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是探索构建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的
新模式。张家界市妇联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推进未成年人保护
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进一步压实家庭教育责任，不断创新家庭教育
指导方式，以司法保护促进家庭保护，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湖南张家界妇联联合多部门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让爱和监管“归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志文

“妇联给我送来了‘防疫健康包’，太感谢
了！”接过巾帼志愿者送上的“防疫健康包”，受
助对象连声道谢。广东各级妇联积极组织，特
别关注老年妇女、残疾妇女、孕产妇、孤寡老人
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等重点
人群健康情况，帮助农村困难妇女和家庭渡过
难关，助力农村地区平稳过峰。据统计，截至
目前，广东各级妇联、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积极
响应号召，发动爱心企业等筹集款物共计
1458.63万元，其中筹集口罩154.63万只，发放
防疫爱心包 30878 份，惠及困难妇女儿童
19674户。

春节临近，为科学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工作，
广东全省各地妇联纷纷积极行动起来，以多种
形式关爱帮扶农村困难妇女家庭，助力抓好农
村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广州市妇联广泛发动各级妇联和社

会各方力量，筹集百万防疫物资，为有需要的农
村困难妇女和家庭及时送去1万份“防疫健康
包”，帮助他们健康过春节。市妇联、各级妇联
执委代表分别带队和广州家姐巾帼志愿者深入
村居一线上门慰问，为困难妇女家庭送上慰问
和防疫物资。市妇联持续深化“您为大家 我帮
您家”关爱行动，联动广州工青妇联合慰问广州
外派干部家庭，还先后慰问了一批先进妇女代
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社区一线基层妇联干
部。

儿童口罩、感冒灵颗粒、板蓝根颗粒、布洛
芬缓释胶囊……在阳江市，一批批生活物资、
抗疫药品已经分发到各县（市、区）妇联，以最
快的速度送到困难妇女儿童家庭。据了解，
阳江市妇联自1月10日启动“温暖同行 幸福
安康”关爱困难妇女儿童家庭活动以来，各级
妇联组织突出“联”字优势，不断链接社会资
源，组织号召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关心关
爱受疫情影响的困难妇女儿童。爱心企业和

社会组织也纷纷响应号召，第一时间捐赠生
活物资及抗疫物资，截至目前，已筹集物资达
37万元。

在佛山，各级妇联骨干、执委、巾帼志愿服
务队和“妇女之家”、“妇女微家”成员入户探望
社区长者、困难妇女、困难儿童和困难家庭，为
他们送上防疫用品、日常用品等。截至目前，全
市已向173人（户）困难妇女和家庭发放各类防
疫物资。

东莞市妇联、东莞各镇街（园区）妇联上下
联动，充分调动东莞市妇女儿童福利会、女商
协会（包含东莞市女企业家协会、东莞市女企
业家联合会、东莞市女企业家商会）的力量，启
动东莞市“把爱带回家 暖童心护成长”2023年
困境家庭及儿童春节慰问活动。活动向全市
587户困境家庭、两类女童（智力残疾和精神残
疾女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流动留守儿
童家庭赠送1174份总价值近25万元的春节慰
问品及防疫健康包。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玉林/杨润婷 王璇 发
自大理 新春大理，游人如织。为了让游客在旅途中感
受浓浓年味、感受家的温暖，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
理市妇联走入景区开展“金花送福家风美·团圆大理年
味浓”主题活动。

“您好！这是我们为游客准备的春节祝福，祝大家
在大理玩得愉快，过个团圆年。”在大理古城南门，正在
游玩的四川游客何女士一家收到大理市妇联的春节祝
福。

“这里面有中国结、灯笼和白族的米花糖，米花糖
是大理人过年桌上的传统美食，您可以干吃，也可以加
红糖泡茶喝，寓意着新的一年甜甜蜜蜜，团团圆圆。”金
花在为游客送祝福的同时，还讲解大理的传统年俗，增
强游客的体验感。

看见色彩鲜艳的米花糖，小朋友爱不释手，爸爸
“咔咔”的快门声也响个不停。“金花的礼物让我们感受
到大理的温度，这里风景美、人更美，我们以后还会再
来。”何女士现场点赞。

