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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联《祝你幸福》杂志创刊 3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济举办

全省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5 周年活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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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联《祝你幸福》杂志创刊 3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济举办

3 月 18 日，省妇联《祝你幸福》杂志创刊 30 周年纪念

座谈会在济南举办。省妇联主席翟黎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文明办主任刘宝莅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总工会副主席魏

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及省妇联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

议。

会议首先宣读了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焦扬的批示：“《祝

你幸福》杂志创刊 30 年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倡扬主

旋律、激发正能量，为促进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赢得妇女群众的喜爱。希望在新形势下，更好地

坚持妇女工作重要舆论阵地的定位，更好地承担服务大局、

服务妇女的使命，发挥特色、提升水平，真正成为妇女事业

发展的助推力量、山东妇女和家庭的良师益友。”

翟黎明在讲话中指出，《祝你幸福》杂志是山东省妇联

的机关刊物，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

女宣传社会”为己任，围绕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妇联的中心

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情讴歌优秀女性典型，切

实反映各界女性的愿望和呼声，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促进妇女进步发展，为我省新闻事业和妇运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翟黎明对杂志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希望和要

求，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进一步提升杂志的社会

责任感和舆论引导力；要坚持省妇联机关刊物的职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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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山东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要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

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杂志社事业繁荣发展；要加强队伍建

设，努力提升杂志社核心竞争力。

刘宝莅在讲话中指出，《祝你幸福》杂志坚持弘扬主旋

律，围绕妇联工作，大力宣传先进性别文化和优秀妇女典型，

引领妇女思想，凝聚妇女力量，充分发挥了妇女工作坚强舆

论阵地的作用。杂志社开展的公益活动和公益讲座，使数十

万家庭受益，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既是在做事业，

又是在做公德。可以预见，《祝你幸福》杂志社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民阅读活动日益开展的大背景下，

杂志社的各项工作，都会迎来新的更好的发展前景。

《祝你幸福》杂志社社长郝岚峰介绍了杂志创办以来的

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思路。

各市妇联分管主席、宣传部长，省妇联机关部门负责人

及同城兄弟媒体代表、杂志社离退休老干部等参加座谈会。

（《祝你幸福》杂志社）

绽放美丽风采 凝聚巾帼力量

——全省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5 周年活动综述

在第 105 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全省各级妇

联组织以核心价值观教育、纪念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 20

周年、帮困解难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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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广的纪念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关爱女性、关心

妇女事业、维护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

一、选树妇女典型，加强示范引领，营造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浓厚氛围。“三八”节期间，省及各级妇联围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选树、表彰妇女典型为

抓手，大力宣传先模事迹，通过榜样示范凝聚力量、鼓舞斗

志，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表彰先进。3 月 4 日，山东省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5 周年暨巾帼先模事迹报告会在济南举行，省委常委、组

织部长高晓兵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赵润田出席会议。大

会表彰了第九届“齐鲁巾帼十杰”等妇女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500 多名各界妇女代表听取了“齐鲁巾帼十杰”获得者

——高唐县农业局副局长杜立芝、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办事处贡院墙根社区居民房

泽秋的事迹报告。青岛、烟台、济宁、泰安、威海、临沂、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市通过举办事迹报告会、庆祝会、

表彰会、颁奖典礼等，隆重表彰宣传各类妇女典型，展示齐

鲁巾帼风采。

深入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3 月 5 日，省委宣传

部、省妇联等联合举行省暨济南市寻找 2015“最美家庭”启

动仪式，向全省广大家庭发出了做“最美家庭”积极参与者

的倡议。各级妇联发挥“妇女之家”阵地和报纸、电视、网

络等媒体作用，进行“齐鲁网民最喜欢的家风家训”征集评

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和寻找活动。青岛市举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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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美文家庭诵读”决赛，全市 30 个家庭参

加了决赛。日照市举行全市“好家风好家训”宣传展示暨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向部分家庭赠送“好

家风好家训”书法条幅，发起了“传承文明家风，争做最美

家庭”倡议。德州市评选出诚信之家、勤俭之家、孝德之家、

育才之家、公益之家各 10 户，在全市庆祝大会上进行表彰。

汶上县举办庆“三八”“最美家庭”颁奖暨家庭才艺展演，

通过微信平台现场直播。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深入开展

和广泛宣传，极大调动了广大家庭的知晓率和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

开展“我身边的最美女性”宣传系列活动。省妇联在省

主要新闻媒体，宣传了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阮师

漫、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婚姻家庭审判庭副庭长隋文华、

禹城市安仁镇王子付社区党总支书记冯玉珍、高唐县林业局

副局长杜立芝等先进典型事迹。各级积极争取媒体支持，开

展先进访谈、在线接听等活动，开设“巾帼风采”、“传递

榜样力量 唱响美德之歌”、“魅力女性”等专栏，推出了

一大批妇女先进典型，广泛宣传了妇女工作和妇女事业发展

成就，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烟台市制作编印了《山花烂

漫——烟台市巾帼风采辑录》，在全市范围内免费发放。

二、加强上下连动，服务妇女所需，切实为妇女群众办

实事。节日期间，各级妇联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送温暖、送服务、送岗位活动，切实为妇女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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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特殊妇女群体。“三八”前夕，省妇联主席翟黎明

