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 “现在党的政策好啊! 给我们
纯女户家庭好多优惠支持嘞！” 蒋
春桃 （化名） 女士洋溢着满脸的
微笑说道。 蒋春桃和唐凯霞 （化
名） 是五爱村的一户 “纯女户” 家
庭， 家里只有两个女儿， 家里的经
济来源主要是务农和小本经商。 在
得知这户家庭的情况之后， 村委会
安排给予两人每人每年 1000 元的
奖励扶助， 为他们统一安排社保，
逢年过节村里还会组织慰问关怀，
并将全村纯女户家庭列为村里首要
的精准扶贫对象。 在该村， 像这种
纯女户家庭， 女婿和孩子均享有与
正式村民平等的各项权益。

看着满院子的蔬菜， 蒋春桃
女士说， 今年 2 月中旬， 为了解
决家里种植蔬菜的困难， 村里还
特地给予了 500 元扶持资金 ， 这

一举措让她颇为感动。
据了解， 目前五爱村 18 岁以

上的女性有 690 人， 其中已婚育龄
妇女 483 人， 每年村里在计生权益
保护方面投入的资金就达 8 万余
元。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该村
保留了原自治章程中的计内女扎营
养费 600 元， 计外人流、 引产的手
术费补贴不变， 另外还保留了晚婚
晚育奖励和放弃再生育的奖励， 并
将原来对合法生育夫妇的 500 元奖
励金修改为生育关怀活动慰问金
500 元进行发放。 不仅如此， 村里
还专门聘任专业法律顾问普及计生
法律常识， 为村民计生权益的保障
提供法律支持。 同时， 村计生协积
极组织协会活动， 宣传计生知识，
营造浓厚的关爱氛围， 为全村计生
工作的健康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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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谋创建 温情计生暖人心
———湘潭市岳塘区创建全国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项目掠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湘潭市岳塘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计生工作相关指示精神， 紧紧
围绕全国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创建工作达标要求， 以服务计生家庭为主线， 团结动员
广大理事会成员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克服街道社区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 积极推进生育关怀
行动， 强化网络建设、 加强宣传教育、 深化群众自治， 计生工作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2015年 3月， 岳塘区被批复为全国第二批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创建项目区。 截至
2017年底， 岳塘区 90%以上的育龄群众家庭跟村支两委签订了诚信计生协议， 群众对计生政
策知晓率达 90%以上， 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检查率达 90%以上， 群众对计生工作的满意度达
90%以上； 全区 93 个社区和村落已经全部达到国家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标准， 完成度达到
100%， 实现了全覆盖， 远远超过了国家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标准。

������养儿防老一直是我国的传统观念 。
对于失独老人来说， 独生子女的亡故让
他们在承受精神打击的同时， 也深陷经
济困境， 依靠子女度过晚年的梦想成为
泡影。

今年 57 岁的刘利华 （化名） 原本是
湘潭电缆厂的职工， 2004 年她念初中的
儿子意外溺水身亡， 随后家也散了， 独
子的离开和婚姻的不幸接踵而至， 再加
上糖尿病、 心脏病等病症缠身， 让她倍
感痛苦。 “所以我最怕过年过节了， 每
当这个时候， 别人家都是和和美美， 而
我却孤孤单单。” 刘利华泪流满面地说。

刘利华的情况并非个例， 像这样的
失独家庭在运河社区共有 10 户。 针对这
种情况， 运河社区居委会做了不少努力，
为她们申请了国家针对失独老人的 3840
元补助金， 缓解了老人的经济压力； 等
到年满 60 周岁时， 他们还可以申请到湘
潭市 “实事工程 ” 项目的 3600 元补助
金。 另一方面， 社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 根据每个老人的需要， 通过家政
公司定时定点上门， 为他们做保洁、 按
摩、 购物等相关服务， 保障好老人的正
常生活。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 运河社区居
委会还给予这些失独老人无微不至的精
神关怀。 社区每年投入 5 万元， 组织大
量的老年文化活动， 丰富老人的精神生
活。 街道联点领导、 社区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做到 “三必访”， 定期电话联系， 每
逢重大节日或老人生病的时候， 都会前
去慰问， 并送上相应的物品和资金。 同
时， 运河社区还积极做好老人的心理疏
导工作， 组织心理学专家为失独老人进
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让他们学会如何
更好的过好晚年生活。