无论在家团聚还是外出旅游，一家人在一起，便是
最好的“年”。依托过年全家团圆的浓厚氛围，大理市
妇联还向游客开展“家风、家训、家教”宣传活动，送上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引导
大家从自身做起，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家国情怀，以好家风促进好民
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家庭中落地生根。

来自深圳的游客说，非常喜欢大理金花送的书和
米花糖等新春礼物，喜庆的颜色和团圆的寓意，第一次
来大理过年就被这里浓浓的年味和文明旅游的气息感
染，在旅途中也会以实际行动传递家风，做一名文明的
游客。

大理开展“金花送福家风美·
团圆大理年味浓”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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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永川实施“逐浪奔
永”计划打造人才高地

内蒙古妇联为“草原英才”
家庭提供居家精细保洁服务

□ 邵伟 屈泽清 杜毛玲

为进一步做好涉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
工作，推动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1
月16日，湖南省张家界市妇联联合永定区
人民检察院、武陵源区妇联、武陵源区民政
局、张家界市心理学会等单位，通过“督促监
护令+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模式对武陵源区
一监护教育缺位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
助未成年被害人走出阴影和生活困境。

“感谢妇联和检察官的关心和慰问，我
一定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与孩子
多沟通，保护好孩子，不让孩子再受伤害。”
当天下午，小丽（化名）的母亲拿到“督促监
护令”后，由衷表示将积极主动配合做好孩
子的帮教工作。

这是湖南省开展“利剑护蕾”专项行动
期间，由张家界市公安局武陵源分局立案侦
查，永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一起性侵
未成年人案件。该案承办检察官黎扬、杨万
浓在多次与被害人及其母亲沟通交流中了
解到，被害人母亲存在监护教育缺位、管教
方式不当、关心关爱不够等问题，这也是导

致孩子遭受性侵害的原因之一。为进一步
让缺位家长“归位”，推动筑牢未成年人家庭
保护“防线”，在张家界市妇联的牵头组织
下，永定区人民检察院、武陵源区妇联、武陵
源区民政局、张家界市心理学会联合启动了
家庭教育指导和救助慰问工作。

永定区人民检察院向被害人母亲宣读
“督促监护令”，并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不仅应养育孩子健康长大，更应教育他们
成人成才。针对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
题，要求监护人认真反思自己在监护教育
孩子上存在的问题，重视对孩子的管教；加
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让孩子感受家庭的

温暖；督促、鼓励孩子坚持学习，掌握一技
之长；定期与家庭教育指导专家沟通监护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按时报告监护情况及
孩子表现。

家庭教育指导是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提
升家庭教育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宣读完“督
促监护令”后，张家界市妇联和武陵源区妇
联共同指派的两名心理咨询专家从心理学
角度出发对监护人进行了“一对一”家庭教
育指导，对孩子的成长环境、学习情况、个人
想法等进行提问，对如何建立正确的家庭教
育观、交流引导、情绪管控、解决问题等方面
对家长进行了深入辅导。

“督促监护令”是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部门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
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或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向监护人发出要求其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的检察工作文书。永定区人民检察院党
组成员李福元介绍，“督促监护令”主要针
对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监护人不依法履行
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受到
刑事侵害；二是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违
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预防、管教和制止；三
是不积极协助、配合做好对涉罪未成年人
矫治教育；四是其他未依法履行抚养、教
育、保护职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或者合法权益保障等。

“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是探索
构建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的新模式。张家界
市妇联主席彭川晋介绍，下一步，张家界市
妇联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推进未成年
人保护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进一步压实
家庭教育责任，不断创新家庭教育指导方
式，以司法保护促进家庭保护，推动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共同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 发自呼和浩特 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自治区实施人才
强区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2023年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立足本职，依托“北疆亮姐”
巾帼家政联盟，为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高科技人才
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家庭提供居家精细保洁服务，着力
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妇联“娘
家人”的温暖。

记者了解到，本次服务的对象由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推荐，共服务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通辽市三地36
户“草原英才”家庭。提供服务的企业均为自治区

