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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为新时代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 习近平分别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

要闻导读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乔虹 发自北
京 5月23日，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五届会员
大会在京召开。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连任
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五届会长。沈跃跃在讲
话中强调，中国妇女研究会要自觉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妇女
服务家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团结带领广
大妇女理论研究者坚守初心、潜心研究，在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中推动学术进步、实现
人生价值、服务国家发展，以高水平的妇女
研究工作促进新时代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
和力量。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黄晓薇
主持会议。

沈跃跃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
科学、妇女和妇女工作、妇联改革、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精神，深刻阐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
逻辑，心系“国之大者”，强化问题意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我国妇女发展
实际为研究起点，不断把群众在实践中创造
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更好为妇女群众掌握，坚定听党话，永远
跟党走。

沈跃跃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妇
女研究创新发展。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研究百年来党领导妇女事业发展的宝贵经
验和制度机制，讲好党领导妇女运动取得辉
煌成就的生动故事，深刻揭示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为推动我国妇
女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为全球妇女事业发
展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要围绕新目标新
任务，深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制度机制研
究，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做伟大事业的建
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

者；要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助力增进家庭福祉，促
进家庭和睦、家家幸福安康；要围绕贯彻落实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深化保障妇女权益研究，
增强妇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围
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深化“十四五”
时期妇联改革创新研究，服务新时代妇联工
作高质量发展。

沈跃跃指出，中国妇女研究会是党领导
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加
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建设的指导意见，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
发挥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学术引领作用，着
力打造妇女/性别研究意识形态坚强阵地，不
断开创妇女研究工作新局面。

黄晓薇在主持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沈跃跃同
志讲话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我国进入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实际，发挥中国妇女研究会特点和优势，在
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家庭中找准定位，
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
践研究，做好“十四五”时期妇女研究工作，以
扎实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新时代妇女事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迈上新台
阶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会上，中国妇女研究会第四届副会长谭
琳代表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和财
务情况报告。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海鹰作《中国妇女研究会章程修正案（草
案）》说明。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曹淑敏、蒙
曼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妇女研究会第四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妇女研究会章程修
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并对新一
届理事和会员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
训。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会员代表参加。

沈跃跃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强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禹
王宫社区勤俭巷9—3号龙川老街上有
一处长达2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这处
民居的主人梅应恺一家居住于此，并依
托自家住房，自费收藏 200多件老古
董，整理陈列，创办起江都首家家风记
忆馆，唤作“梅家小院”。目前，已被列
为江都区不可移动文物，而透过这些

“记忆”，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家庭的红
色家风。

来到梅家小院，就如同穿越一般，
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久远的年代。3
间老宅均用板壁隔开、木地板铺地，八
仙桌、太师椅、雕花大床、大柜等古色古
香的家具娓娓诉说着曾经的故事。中
堂上方悬挂着家谱拓印的“木本水源”4
个大字，临南中门为6扇镂空雕花的隔
扇，天井小院内假山滴瀑，幽兰吐香。

翻开纸色泛黄的《梅氏宗谱》，几行
小字映入眼帘：孝悌乃立身之本，耕读
乃传家之要，勤俭乃资身之策，谦厚乃
处世之法，名节乃立身之道，亲贤乃成
身之要。

解放前，梅氏第十代后裔梅应恺的
父亲梅继光开办的健康药房（后改名国
泰药房）在龙川老街可谓赫赫有名。“抗
战期间，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为
新四军购买药品，将盘尼西林等药品藏
在化妆品盒或者大茶壶里，多次运送到
解放区。”梅应恺回忆。

梅应恺一家都爱党爱国，他的叔父
梅练是一位无线电专家，曾与许晓轩烈
士等一同参加中共地下党员陈世德创
办的世界语学会，并在仙女庙双桃会馆
合影，留下了一帧珍贵史料。抗战爆发
后，梅练被推选为江都县“抗敌后援会”5名委员之一。后辗
转到重庆，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梅应恺介绍：“现在，江苏首
批党史教育基地许晓轩故居的那张许晓轩青年时代的照片
就是由叔父提供的。”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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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王永钦

