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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联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省妇联“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长三角四地姐妹共绣党旗

6 月 6 日，历时 3 个月的“长三
角妇女共绣党旗活动”在上海市现
场收针，江浙沪皖四地妇女代表上
台 ，为党旗绣上最后一针 ，共同庆
祝建党 100 周年。

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姐妹在
上海共同起针 ，启动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长三角妇女共绣党旗
活动 ，传承红色文化 ，献礼建党百
年。 四地女性代表绣出的 4 面党旗
都由 36500 针绣成 ， 寓意 100 个
365 天，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走过的 100 年光辉历程。 以国家
级非遗技艺“上海绒绣”为载体，长
三角百个妇女组织万名妇女代表
为党旗添彩，彰显了长三角女性同
心向党、携手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面
貌。 活动期间，四地妇联组织分别
开展学党史、 颂党恩主题活动，营
造浓厚氛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3 月 30 日上午，长三角共绣党
旗安徽起针仪式在合肥市渡江战
役纪念馆举办，省及合肥市妇联领
导亲手起针 ，巾帼志愿者 、刺绣老
师田晓莉现场教学，指导大家如何
用“上海绒绣”技艺绣党旗。 参加起
针仪式的妇女代表现场聆听“牢记
总书记嘱托， 传承好红色基因”主
题宣讲， 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了
解渡江英雄马毛姐的感人故事，回
顾习近平总书记到渡江战役纪念
馆参观时的相关情况，进一步学习
领会红色精神内涵。 在鲜红的党旗
下 ，每名党员举起右手 ，庄严重温
入党誓词。

安徽起针仪式结束后，省内参
与活动的县 （市 ）区陆续开展绣党
旗接力，带动各地妇联组织和妇女
志愿者纷纷开展绣党旗活动。 5 月
22 日，由省妇联指导、合肥市妇联
主办的安徽云收针仪式举办，11.78
万人次观看了收针仪式直播。 主办
方还通过线上直播展示合肥市庐
阳区的旧貌新颜，见证时代发展和

市民生活的变迁， 引领广大妇女和
家庭“学党史、悟思想、提能力，办实
事”，为推动“十四五”起好步、开好
局，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贡献巾帼力量。同步启动的“庐阳
老城 红色记忆”主题展览，持续在
庐阳区各街道社区巡回展示， 发动
辖区群众了解庐州红色历史， 探寻
庐阳“红色密码”。

“在一周内完成绣党旗的收尾
工作，为安徽收针仪式做好准备。 ”
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妇联接到
任务后， 发出绣党旗志愿者 “招募
令”。很快，辖区巧手妇女聚集起来，
她们两人一组，分班上阵，用桌子当
“绣架”，一人一边伏案引针。

64 岁的张泽云是红旗社区文
艺骨干， 平时就积极参加各类团体
活动，第一次动手绣党旗，她总结了
自己的刺绣心得： 绣党旗要掌握纹
路，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线头不能
留太多，否则会影响旗面平整。听说
绣党旗活动需要人手，“刺绣达人”
李中秀二话不说参与进来。 发现党
旗里有一处针法不太平整， 李中秀
用了 2 个小时， 小心翼翼地将几根
丝线拆掉重织， 使旗面更加完美。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旗，
绣呀绣红旗……” 老党员郝宝云边
绣边唱，一曲《绣红旗》深情流畅，很
快就从独唱变成姐妹们的合唱 ，
“《江姐》看了太多遍，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红色记忆”。

今年 70 多岁的郝宝云是省劳
模，1968 年参加工作， 曾是省汽车
运输公司的货车、 客车驾驶员，怀
孕 7 个多月时仍手握方向盘，为城
乡运输事业奔忙。 生活中，她孝老
爱亲 ，与人为善 ，还组织党员义务
巡逻队热心服务社区。 “与姐妹们
一起学党史 、绣党旗 ，对我来说是
非常宝贵的经历。 我们这代人见证
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
来，我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做
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放到哪里都
发光。 ”郝宝云说。

