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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和巩固国家卫

生区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每月

第二个星期四为区妇联美丽家园洁净行动

日为抓手，凝聚妇女群众力量，集中开展巾

帼志愿服务创城工作。由各街镇（工业区）

妇联、创城点位小区所在妇联，积极宣传和

组织发动，整合辖区内妇女志愿者力量，对

楼道及门上黑广告较多、楼道墙面污损较多

的点位进行清洁和美化。一是做好对标对

表，严格对照创城要求和时间节点，形成上

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局面。二是做好组织发

动，各基层妇联广泛宣传发动，发挥楼组长、

文明家庭、妇女骨干等示范引领作用，发挥

妇女之（微）家、妇女议事堂等阵地作用，掀

起家家户户齐动手、共参与的创建热潮。三

是做好成果维护，提升群众卫生意识与文明

素养，提高群众对创城工作和爱国卫生工作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进一步持续推进环境综

合整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健康文明新家园

的良好氛围。

队伍凝聚美。提高农户对于“美丽庭院”工作

认知，探索长久维护的自治机制。打造巾帼志愿队

伍，针对村内杂物乱堆乱放、垃圾不及时清理、绿

化维护情况、邻里纠纷、家庭突出矛盾等问题开展

监督活动。通过“美丽庭院”工作培育巾帼志愿者

队伍，团队活跃并发挥积极作用。

家人都是美丽埭后援团
亭林镇亭西村 顾粉华

一听说要建设美丽埭，我非常开心，因为现在大家

物质上都富裕了，也希望住在更好的环境中。在开好埭

头会了解到需要拆除村民门口搭建的鸡棚鸭棚后，我就

马上跟家人商讨了这件事，大家一致支持。会后的第二

天，我老公就把家门前的鸭棚拆了，埭上其他村民看到

我家这样做以后也主动响应，纷纷拆掉鸡鸭棚。村里党

总支副书记陈萍因为这件事还特别感谢我，原来她担心

这件事会遇到村民的较大阻碍，都计划好了工作人员上

门帮大家一起拆，结果村民都自己动手做完了这些工

作。

环境清爽了 心里亮堂了
吕巷镇和平村 叶健英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和平村美丽埭的负责人。我

一直积极执行美丽埭上的有关规定，参加埭头活动，配

合村委会完成美丽埭上的各项工作。天寒天热，我都

把环境美化放在心上，用自身的力量带动身边群众加

入到美丽埭的创建、维护中来。走进今天的和平村，道

路宽敞，路面整洁，农民的房子变白了，河道的水变清

澈了，农户宅前屋后也都种上绿化，变身小花园。农村

环境的明显改善，为村民们带来了实惠。通过前期的

宣传，和平村村民们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久而久

之，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民也越来越自觉，主动维护

好环境。

“院”为你添彩
金山工业区桥湾居委会 王顺忠

在自建房屋的时候，我就打算要布置一个绿色庭

院。院子上方搁几根防腐木材料，正面围墙底下砌一个

狭长的花坛，左侧围墙下安置了防腐木花盆，右侧围了

个池子。我的主体格局是：顶有紫藤串串挂，蔷薇月季

沿墙爬，四周绿植放整齐，狗儿龟儿把欢撒。我试着培

植花草，扦插、分枝、留籽儿。经常送给邻居朋友，也包

括素未相识的朋友。听着大家夸赞的声音，感谢的言

语，我欣喜，我快乐。美化家园在自我，美丽金山靠大

家。

埭，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村民生产

生活的最小单元，也是村民参与乡村振兴

和共享发展成果的第一阵地。2017年以来，

金山区妇联围绕“两区一堡”战略定位，以“服

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为工作主线，以“环境美、

人文美、家风美”为创建标准，积极探索美丽埭建设，努

力打造“埭美人和、埭风文明、埭头整洁”的美丽家园。

加强顶层设计，“立当前”和“谋长远”并重

按照习近平同志对金山提出建设“三个百里”的指

示要求,结合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区妇

联立足工作职能，源头推进美丽埭建设。一是认真制

定相关文件。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结合实际，起草制定了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三年计划（2018—2020
年）的工作意见》（金妇〔2018〕12号）、《金山区妇联关于

开展“美丽一条埭”创评活动的通知》、《关于下发〈“美

丽一条埭”创建评选标准〉的通知》等文件，着力于农村

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村妇女关

爱等。二是有序推进创建工作。以每年度召开金山区

“双学双比巾帼建功”工作会议及美丽埭建设推进会、

举办“村美户美她更美”寻访美丽乡村活动为载体，通

过部署工作任务、座谈交流情况、提炼工作经验、现场

观摩学习等，不断增强各级妇联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加快美丽埭建设步伐，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掀起全

区美丽埭建设的高潮。三是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区、

镇、村三级妇联走村入户，对创建埭逐一走访，听取妇

女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想法，对埭上宅前屋后的环境、家

风家训的宣传氛围、妇女议事点和妇女微家的作用发

挥等进行悉心指导。

激发巾帼活力，“外在美”和“内在美”兼得

引领妇女参与，实现埭头环境美。区妇联以开展

“美化家园助力创城”“拥抱鑫家园”助力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为抓手，积极引导动员农村妇女从自身做起、从家

