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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为妇女发展家庭建设赋能提质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今年两会，“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正在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审查。 规划纲要草案专节提出促
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同
时，规划纲要草案关于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内容 ，
也为未来 5 年妇女建功立业新
征程、追求更加美好新生活勾勒
出一幅幅新图景，为妇女事业立
足新发展阶段 ， 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了新机
遇、新动能。 就此，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采访了部分女代表 、女
委员。

“她力量”将大有所为

保障女性平等就业，能有效
提高妇女地位，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 规划纲
要草案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 提出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
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
构性就业矛盾。

“规划纲要草案中的就业创
业政策非常接地气，国家搭建各
种平台，破除阻碍妇女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为女性发展创造各
种机会，女性作为个体的发展将
更加全面。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
广播电视台播音部主任孙维表
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机
遇的时代， 社会竞争越来越平
等、开放，人才创新活力被激发，
每个人都可以各尽其才，女性力
量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如何切实有效落地？ 规划纲
要草案透露出诸多为女性群体
提供的机会： 完善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
业支持体系；建立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 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全
面清理各类限制性政策；统筹城
乡就业政策，积极引导农村劳动

力就业；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
策，支持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
人员等群体勤劳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人才创新被
提到了新高度。 规划纲要草案提
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贯彻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
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
的作用。 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
伍。 激励人才更好发挥作用。 优
化创新创业创造生态。

“这样拓宽了从业者的就业
空间， 为女性就业创新释放了新
的突破口。 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的运用，网络经济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偏远地区女
性参与新形态网络经济的距离，
有利于打破女性就业瓶颈， 缩小
男女收入差距。 ”全国政协委员、
湖北省妇联副主席（兼）、湖北省
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说。

“一大波机会来袭，将不断提
升女性经济社会参与度， 使每名
女性的人生都更加精彩。 ”谢文敏
委员说，“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
国家宏图使得男女平等的现实越
来越丰满， 并正在立法施政蓝图
中得以落实践行： 持续改善妇女
发展环境， 促进妇女平等依法行
使权利、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共享

发展成果。 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受
教育权利， 持续提高受教育年限
和综合能力素质。 保障妇女平等
享有经济权益， 消除就业性别歧
视，依法享有产假和生育津贴，保
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她权益”被全面守护

规划纲要草案再次强调“坚
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 进一步体现了
保障妇女权益的国家意志。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
再次强调， 传递出国家保障妇女
权益的政治意愿更加坚定， 推进
性别平等实现的目标更加明确，
进一步为妇女权益保障、 促进妇
女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国人大代
表、陕西省律协副会长、北京金诚
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
一直以来关注妇女权益，她坚信，
在“十四五”期间，在法律层面，国
家会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加
强救济、扩大宣传等方式方法，进
一步细化明确妇女的各项权益，
切实增强对妇女权益的保障、促
进妇女发展， 加强妇女的维权意
识， 为保障妇女权益提供更多有
效的法律途径， 切实解决现实中
的难点问题， 预防和及时纠正侵
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健委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研读了规划纲要草案，发现
“落实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
制，完善分性别统计制度”写入
了规划纲要草案。 将性别视角纳
入统计，以有性别视角的统计数
据做支撑，在社会治理创新上将
会更有针对性，能精准发现哪些
方面存在问题，更精准地为妇女
发展服务，更好地保障女性合法
权益。

尤其是新增的“加强家庭建
设专节”，明确提出“构建支持家
庭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推进家
庭教育立法进程，加大反家庭暴
力法实施力度，加强婚姻家庭辅
导服务，预防和化解婚姻家庭矛
盾纠纷”， 体现了对家庭建设的
高度重视，有助于增进家庭成员
之间的相互尊重， 有利于预防、
减少家庭矛盾的发生。

规划纲要草案提到的“增强
生育政策包容性， 推动生育政策
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减轻
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
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
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
政策和产假制度， 探索实施父母
育儿假”，将为女性提供更好的生
育支持，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构
建新型家庭文化提供政策赋能。

“规划纲要草案内容厚实、
举措扎实、政策翔实，把妇女权
益保护落到实处，体现了国家对
妇女事业更加重视，也体现了社
会发展的进步。 ”贺丹委员告诉
记者。

“她健康”将更有保障

规划纲要草案首次明确提
出“保障妇女享有卫生健康服
务，完善宫颈癌、乳腺癌综合防
治体系和救助政策”引发代表委
员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厉莉说：

