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徐鹏
航）国家卫健委官网近日发布《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问答》，明确现阶段，我国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对象为18周岁及
以上人群，将60岁及以上老人纳入接
种范围。60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效果如何？需要注意什么？专家
表示，建议接种，但需注意基础性疾
病。

国家卫健委表示，60岁及以上人
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
险人群。Ⅰ/Ⅱ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
该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
与 18~59岁人群相比，接种后中和抗
体滴度略低，但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
提示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也会产生一
定的保护作用，建议接种。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提醒，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病的比
例较大，但又是预防新冠肺炎需要保护
的重点人群，因此在接种疫苗过程中应
特别关注。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
人，如果其基础性疾病通过常规治疗已
经得到很好控制，则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如果基础性疾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则
应根据医生建议，考虑延缓接种。

小康承载初心、小康属于
人民，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
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进征程中，充分彰显了我们
党担当使命、一诺千金的不
懈追求，展现了人民群众共
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的生动实践。即日起，本报
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栏目开设“同心奔小康”
子栏目，聚焦家庭、社区、乡
村等微观典型，全景式展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人民群
众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开栏的话

同心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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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全国三八红旗手郑胜兰

永葆赤子之心，打造女性创业“梦工厂”

半边天在行动

牢记总书记嘱托 担当新征程使命

要闻导读

□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

在大山深处唱响“小康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湖南法院周春梅法官严格执行
‘三个规定’，因拒绝说情打招呼遭到
歹徒残害，血染法徽，用生命捍卫了司
法公正！”

3月8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人民大会堂
久久回响。

周春梅，生前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
湖南省审判业务专家。因多次拒绝向某
提出的为其案件打招呼的要求，1月12
日，周春梅不幸被向某持刀杀害，生命定
格在45岁。

周春梅多年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勤勉敬业，不徇私
情。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
人民法院追授周春梅同志“全国模范法
官”称号。全国妇联追授周春梅同志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湖南省委追
授周春梅同志“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专业
“春梅说，成为一名共和国的人民法

官，是她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湖
南高院审监一庭庭长伍斐清晰地记得周
春梅的肺腑之言。

2003年，周春梅从湘潭大学法学院
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她曾在吉首大学当过一年老
师。本可以在高校轻松执教，却选择永远办不完案件的法官
职业。“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法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周
春梅曾向同事解释自己的选择。

入职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纪检组内勤，主要处理群众来
信来访。周春梅曾对伍斐说，当得知自己没法立即从事审判
工作，内心是有些失落的。

真正投入工作，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让周春梅对当事人
的诉求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审判工作有了更多的敬畏。

2005年起，周春梅调入民一庭。这是她业务能力成长、
审判经验积累的黄金期。民一庭的案件争议大、标的额高，需
要扎实的法学功底和利益平衡的功力。

2005年，湖南常德某批发市场发生特大火灾。“这个案子
案情较为复杂，光卷宗就有100多卷。当事人情绪激动，社会
关注度也高。”湖南高院民二庭法官王莉回忆，案件分到春梅
手上，当时她的孩子还年幼。春梅接下案子，每天加班加点，
不叫苦、不畏难、不敷衍。

周春梅是一位“在专业上求精、在细节上求严”的法官。
15年来，她所办案件无一超审限、无一因过错被发回或改判。

为了节省排队时间多看一会儿案卷，周春梅总是选择错
峰就餐，或者拜托同事打饭回来。为了保障文书质量，她牺牲
休息时间反复校对。为了案件审判的品质，她即便卧床保胎
也沉心阅卷。

法官助理刘寄清记得，周庭长有几个口头禅——“这样判不
妥”“案件办得太粗糙了”“还要再搞细一点”等等。“不敷衍、不将
就、负好责，这既是周庭长做人的姿态，更是她办案的常态。”

湖南省高院副院长杨翔说，周春梅从不唯上唯私，只唯法
律与事实。在法官专业会议讨论案件时，她总能发表独到见
解，不会因为对方是领导或者老师而随意附和。

周春梅多次获得办案能手、优秀党员、巾帼文明标兵等
荣誉。她注重总结办案经验，形成了自己的“32字诀”：“信
守程序，明辨是非；善用法理、温情司法；准确衡平、中立公
正；疏导调解、案结事了。”在裁判文书制作心得《融通法、
理、情，倾心谱写裁判乐章》一文中，周春梅曾这样写道：“法
官具有了法治信仰之初心，司法为民之情怀，则必然具备高
度的责任感和担当。”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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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 苏玲玲