序号 项目名称 内 容

1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
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救助项目

对全省城镇低保适龄妇女（35-64 岁）开展“两癌”免费筛查，根据指标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省内户籍城乡困难“两癌”患病妇女实施救助。

2 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公共服务
在儿童之家开展四点半课堂、快乐假期、母婴驿站等活动，为儿童提供
高质量服务。

3 家庭教育服务
开展“我爱我家·亲子大课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开设“皖家·教育”空
中课堂。 邀请家庭教育专家，深入中小学校、幼儿园、街道社区，开展线
上线下公益讲座和指导。

4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为困难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5 关爱妇女儿童 开展“徽姑娘”助学活动及“皖家关爱 妇儿大病救助”等活动。

6 巾帼志愿服务 省妇联机关每月组织主题巾帼志愿服务。

7 送奖到基层
组织各级妇联把全国和省三八红旗手（集体）等荣誉证书、奖杯奖牌送
到获奖妇女和妇女组织手中。

8 “大湖之约 幸福起航”公益相亲活动
与合肥市妇联合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交友活动，服务青年群体，助解
婚恋难题。

合肥市妇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滁州市妇联开展儿童教育指导。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省妇联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围绕全国妇联工作安排，对
标对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要求，精心部署、周密安排、突出特色、创新方法，不
断推动妇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落实

开设“牢记总书记嘱托，弘扬大别山精神”红
色精品课程；推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专题辅导； 借助大别山区丰富的红
色资源，开展忠诚奉献、力量之源、坚定信念、不忘
嘱托等不同主题的现场教学……“七一”前夕，省
妇联在金寨县举办 “学党史坚信念 守初心担使
命”培训班，分两期对全省妇联干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培训。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及省
委和全国妇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
省妇联高度重视，精心谋划，强力推动，切实抓好全
省妇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
省妇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工作
职责，加强对妇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的督促指导。

制定意见方案。印发省妇联党史学习教育实施
意见、工作方案，明确总体要求，细化工作安排，压
紧压实责任；印发《关于在全省妇联系统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中认真抓好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推动
妇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做好“结合”文章。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开展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 100
周年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抓好中央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等相结合，
确保做到规定动作不漏项、自选动作有特色。

活动有声有色 信仰入脑入心

“赓续红色精神血脉”“从党的百岁历程中感悟
真理力量”“重走红军路，经历深刻的精神洗礼”……
来自基层妇联干部、妇联执委的交流发言，见证着大
家在学习教育活动中的收获、感悟和成长。

今年以来，省妇联多措并举开展主题突出、形式
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教育活动，坚持通过潜
心自学、集体研学、领导领学、党员互学、典型带学、机
关评学等“六学”方式，不断提高学习质量和效果。

抓好学习研讨。 省妇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先后 2 次举办专题读书研讨班，班子成员、机关部
室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结合研读指定学习材料，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 举办省妇联青年党
团员“学党史、悟思想、见行动”读书学习交流会，
来自省妇联机关、 所属单位及机关驻地逍遥津街
道红旗社区的 11 名青年党团员分享交流学习体

会、感想感悟。
开展红色教育。 组织机关、直属单位全体党员

开展“学党史 祭英烈”活动，参观瞻仰了周岗革命
烈士纪念碑、全椒革命烈士纪念馆、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及大蜀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基地，重温了
入党誓词，接受党史教育和思想洗礼。

举办专题辅导。先后 2 次举办省妇联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深化了全体党员、干部对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的理解，加深了
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

开展学习活动。机关各党支部利用支部党员大
会、党日活动等，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
学习教育最新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指定教材和重要
参考资料，依托“学习强国”“安徽徽姑娘”微信公众
号等线上学习内容，把党史学习从“线下”搬到“云
端”， 妇联干部纷纷在微信群里转发优秀成果和学
习感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有声有色、入脑入心。