“总书记亲自给我颁奖,是对我们脱贫
攻坚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们少数民
族文化传承保护的肯定。”时隔三个多月，
回想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的那一刻，
兴安盟科右中旗刺绣产业带头人白晶莹仍
然激动万分。今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白晶莹作为内蒙古唯一获此殊荣的获奖者
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颁奖。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内蒙
古自治区采访时发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推进，包括蒙古刺绣等独具特色的民族
文化遗产绽放出新的时代活力，成为广大
农牧民实现增收致富的助推器；在产业助
推下，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传统蒙医药不
仅得到了保护和传承，而且成为区域经济
新的增长点。

针尖上的“传承”
科右中旗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

比例最高的少数民族聚居旗，地处大兴安
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同时也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旗。

白晶莹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蒙古族家
庭，母亲和姥姥都是远近闻名的刺绣高
手。“小时候穿的衣服和鞋子上都是绣花，
就连家里的被子、门帘、窗帘也都是妈妈绣
的，每天晚上我都陪着妈妈在煤油灯下做

手工活。”在母亲和姥姥的影响下，白晶莹
从小就喜欢上了蒙古刺绣，并练就了一手
娴熟的刺绣技艺。

“始于王府、兴于民间、隐于市井”的蒙
古刺绣，是当地特有的草原文化瑰宝，具有
浓厚的群众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掌
握这门传统技艺的人越来越少。”让更多的
年轻人学习传承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蒙古
刺绣，成了白晶莹心中最大的愿望。

“我们牧区长期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比较普遍。农闲
时，妇女大多闲在家里，经济收入少。”脱贫

攻坚战打响后，身为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
主任的白晶莹在调研时发现，有些老弱病
残群众出门不便，扶贫政策不容易对接，而
刺绣在家就能完成。

一头是做工精美、底蕴深厚的蒙古族
刺绣，另一头是家中空闲的女性劳动力，这
也让作为王府刺绣非遗传承人的白晶莹看
到了传承蒙绣的希望。

2016年，科右中旗把蒙古族刺绣作为
特色产业扶贫的重头戏。白晶莹主动挑
担，成为“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扶贫计划”
的推动者。她先后组建了科右中旗大学生

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祥瑞刺绣扶贫服
务有限公司和图什业图刺绣基地,成功地
让刺绣与脱贫挂上了钩。

为了发展蒙古族刺绣产业，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白晶莹把自己修炼成了“菩萨
心、婆婆嘴、橡皮肚、毛驴腿”。起初，一些
农牧民对刺绣不感兴趣，她就上门一遍遍
地做思想工作；没有经费买图样，她用白纸
自己设计、绘制刺绣图案，现有的1072种
刺绣产品和7000余张刺绣图案全部出自
她一人之手；农忙时节，农牧民没办法集中
学习，她就利用工作日的早晚休息时间和
双休、节假日下乡入户无偿培训，并通过统
一培训管理、统一材料发放、统一成品回
收、统一收入结算的方式，让贫困妇女在家
门口掌握就业技能。

几年下来，白晶莹足迹遍布科右中旗
的12个苏木镇(乡)、173个嘎查(村)，白晶
莹及其产业团队在科右中旗集中设立了
51个产业村，举办了130余期蒙古族刺绣
培训班，培训绣工1.6万人次，带动2.6万
名妇女加盟蒙古族刺绣产业，2895个建档
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提高2000元以上。

分散各地的草原绣娘走到一起，重拾
技艺，因“绣”得业，以“绣”兴业，她们用巧
手为科右中旗捧回了“中国蒙古族刺绣之
乡”“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传承保护基地”

“中国手工刺绣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的荣
誉。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扶贫干部，
能够帮助姐妹们靠双手‘绣’出幸福生活，
能够传承发扬民族文化，我感到无比光
荣。”白晶莹表示，她要在本职岗位上努力
奉献，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下转3版）

民族文化绽放时代活力 草原儿女拥抱幸福生活

□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刘芳洲 周勉

5月24日，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人们
来到这里，与袁隆平告别。

上午10时，“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遗体送
别仪式在铭德厅开始。

铭德厅门口，挽联写着：功著神州音容宛
在，名垂青史恩泽长存。

哀乐低回。袁隆平躺在鲜花翠柏中，面
容安详。阳光透过天花板的玻璃洒落在他身
上。他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外
套，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