大山深处，一座简易工棚里，欢声笑语，
热气蒸腾。

梁丽秀正麻利地包饺子。初春乍暖还
寒，一缕阳光洒照进来，恰好落在桌上的全
家福上。照片里，梁丽秀一家人戴着红围
巾，眼里含笑，暖意融融。

45岁的梁丽秀曾任山西省平定县柏井
镇南青村党支部书记。南青村，曾是有名的
贫困村。现在，南青村建起了农业园、养殖
场，村民富裕了，村里人都说，这都是丽秀书
记带领他们干出来的。

2014年的一天，已是村妇女主任的梁
丽秀问丈夫蒋文才：“老蒋，你看我竞选村书
记咋样？”

“咱村这个样子，好几茬村干部都没有
摘掉这顶穷帽子，你去当村支书，能干得
了？”正洗衣裳的梁丽秀半天不吭声。一会
儿，她抬起头来，认真地问蒋文才：“老蒋，你
说，是一万人养活一个人好，还是一个人养
活一万人好？”

蒋文才怔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几天后，选举结果出来了，梁丽秀高票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第二天，她就带领村
“两委”成员实地考察，提出了种养结合、综
合利用的大胆设想：在南青建种植园和养殖
园。

加宽路面，填平凹路，修筑挡墙……换
上迷彩服的梁丽秀和村“两委”成员以及村
民，一镐一镐刨，一锹一锹铲。梁丽秀皮肤
变粗糙了，手掌也磨出了水泡……

路修好后该栽树了，村里人犯了难。“钱
哪儿找？苗哪儿买？”梁丽秀说：“树苗款我
先垫上，大伙儿只管出工干活儿就行。”她把
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拿出来，又和亲朋好友
借了一部分，凑了一万多元，去外地买回优
质树苗。为了节省运费，她又托跑运输的小
叔子把树苗捎回来。

“咱都是党员，啥也不说了，就全力支持
她干！”当过北青村村主任、有着50多年党
龄的梁丽秀的老父亲说话了。心疼媳妇的
蒋文才只是默默点头。

2015年，梁丽秀和村干部组织发动村
民，栽种了800亩连翘树苗，建起了连翘种

植基地。
2016年至2017年，他们又一鼓作气，

发展了500亩核桃园，套种柴胡100亩，嫁
接皂角100亩。梁丽秀又在村委会的密切
配合下，组织成立了村里第一个农业合作
社——林鑫种植专业合作社。南青村平日
闲居在家的留守人员，欢天喜地领上了“工
资”，村集体因此赚得了“第一桶金”。

2016 年，一场特大洪灾袭击了南青
村。村里路断了，电没了，树毁了，手机信号
也没了！更令她揪心的是，一些老人被困危
房，吃喝无着。一直乐观坚强的梁丽秀第一
次无助地号啕大哭起来！

“别怕，有我在！”蒋文才牵起梁丽秀的
手。夫妻俩把两个孩子丢在家，一块举着手
电，顶风冒雨，翻山梁，过山沟，查看危房，动
员九户受困老人转移。老人们独自在家，黑
灯瞎火，没吃没喝，正担惊受怕。当看到浑
身湿漉漉、衣裤被荆棘划破好几个口子，双
手双脚沾满泥泞的梁丽秀夫妻俩出现在自
己面前，仿佛黑暗中见到光明，无不欣喜，又
无不惊讶：“这黑灯瞎火，你们两口子咋来
的？也不怕被水冲走？” （下转3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回首2020年，创女时代始终践行‘与
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精神，在构筑城乡基层治理发展格局、
探索社区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多领域砥砺
前行，持续升级，收获了一路精彩。”成都创
女时代科技社会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女时代）创始人郑胜兰说。

得体的微卷发、素雅精致的妆容、一身
暗红色职业套装……郑胜兰，这位“80后”
女性，已不再是6年前刚创业时，爱哭鼻子
的小女生。在各级妇联的培育下，经过6年
的披荆斩棘，她已成长为一位成熟、坚定的
优秀女性，收获了“成都市巾帼创业明星”

“四川省巾帼建功标兵”“2019年度四川省
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今年，她被评为
全国三八红旗手。