到沾化县古城镇，走访慰问 5户贫困“两癌”患病妇女和困

难家庭，给每人送去救助金 1万元；省和滨州市妇联为农村

妇女姐妹送去了《祝你幸福》杂志和《最美家庭》书籍，山

东省旅游饭店女总经理分会为古城镇新改建的王见南小学

送去了价值 8万元的 400 套崭新的桌椅。省妇联及济南市有

关部门为阳光大姐 1200名困难家政服务员发放了价值 33万

元的慰问品和慰问金。东营市妇联走访慰问“两癌”患病妇

女 18 名，送去救助款 18 万元。日照市妇联筹集 15 万元资

金，对全市 150 名贫困母亲进行救助。菏泽市慰问贫困“两

癌”患病妇女，分别送去彩票公益金 1万元及部分生活用品。

滨州市妇联举行贫困母亲“两癌”救助基金发放仪式，为 50

名贫困患“两癌”妇女发放救助金 25 万元。

成就创业梦想。3 月 6 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妇联联合组织“春风舞动”——女性就业专场招聘会，36

家企业提供适合女性就业的岗位 1575 个；对 60 多个适合女

性创业的优秀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向求职妇女发放了《妇

女小额担保贷款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解答创业就业难题。

3月 8日，省妇联与省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美丽与梦想

同行”——巾帼创业“三八”特别节目，第二届山东省妇女

创业大赛获奖选手与12位 BOSS团和专家评审团成员进行了

交流，达成投资意向。“三八”节期间，各级广泛举办女性

专场招聘会，全省 1769 家用工单位提供岗位近 10 万个，达

成就业意向 32300 多个，推介创业项目 17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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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妇女健康。省妇联组织省中医专家到沾化县古城镇

为妇女进行免费查体。淄博市发起“齐心助力·粉红行动”，

7家医院共同参与乳腺疾病公益筛查活动，为 1329 名女性作

免费筛查。莱芜市开展健康服务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8000 份、健康知识手册 3000 份，并为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的

120 余人进行免费查体。菏泽市举行“迎三八·送健康”大

型义诊活动，为 600 余名群众进行义诊、体检，发放宣传资

料 1000 余份。

三、加大集中宣传，促进妇女维权，纪念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实施 20 周年。3 月 6 日，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联

合召开“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座谈

会，与会人员回顾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 20 年来我省妇

女事业发展成就，就妇女事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进

行了座谈交流。节日期间，省妇联举行了维护妇女权益系列

活动。3月 5 日，省妇联举行了“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

动”启动仪式，发放了法律书籍和宣传材料，开展法律咨询，

为群众答疑释惑；3月 8 日，省妇联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

制作“三八”《周末说法》妇女维权特别节目，省妇女维权

法律服务团的律师做客《周末说法》，接听了热线电话，解

答了有关家庭暴力、妇女财产权益维护等相关法律问题。烟

台市以“法德共进、家家平安”为主题启动了“三八”维权

周活动，举办“法制公园”活动，成立烟台市女职工劳动人

事争议维权工作站，发放宣传资料 2万余份，推出女职工维

权案例专栏 6期。泰安市维权周期间举办各类法律培训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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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场，培训妇女 4800 余名。聊城市举行“万家联动 送法

到家”大型法律宣传活动，30 名律师开展现场答疑和法律咨

询，巾帼志愿者发放法律宣传册以及《妇女健康知识手册》、

《防邪教知识进家庭手册》等 1000 余册。

四、倡导公益理念，开展志愿服务，促进巾帼素质不断

提高

全省各级妇联以节日为契机，举办知识讲座、培训班等，

开展系列公益活动，促进女性素质全面提升。3月 5 日，省

委宣传部、省妇联举行“学雷锋·百万巾帼志愿者在行动”

活动启动仪式，发出了“做志愿精神的倡导实践者”倡议，

为社区优秀巾帼志愿服务队授旗，表演了《四德歌》健身广

场舞和精彩的文艺节目，巾帼志愿服务队还为社区居民送去

了家庭教育、心理咨询、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青岛市组织

了“走进最可爱的人”——军地青年联谊会，军地单身女青

年在青岛某海军基地会议室进行了联谊交友活动。淄博市举

办了“齐心淄博·最美全家福”公益摄影活动，16 名公益摄

影师奔赴沂源县 6个省级贫困村，为 100 多户家庭拍摄全家

福，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拍摄照片 240 余张。东营市组织

3600 多名女干部职工开展庆“三八”女职工健步行活动，倡

导低碳环保生活理念。泰安市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5 周年书画作品展，展出优秀作品 300 余幅。威海市举办

了“幸福的生活美学”纪念三八节“爱家讲堂”第 12 期公

益讲座，各界妇女群众 500 多人听取了台湾资深专家金韵蓉

老师所作的专题讲座。聊城市举办了“水城女性大课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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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讲座，为 5处“水城女性大课堂”培训基地挂牌。枣庄市

峄城区举办了庆三八“女人事业与家庭”专题讲座，200 余

妇女干部参加了讲座。曲阜市举行各界妇女朝圣祭孔大典，

300 余名妇女走进孔庙，近距离感受儒学文化思想。蒙阴县

组织巾帼志愿者到金山社区老年公寓帮助老人打扫卫生、整

理床被，并发放“邻里守望联系卡”建立长期联系服务。

豪情与岁月同在，信心与成就俱增。全省广大妇女以巾

帼不让须眉的责任担当，以创新求发展，以作为求地位，努

力谱写出新时期妇女事业更加绚丽多彩的时代华章，为建设

经济文化强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巾帼力

量。

（省妇联宣传部）

报：全国妇联各主席，省政协主席刘伟，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孙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副省长季缃

绮

送：省妇联各主席，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综合处，

全国妇联办公厅调研处，各市分管领导

发：各市妇联主席，各市妇联办公室，省直机关妇工委、

省高校妇工委、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省妇联各

部室

（共印 12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