袁隆平的遗孀邓则一袭黑衣，坐在轮椅
上。她的头微微侧着，没有朝着遗体的方向，
右手紧紧握住左手，放在大腿上。她的左手
戴着一枚戒指。

10时15分，铭德厅内开始默哀。
吴俊穿着一件衬衣，站在默哀人群中，衬

衣是袁隆平送给他的礼物。这位“80后”是杂
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是袁隆平
的弟子。

袁隆平的助理辛业芸，眼圈泛红，始终沉
默地看着邓则的方向，面露担忧。

人们面朝遗体，从右至左绕灵一周，与邓
则等家属握手，一些人缓缓说出“多保重”。
邓则反复说着“谢谢”。

不久后，孩子们推着轮椅，陪着邓则来到
遗体正前方。邓则突然站起身来，快步走到
袁隆平遗体前，跪在地上，埋头哭泣。

铭德厅外，长沙明阳山仿佛被人潮淹
没。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看不清面容，一眼
望去，只能见到一朵朵明黄和雪白的菊花
——人们把手中的鲜花举过头顶。

70岁的农民周秀英和家人来到这里。
“知道他走了，一定要来送送他，我们种田的，
对他有感情。”她抹着眼泪说。

（下转2版）

送别袁隆平

白晶莹在指导绣娘刺绣。 姜军旗/摄

巍 巍 宝 塔 初 心 永 照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陕西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5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54名女企业家齐聚一
堂，在区妇联的指导下，召开温江区女企业家协会（下称协
会）成立大会。新阶段新格局新担当，女性发展、家庭教育、
科技文旅、智慧社区……成为女企业家们在大会中讨论的热
点话题和未来期待。

成都市温江区是“全域成都”总体规划中“西部新城”的
核心区，拥有“插根扁担也成树”的平畴沃野，宜业、宜居、宜
游的温江在成都经济版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金
温江”之称。“女企业家协会的成立，必定为建设金温江注入
新活力。”温江区妇联主席都静梅说。

“我们非常希望在今后能得到妇联及协会的指导，在女
职工关爱帮助上有更多的方法。”大帝汉克创始人李小兵介
绍，其企业里，女性管理人员占到了60%，加强女职工关爱将
有助于提升企业文化，助力企业发展。李小兵说，企业驻温
16年来，第一次能和这么多女企业家一起有直接的交流与合
作，“协会是加强女企业家之间交流合作的好平台”。

对此，成都城市之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袁阳非
常认可，她说：“协会的成立拉近了女企业家们与妇联的距
离。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妇联组织的引导能给予我们信
心，能引领我们朝着既定的方向去完成目标。”今年，袁阳计
划在已有的“凫猫”产品基础上打造更多科技与健康相融合
的文化旅游产品，“有了协会的助力，按照当前销售情况，产
品的销售额预计能达500万元左右。”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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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应恺，75岁，是一名退休律师，妻子王成霞是一
名退休教师。梅氏一家爱党爱国，其父梅继光抗战时
期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新四军购买药品并送到解放
区。梅家依托自家住房，自费收藏200多件老古董，整
理陈列，创办起江都首家家风记忆馆。夫妇俩积极投
身社区公益事业。梅应恺的哥哥姐姐也都是中共党
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强盛贡献一生，赓续家族
红色血脉。

家
庭
小
传

成都温江女企业家共话高质量发展

在彼此成就中显巾帼担当

□ 新华社记者 贺占军 张斌

巍巍宝塔，滔滔延河——延安，革命圣地。延安时期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

性转折的时期。
红色沃土，峥嵘史诗——照金，军民鱼水情深。20世纪

30年代初，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
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奋进新时代，牢记总书记嘱托，陕西各地老区人民以延
安精神滋养初心，以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淬炼灵魂，不断汲
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下转2版）

梅应恺一家

5月24日，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这是市民前往明
阳山殡仪馆送别袁隆平。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