2015年，随着双创热潮，从英国留学回
川的郑胜兰，有了打造女性创业众创空间的

小梦想，在写字楼里创办了“创女时代”；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创女时代

在立足于支持女性发展的同时，也开启了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梦想。

她们延伸服务手臂，从楼宇走进社区，
通过探索在社区打造并运营平台载体，将创
女们提供的服务直接带到居民“家门口”的
核心模式，并以“公益+商业”的路径，让女
性发展和社区服务可持续发展。目前创女
时代已与成都、德阳、南充等市的30多个社
区展开项目合作，带领400多个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和创业团队为数十万社区居民提
供了服务。而郑胜兰创业初期带领的5人
团队，如今也已发展到50余人。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我们的很多项目和服务都停滞了。”
郑胜兰说，“但我们也看到了全国人民在抗
击疫情中展现出来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
其中，女性特别耀眼。”

“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特别肯
定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各个战线上女
性的贡献。”郑胜兰说，“这些都鼓舞着我们
要齐心协力、攻坚克难，要奋勇争先、顽强
拼搏。”

在疫情中，创女时代还看到了一个个社
区，是和谐家园亦是战斗堡垒，深刻感受到
党建引领下社会基层治理的强大威力。郑
胜兰介绍，在2020年，创女时代党支部加强
党建引领，以“党建带群建”，特别注重思想
建设，通过高频次的党课学习、社会活动等
党建活动，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深刻了解抗疫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
等，以此来引领自身团队及平台上的创女们
坚定信念，共克时艰。

“大家在思想上、精神上有了力量，一切
困难都不再难。”郑胜兰说，“大家互相鼓舞，
互相帮助，复工复产后，保持昂扬的精神状
态，不仅高效率地完成了年度规划，还有了
更大的收获。”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7日应约同
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多次沟通，为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中德、中欧加强合作，能够办成有意义
的大事。希望德方、欧方同中方一道作出积极努力，维护和推
动中德、中欧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增添更多

确定性和稳定性。
习近平指出，中德务实合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其

他因素干扰，稳中有进，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
伙伴，体现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力。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精神，统筹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这有助于为中
欧合作和重振世界经济增添信心和动力。（下转2版）

60岁及以上老人
建议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周琳琳 发自日照 清明过
后，草木吐绿，山东日照的乡间茶园里一派繁忙景象。“有了金
融辅导员，不仅给我们讲解最新出台的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还专门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申请贷款，解
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真是好比及时雨呀。”近日，山东日
照银行巨峰支行金融辅导员黄胜斌在走访茶农进行金融辅导
时，梁女士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我们做了授信方案，您的条件符合
‘鲁担巾帼贷’，贷款很快就会批下来，有啥不懂的，可以随时给
我打电话。”黄胜斌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递给了另一位茶
农王女士，“有了流动资金，想扩建50亩茶园，可难不倒您了”。

为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妇女创业就业作用，打通“巾帼创业
贷”“鲁担巾帼贷”等普惠金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在日照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日照市妇联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组建“巾帼创业金融辅导员”队伍，为每个乡镇配备1名金
融辅导员，配合乡镇妇联主席就近就地为创业女性提供金融
服务。今年一季度，金融辅导员队伍对接辅导企业800余次，
为453名创业女性办理政策性贷款2.13亿元，节省融资成本
732万元。

服务跟着需求走，工作围绕群众干。今年2月份，日照市
妇联启动“巾帼创业金融辅导员”工作，按照“自愿报名、银行
初审、妇联复核”程序，从日照银行、东港农商行等9家金融机
构中筛选出53名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服务意识好的业
务骨干，成立金融辅导员队伍，努力让普惠金融政策惠及更多
有融资需求的创业女性。

山 东 日 照 创 业 女 性
有了专业“金融辅导员”
一季度为453名创业女性办理贷款2.13亿元

移 动 车 助 力移 动 车 助 力
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疫苗接种

4月7日，医护人员在移动疫
苗接种车上进行接种准备工作。

当日，位于北京西单商业区的
海乐苗移动疫苗接种车正式投入使
用。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立新冠
疫苗接种点，有利于提高疫苗接种
效率，还可为过往行人游客普及疫
苗接种知识，加大宣传力度。从4
月1日开始，北京丰台、西城、顺义、
朝阳4个区先后启用海乐苗移动疫
苗接种车，在社区、工厂、商圈等区
域开展疫苗接种服务。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