， 近年来，江

西开展建档、健康体检、风险评
估、高危管理、危重症转诊等妇
女孕产期集中系统管理，建立了
108 家县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 派驻专家到上一年度孕产
妇、新生儿死亡率较高的地区蹲
点指导，产前筛查网络覆盖到所
有县市区。

近 10 年来，江西省孕产妇
死 亡 率 从 12.53/10 万 降 至
5.23/10 万， 降幅达到 58.26%；
婴 儿 死 亡 率 从 10.09‰ 降 至
3.49‰，降幅达到 65.41%。

“服务生育全过程的同时，
我们还关注生命全周期。 ”叶颖
说， 推动妇女健康服务更加惠
及民生， 努力缩小城乡服务水
平差距，实施农村妇女“两癌”
检查、 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
形、 地中海贫血防控等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

10 年来， 江西省逐步实现
妇女“两癌”检查全省城乡全覆
盖，累计为 601.4 万名适龄妇女
开展宫颈癌检查， 为 221 万名
妇女开展乳腺癌检查， 查出宫
颈癌前病变 15837 例、 宫颈癌
2089 例、乳腺癌 1233 例，推动
女性常见肿瘤的群体防治和早
诊早治； 为 484 万余人次增补
叶酸， 叶酸缺乏所致的神经管
畸形发生率大大降低， 不再位
列出生缺陷发病率前十位；为
26 万名脱贫地区服务对象提供
地中海贫血防控服务， 通过产
前诊断成功阻断 236 例中重型
地中海贫血的发生。

汇聚多方力量
关爱留守儿童

“妈妈，我还想让你
回来陪我过年，
要带上答应给我
买的单车， 我想
骑给奶奶看，
让 她 也 开 心
开心！ ”10 月

的最后一个周末，13 岁的文智
明隔着社区干部的手机屏幕，
见到了在省外打工的妈妈。 文
智明是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
鹉溪镇青中村人，年幼丧父，母
亲为了维持生计， 只能外出务
工， 自己跟着奶奶生活。 2018
年，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他们一家搬到县城双塘街道丽
景社区， 文智明就近转入思南
县第七中学就读。

生活与学习环境的变化，加
之大人不在身边，文智明一度厌
学逃课。

“整个社区共有 8 名留守儿
童， 全是从全县各地搬过来的。
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孩子，社区
干部坚持‘一周一走访’，文智明
的情况就是这样掌握的。 ”一番
了解之后，丽景社区党委副书记
蔡燕立即联系学校老师，共同上
门做工作，“我们还向县教育局、
民政局和妇联提交特殊家庭教
育补助申请，经过一段时间的心
理疏导和政策帮助，这个孩子已
经顺利返校学习，并且成绩有了
明显进步。 ”

同时， 蔡燕还找到了文智
明母亲的联系方式， 叮嘱社区
干部每周走访时， 帮助孩子通
过视频聊天增进亲子感情。“孩
子的成长路上，亲情、监护、
关爱， 样样不能缺位。
实在无法解决的，各级
干部要担当作为，健全
关爱服务。 ”

落叶纷飞，天气转寒。 思南
县三道水乡三河社区的“四点半
课堂”热闹依旧。 乡幼儿园的刘
长英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唱儿歌。

“针对留守儿童的课后学习
问题，乡里成立三道水乡新时代
文明实践助学支教服务队、童心
守护志愿服务队，建立‘四点半
课堂’。 ”刘长英介绍，对于转移
就学的留守儿童，按照“免试、就
近、划片”原则，简化办理入学手
续，积极安排学生入校就学。

与此同时，三道水乡将全乡
留守儿童纳入台账管理，明确 1
名村干部和 1 名联户长落实包
保责任， 要求做到每周一走访，
每月一汇报，尽可能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

贵州是外出务工大省，仅
2021 年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就
超过 300 万人，贵州把关爱留守
儿童成长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来抓，从孩子的保
护、监护、帮扶、关爱等方面入
手，创新完善服务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留守
儿童之家’建设，丰富课外活动
服务内容，设立家长联系热线。 ”
思南县民政局副局长郭跃芳表
示，要汇聚多方力量，共同帮助
孩子健康成长。 （据《人民日报》）

各地不断加大力度
保障妇女权益 呵护儿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