“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保障妇女
享有卫生健康服务， 完善宫颈
癌、乳腺癌综合防治体系和救助
政策， 回应了对妇女影响最大、
最受关切的健康问题，更有利于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药科大
学校长郭姣也期待这一规划能
够尽快落到实处，让广大妇女在
未来五年、十五年得到更加全面
的健康保障与发展。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 把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
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
政策， 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
网，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
健康服务。

郭姣表示，在“全方位全生
命周期健康服务” 这一概念中，

“全方位”指完整的健康观，不仅
包括躯体健康， 还包括心理健
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等诸多
方面。“全生命周期”则强调构建
起覆盖从胎儿期到老年期整个
生命历程中的健康服务，这对于
女性来说尤为重要。

郭姣进一步解释，由于男女
身体结构和体质、 心理特点不
同，女性更容易受到心理、环境
等方面的影响， 承受更多的心
理、身体压力。 规划纲要草案提
到的建设目标为女性提供了全
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健康呵护，
她特别期待这些举措尽快落实
落地。

“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加
强孕前孕产期健康服务”，在规划
纲要草案中看到这句话时， 郭姣
非常高兴。“这些相关内容出现在
国家规划纲要这种高层次的纲领
性文件中， 体现了国家对女性健
康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相信未来
的相关工作将会在各级政府和行
业的落实执行中得以实施操作，
令人充满惊喜与憧憬。 ”

（据《中国妇女报》）

“姨，你这两天咋样？ 药还有
吗？ ”胡吉梅穿着红马甲，又来到
村里 77 岁的任文英家。 两人一
见面就亲热地握住了手， 聊完
天，胡吉梅麻溜儿地擦灰、拖地、
洗衣服。

任文英是宁夏吴忠市陈袁
滩镇唐滩村一位“空巢”老人，老
伴儿去世早， 儿女都在外打工，
她还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 胡吉
梅作为村里“红草帽”志愿服务
队的一员，几乎每周都去看望任
文英。

“多亏了志愿者，对我关心
得很，没有他们我可能都活不到
现在。 ”任文英说，每次一犯病，

她就浑身动不了， 只要一个电
话，无论何时都有志愿者赶来送
她去医院，“比儿女还亲！ ”

提起“红草帽”，唐滩村人人
称赞。 这支 2012年村妇女主任和
7 名妇女小组长自发成立的志愿
服务队，目前已扩充到 500 多人。
宣讲政策、清理黄河沿岸垃圾、帮
单亲贫困妇女收庄稼……村里大
小事，都有她们的身影。

“‘红’的含义是一颗红心向
党，‘草帽’代表我们是出身基层
的农民，也服务农民。 ”志愿服务
队负责人马金萍说， 唐滩村有
5000 多人，但年轻人大多外出务
工，留守老弱多。“农村啥事儿都

是互相帮忙，我们这些媳妇儿也
想尽自己的能力，做点贡献。 ”

不仅是“红草帽”，近年来，
吴忠市创新“妇联执委+志愿者”
模式，支持基层妇联成立巾帼志
愿服务队，广泛吸纳妇女群众参
加基层工作，目前全市已有巾帼
志愿服务队 50 余支， 参与人数
超过 4.2 万人。

一支支“娘子军”为基层治
理注入了“柔性力量”。 吴忠市利
通区金星镇裕西社区的“王兰花
热心小组”成立 16 年，已在宁夏
全区形成“兰花芬芳”志愿服务
品牌。 发起人王兰花今年 71 岁，
仍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因长年

扶贫济困、助老助残、调解纠纷
等，在社区居民中很有口碑。

去年社区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铺管道要整修地面，一位 80
多岁的老爷子舍不得自己楼前
空地里种的几行大葱和白菜，一
时激动躺倒在铲土机下阻拦施
工。 王兰花听闻后赶到现场，柔
声劝说， 细数改造后的好处，老
爷子最终被劝走。

“社区工作很多是家长里短
的琐事，靠几名社区工作者根本
忙不过来， 这些志愿者热心、细
心也有耐心，能更好地协助我们
回应居民诉求，解决群众困难。 ”
裕西社区党委书记黎梦琦说。

人人参与治理， 成果人人共
享。让胡吉梅欣喜的是，这几年村
里民风明显改善， 特别是志愿者
持续多年入户宣讲移风易俗，去
年村里结婚彩礼普遍从 15 万元
降到了 5 万元。“我有两个儿子，
前几年为娶媳妇儿的事把我愁得
睡不着觉，这下终于松了口气。 ”

如今，许多最早由爱管“闲
事”的“大妈”组建的巾帼志愿服
务队，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了各方
力量加入。“年轻人越来越多，让
我看到了希望。 中国人互助共济
的优良传统就能传承下去，等我
老了也不愁没人照顾了。 ”胡吉
梅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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