在社区的努力下， 失独老人的生活
水平大幅提升， 心灵也得到实时慰藉 ，
疏解了他们失去儿女的创伤。 有些失独
老人不仅从悲伤中走出来了， 还能主动
帮助他人。

傅国祥 （化名） 今年 69 岁， 在社区
计生员小徐的眼里， 他待人和善， 总是
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 但提起 3 年前独
女去世的情景， 他还是愁云略显。 独女
去世后， 老伴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至今都
没有缓过来， 但傅国祥自主加入了老年
人志愿者服务队伍， 他说： “家庭出现
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在社区
的积极引导下， 现在傅国祥不仅参加了
社区的治安巡逻， 每个星期二还在文化
活动中心值班。 “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和

图为国家计生协领导到湘潭市岳塘区督查。

图为湘潭市岳塘区委书记胡海军(左一)陪同湖南省卫计
委党组成员、省计生协常务副会长康代四（左二）一行视察。

强化优质服务
关爱失独家庭

其他人多交流沟通， 剩下的人生
才会变得有意义。”

而几公里外的霞光社区又是
另一番风景。 按照创建全国计划
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区的工作
要求， 为满足社区各类人群的不
同需求， 近年来， 霞光社区计生
协发动辖区群众积极参与居民自
我管理、 自我服务， 并从各会员
特长、 意愿出发， 从群众所需所
想入手， 不断完善服务功能 ， 提
升服务品质， 打造出了各具特色
的六大志愿服务品牌， 即 ： 以提
升就业技能为主的康乃馨志愿服
务队； 以调解为手段、 和谐为目
的、 “三官一律” 为核心的君子
兰志愿服务队 ； 关注心理健康 、
关心少儿成长、 关爱母亲河的向

日葵志愿服务队； 以爱心义
诊为重点、 公益义助为手段
的蒲公英志愿服务队 ； 远离赌博
和邪教、 不断提升生活品味 、 开
展高尚文娱生活的紫罗兰志愿服
务队； 以送亲人般温暖、 保姆式
服务为主的映山红志愿服务队 。
几年来， 六大服务队共计服务辖
区群众四千余人次， 被居民戏称
为 “六色花开耀霞光”。

运河社区和霞光社区的模式
只是岳塘区计生协工作的两个缩
影 。 在关爱计生家庭 、 关爱失
独老人 、 专 业服务方面 ， 全区
联系到位 ， 责任到人。 失独老人
们的下半生虽然没有儿女依靠 ，
但社区成为了他们老有所依的坚
强保障。

着力示范引领 维护计生权益

阵地保障。
在隔壁的青水村， 计生工作也取

得了喜人的成绩。 近几年， 村委会对
独生子女家庭的投入达 200 多万元，
其中对年满 45 岁以上的家庭每年奖
励 3 万元 ， 45 岁以下的家庭每年奖
励 1.5 万元。 对于计生贫困家庭， 村
里每年给予 2000 元的教育补助。 不
仅如此， 村支两委成员个个都定点联
系计生贫困家庭， 对其进行帮扶。

戴文述 （化名） 家是青水村的一
户 “失独” 家庭， 几年前儿子在一场
车祸中意外离世。 此后， 村里就把戴
文述列为贫困对象进行帮扶， 区委书
记胡海军也多次到访慰问， 并对其进
行定向帮扶 ， 给予老人每年低保金
3840 元， 养老金 18600 元。

村支书言德军于 2014 年起自己
掏钱对戴文述老人进行帮扶， 逢年过
节对老人进行慰问， 上至老人的生活
物品， 下至孩子的学习用品， 他都一
手包办 ， 每年的资助金额超过 8000
元。 除此之外， 只要是村内比较困难
的老人、 孩子， 言德军都会自掏腰包
进行走访慰问。

村主任许锡文也定点资助村里两
户计生贫困家庭， 其中一户家庭男主
人去世 ， 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
子， 经济拮据， 生活困难。 得知情况
之后， 许锡文便对这个家庭进行定向
资助， 迄今为止已有 12 年。

几年来， 岳塘区计生协工作与时
俱进， 创新发展， 逐步把服务重点由
群众计生需求拓展到家庭发展， 服务
对象由已婚育龄妇女拓展到儿童、 青
少年、 老年等群体， 服务方式由粗放
式、 漫灌式帮扶向专业化、 精准化转
变， 全力推进创建国家计划生育基层
群众自治示范区项目， 全区计生面貌
焕然一新。 岳塘区委区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今后， 将积极落实相关计生
政策， 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 优化队
伍结构， 确保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不
断提升全区计生协会服务水平 ； 同
时， 结合全区人口特点， 突出自身特
色 ， 彰显服务优先 ， 增强各协会会
员、 协会志愿者的凝聚力， 努力为人
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