突出妇联优势 巩固教育成果

“我是一名婚姻家事律师，也是一名妇联执委。
做女性合法权益的守护者， 这是我的执业坚守；参
与‘双百行动’、开展公益宣讲，是我作为妇联执委
的使命担当。”合肥市妇联执委曹冬梅说。合肥市妇
联举办“百名女性开展百场党史宣讲”活动，她是宣
讲人之一。

在全省妇联系统，像这样结合妇联工作、突出
妇联优势和特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见行见效的事
例还有很多。

组建宣讲队伍。 省妇联组建三八红旗手、巾帼
建功标兵、巾帼脱贫典型、最美家庭代表、最美巾帼
志愿者等 107 名新时代优秀女性宣讲队伍，计划赴
省直及部分市县开展宣讲活动，推进“百千万巾帼
大宣讲”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度融合。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全面实施《围绕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妇联组织三年专
项行动方案》，推动成立沪苏浙皖“长三角女企业家
联盟”、皖苏女性创新科技产业联盟、长三角家庭教
育合作联盟及长三角家庭教育专家智库；联合省女
企业家协会组织我省女企业家参加 “巾帼心向党
建功十四五———长三角女企业家云端峰会”； 与江
苏省妇联、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明办、上海市妇
联、浙江省妇联联合举办“呼唤亲子共成长的家庭
教育———2021 长三角家庭教育研讨会； 由上海市
妇联牵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妇联共同参与
开展“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长三角妇女共绣
党旗活动，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举办“党的女儿 红耀江淮”主题摄影活动。 省
妇联与省文联把“党的女儿 红耀江淮”主题摄影活
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内
容，通过征集摄影作品、举办线上线下展览等活动，充
分宣传和展示优秀女共产党员的典型事迹和昂扬风
貌，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 在“七一”前
夕，省妇联与省文联将联合举办线上线下摄影展。

践行初心使命 办好民生实事

推动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纳入
省民生工程，实施中国妇基会“母亲邮包”项目关爱
困难妇女儿童，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线上线下公益
服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省妇联深入开展“我
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梳理“办实事”工作
清单，努力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围绕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省妇
联与省财政、省卫健、省民政联合制定《2021 年安
徽省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民生工程
建议项目实施方案》， 积极推进城镇低保适龄妇女
“两癌”免费筛查。 截至今年 4 月底，全省累计完成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人数 569 例，完成年
度任务的 2.19%；乳腺癌筛查人数 569 例，完成年
度任务的 2.19%。

围绕家庭教育服务，省妇联在官方微信公众
号开设 “致敬建党百年 传承红皖家风”“皖家·
教育 ”专栏 ，宣传展示皖籍或在皖工作战斗过的
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故事；与新闻媒体联合
开设 “空中课堂”， 录制家庭教育讲座和专题节
目 ；定期邀请省内家庭教育专家学者 ，常态化开
展家庭教育线上线下公益课堂、读书沙龙等系列
公益活动。

围绕法律援助，今年，省及项目市共办理妇女
法律援助案件 47 件，涉及妇女家庭权益、农民工土
地权益、未成年人人身权益、职工劳动权益等，共为
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 338 万多元。

围绕关爱妇女儿童，实施中国妇基会“母亲邮
包”和“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开展“徽姑娘”助
学行动和黑土妈妈爱心助学活动，联合轻松公益平
台发起“皖家关爱·妇儿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等。 截
至 6 月 10 日，共募款 295 万余元，关爱救助困难妇
女儿童 4927 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全省各级妇联组织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
大妇联干部和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妇女姐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从党的
非凡历程中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
进力量。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
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群
众作为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党的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

的奋斗目标，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党同人民群众牢不可破
的血肉联系提到了新高度。 妇联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和直接领导的
群团组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牢记党赋予的光荣使命，
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党的事业，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
带和开展妇女工作的得力助手。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新时代新征程，全省各级妇联
组织将以党史照亮前行之路，以党史激发奋进之力，把广大妇女群众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
设新征程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巾帼篇章！

淮南市谢家集区妇联执委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