“北疆亮姐”巾帼家政联盟成员单位，所派遣的家政
服务员，将以“精准服务、精细服务、精心服务”的工
作理念，严格按照自治区地方标准《家政服务规范》
执行，对房屋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窗户以及
家具等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洁，做到热情、周到、满
意服务。接受服务的“草原英才”家庭表示，感谢党
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妇联组织的贴心服务，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作
贡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丽 发自
天津 困难群众是党和政府最牵挂的人，
困难妇儿是妇联娘家人的牵挂。1月18
日，天津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魏继红到
蓟州区下窝头镇老曲庄村和宝坻区宝平
街道宝平景苑社区，为困难妇女儿童送
上防疫健康包、米面油蛋奶水果等慰问
品和慰问金。

“我们是您的娘家人，来看看您。”听
到这番话语，宝平景苑社区的高聪敏瞬
间红了眼眶。45岁已离异，小儿子正值
青春期，高聪敏又确诊了恶性脑肿瘤，生
活很困难。

“以前从没觉得难过，这一病就觉得
无依无靠。”高聪敏向娘家人道出心里
话，“党和政府就是咱的依靠。”魏继红紧
握高聪敏的双手，鼓励她困难只是暂时
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每到一户姐妹家中，魏继红仔细了
解她们的生活困难和身体状况，询问她
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并以拉家常的形
式，向她们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鼓励她
们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恒心。

考虑到今年春节正值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防控新阶段，群众用药需求加
大，该市妇联紧急筹措4000份药品，连
同生活慰问品，通过基层妇联已全部送
至未享受低保政策的全市单亲困难母
亲家中，让她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任然/乐丁
发自重庆 近日，重庆市首个区县“人才
日”在永川区开幕。从今年开始，永川
区把每年的1月 11日设立为人才日，
以专属节日形式礼敬人才，营造“近悦
远来”的良好人才生态，助推永川加快
建设成渝地区具有影响力的人才高
地。除了“人才日”启动仪式以外，永川
还将开展“才聚永川·梦筑棠城”线上线
下引才活动、“赋能强基·科教文卫”送
服务下乡等十项特色活动。

“人才日”启动仪式当天，“逐浪奔
永·永结良缘”青年人才联谊交友活动在
永川区十里荷香开展。这是由重庆市永
川区委人才办、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
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逐浪奔永·永结良
缘”青年人才联谊交友活动。来自园区
企业、中高职院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
40名在永工作的单身青年人才相聚一
堂，共叙情缘。

据介绍，近年来，永川区把人才工作
作为战略性工程来抓，坚持以产聚人兴
城、以城留人促产、以校育人优产，打造
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宜投资的品质之城，
深入推进科教兴区、人才强区战略，开展

“双招双引”，实施“逐浪奔永”行动计划，
全方位提升“育才”水平、拓展“引才”渠
道、优化“留才”环境、完善“用才”机制、
营造“爱才”氛围，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具
有影响力的人才高地，为打造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提供了有
力支撑。

在建设成渝地区具有影响力的人才
高地过程中，永川区委人才办、工青妇等
部门充分发挥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创新推出“逐浪奔永·永结良缘”青年
人才联谊交友活动，主动服务园区企业、
在永院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人才。

“2023年，将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联谊
交友活动，为广大青年人才搭建交流感
悟、寻找知音、寻觅爱情的交友服务平台，
帮助单身青年扩大朋友圈，建立幸福家
庭，让更多青年人才‘逐浪奔永’，为奋力
书写好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永川篇章聚
才添能。”永川区妇联主席周霞表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走进‘暖心小屋’，在最显眼的地方一眼
就看到了‘妇联服务热线’的宣传牌，另外这里
还配备了口罩、抗原、温度计、消毒凝胶爱心包
和反家暴、家庭教育、未成年人防溺水等宣传
页，这些暖心措施让我深切感受到了近距离、
高效率、零障碍的妇联服务。”1月19日，在山
东省德州市夏津县银都广场“暖心小屋”里，一
位前来为孩子接热水的妈妈这样说道。

在夏津，像这样充满妇联特色的“暖心小
屋”已建成27处。妇联组织依托城区党群服务
中心阵地，借助妇女儿童“暖心小屋”这一载
体，将妇联专业服务与“把爱带回家——暖童
心护成长”工作结合，服务升级，对妇女儿童实

现爱心救助、精准帮扶、宣传引领等各项工作
的全覆盖。

走进“暖心小屋”，不仅有夏津妇联提供的
暖心包，还有为妇女儿童提供的妇联服务热线
清单，包括家庭教育指导及心理咨询热线、维
权热线、婚姻辅导热线等。“暖心小屋”还开通
了群众意见反馈通道，有关家庭矛盾、妇女维
权、就业创业、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都
可咨询。

夏津县妇联有关工作人员介绍，“暖心小
屋”正是夏津妇联创新宣传工作的一次尝试，通
过真正为群众设身处地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需，在与群众的接触中打响妇联招牌。

“‘暖心小屋’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娘家人’
的力量，我一个妹妹因家暴正在走司法程序，

通过法律热线，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我们有
哪些权益以及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一
位妇女群众这样说。

夏津县妇联工作人员介绍，“暖心小屋”将
妇女求助渠道联络方式以清晰、显眼的方式摆
放在服务台，反家暴宣传页清楚标明妇联可以
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和法律咨询服务，宣传页随走随取，能够
让妇女真正感受到妇联“娘家人”的力量。

夏津县妇联主席王艳琨说，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指引下，夏津县妇联聚焦为妇女儿童群体
做好事、办实事，以家的温暖、家的温馨把妇女
儿童“暖心小屋”建设成为妇女儿童的第二家
园，让广大妇女儿童感受到妇联一直在身边，
真正实现“把爱带回家，温暖你我她”。

“暖心小屋”实现爱心救助、精准帮扶全覆盖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鹏 发
自武汉 主动与相关部门共商共谋，
推动形成党政齐抓共管、全社会协同
参与的格局……2022年以来，湖北省
妇联在家庭家教家风工作中积极发挥

“联”字优势，不断凝聚工作合力，共绘
清廉家庭“同心圆”，全省清廉家庭建
设得到持续深化。

2022 年，湖北省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的意见》，要求以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为
重要抓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家庭落地生根，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勾勒出“路线图”。湖北省妇联牵头
起草并联合责任单位先后印发了《关
于推进清廉家庭建设的实施意见》《清
廉家庭建设责任单位职责任务和工作
制度》《湖北省2022年清廉家庭建设
重点工作方案》，为全省各地、各单位
做好清廉家庭工作强化了政策保障。

为探索清廉家庭与清廉村居、清
廉机关、清廉文化融合共建的有效途
径，湖北省妇联主动与相关部门共商
共谋，通过携手省农业农村厅，将清廉
家庭示范点打造融入清廉村居建设
中，将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等
清廉元素融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
明乡风”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之中；通过
联合派驻纪检组，参与编写廉政教育
读本《良好家风在弘扬》，宣传全省清
廉家庭感人事迹，用身边人身边事影
响带动更多家庭崇德尚廉。在党风廉
政宣教月期间，湖北省妇联同省直机
关纪工委在省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一个
月的“家和万事兴”家风家教主题展，
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述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以
及当代优秀共产党员、“荆楚最美家
庭”的家风故事，并与省文明办开展

“万户家庭讲家风故事”音视频征集宣
传活动，网友们通过网络平台观看优
秀作品，竞相点赞崇尚廉洁的良好家
风。

在创新传播手段开展廉政家庭教
育的过程中，湖北省各级妇联同样注
重整合各方力量。省妇联设计制作的

“清廉家庭文化云地图”，将全省90个
家风家教实践基地整合到一起，打造
了“行走的清廉课堂”，发挥了良好的实践育人作用。
2022年的“荆楚最美家庭”揭晓仪式，专门面向省直机
关干部代表举办了一场清廉家风故事分享会，第十三
届全国五好家庭代表方红分享了自己的家风故事，一
句“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感动现场，赢得掌声雷动。在
武汉市纪委监委指导下，武汉市妇联创作清廉家风原
创歌曲《明月入怀》，并组织武汉“1＋8”都市圈最美家
庭参与MV拍摄，在抖音上设立的“清廉家风我来唱”
话题，点击播放量达1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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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妇联开展守护
健康温暖过年活动

1月 17日，贵
州省黔西市金碧镇
红寨村的布依人家
在打糍粑。

农历兔年将
至，黔西市红寨村
的布依人家贴春
联、挂灯笼、打糍
粑、照全家福，热热
闹闹迎接兔年的到
来。

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高峰/文
周训超/摄

山东夏津妇联为妇女儿童做好事、办实事

助力农村防疫 让“温暖防线”更加牢固
广东各级妇联以多种形式关爱帮扶农村困难妇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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