庭做起，建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科学文明的生产生

活方式，踊跃参与无违居村、无违街镇的创建，持续改

善农村生活环境，带头做好农村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

分类等工作，以“小家美”促“乡村美”。

张堰镇建农村周家埭建立环境卫生和文化活动

的“五个一”机制，形成晾衣架、洗衣板、“小三园”、小

篱笆、家风家训亮牌等“五个统一”。朱泾镇大茫村组

建“暖心娘家”志愿保洁队，组织开展“看看谁家小三

园布局合理、谁家庭院设计精巧、谁家客堂间整洁美

观、谁家灶间干净卫生”的评比活动。通过建立管理

制度、制定埭规民约、组建巾帼队伍等举措，激励妇女

以“我”为主体，在优化环境中葆有主人翁意识和责任

感。

夯实阵地基础，激活埭头人文美。区妇联把激活

联系服务妇女“神经末梢”作为推进群团改革的落脚

点，发挥妇联区、镇、村、埭四级阵地作用，延伸妇女之

家、妇女微家、妇女议事堂、38°女子学堂等阵地到宅基

埭头，使之成为向广大妇女传播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

的纽带、活跃文体活动的舞台，成为妇联组织参与农村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

枫泾镇新义村妇联在陆家埭模范家庭设立以“微

维权、微联谊、微学习、微议事、微活动”为内容的妇女

微家，成为展示妇女特长和邻里交流的场所。朱泾镇

五龙村张家浜的“沈阿姨姐妹议事堂”设在区平安家

庭家里，发挥妇女群众在基层民主决策中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这些在群众家里、身边的妇女阵地，

是妇联用心打造的温暖之“家”，以“阵地”为同心圆，

辐射最广泛的妇女群众踊跃参与农村群文活动和社

会治理。

带动家庭示范，宣扬埭头家风美。区妇联落实习

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要求，坚持

宣传教育、榜样树立、机制保障多管齐下，深化“百家千

户”工程，开

展寻找“最美

家庭”活动，

组织评选文

明家庭，引领

妇女带动家

庭成员建设

好家庭、涵养

好家教、培育

好家风，促进

文明乡风、淳

朴民风，推动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

家庭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吕巷镇夹漏村

最美家庭黄美英发挥领头羊作用，先行拆除自家违建，

并到有违建的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又牵头成立清洁

家园小分队。张堰镇秦阳村俞家埭上遇到下雨，晾晒

的东西没人收，立马就会被邻居收好保管；遇到孩子没

人看管、生病没人照顾，邻居都会主动前来送关爱，真

是“邻里胜远亲，互助互关心”。优良的家风家训在这

些埭上传承发扬，乡风文明熠熠生辉，以“家庭”为单

元，联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

的社会主义农村文明新风尚。

深化建设成效，“抓宣传”和“促应用”共举

2017 年以来，全区共有 53 个村的 71 条埭参与创

建，覆盖家庭 1523 户、党员 303 人；71 条埭中分别设立

有“妇女微家”和“妇女议事堂”的 48 条，有埭规民约

的 51 条。经过四年时间的推进，已有 32 条成功创建

为“金山区美丽埭示范埭”。为进一步宣传和应

用美丽埭建设成果，区妇联着力开展“四个一”专

项工作。评比一批美好家园摄影作品，以“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 巾帼共绘美好家园”为主题开展

摄影展评活动，突出农村居住环境“美在生态”、

妇女群众及家庭“美在参与”；宣传一批美丽埭建

设成果，在金山女性微信公众号、《新金山妇女》

杂志上连续刊载各镇（工业区）创建情况；

编辑一本《我的美丽埭日记》宣传册，收录

参与美丽埭建设的妇女干部、志愿者骨干、

埭头人、普通群众等 22 人的先进事迹，通过

她们的视角，讲述妇女在参与乡村振兴与

乡村治理中的半边天作用；发布一批乡

村振兴巾帼线路，通过将美丽埭、巾帼

文明岗、妇女阵地、双学双比基地

等妇联元素串珠成链，形成枫泾巾

帼邂逅游等 10 条巾帼线路，实现

全区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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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她助力 美丽家园巾帼情

2020年金山区“双学双比”“巾帼建功”
——“美丽埭”建设工作会议

4 月 10 日，2020 年金山区“双学双比”

“巾帼建功”暨“美丽埭”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副区长、区“双学双比”竞赛协调小组

组长吴瑞弟出席。他充分肯定了 2019年区

“双学双比”“巾帼建功”和“美丽埭”建设工

作取得的成效，并要求全区上下要进一步

聚焦乡村振兴，在农村建设中奏响“她强

音”；要进一步围绕“两区一堡”，在建功立

业中贡献“她力量”；要进一步强化履职尽

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她担当”。会

上，区妇联主席、区“双学双比”竞赛协调小

组副组长李伟总结部署工作。区农业农村

委副主任冯春欢宣读了 2019年度金山区美

丽埭示范埭表彰决定。张堰等五镇（工业

区）妇联现场发布“乡村振兴巾帼线路”，实

现了全区“乡村振兴巾帼线路”的全覆盖。

吕巷镇“双学双比”竞赛协调小组等三家单

位作了交流发言。

2020年金山区妇联“乡村振兴她助力”
——寻访美丽庭院、美丽家园洁净行动启动仪式

7 月 27 日，2020 年金山区妇联“乡

村振兴她助力”暨寻访美丽庭院、美丽家

园洁净行动启动仪式在金山工业区举

行。市妇联副主席王剑璋，副区长、区

“双学双比”竞赛协调小组组长吴瑞弟等

出席活动。王剑璋充分肯定了金山区

妇联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所取得的成

效，并希望妇联组织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发挥组

织优势，积极贡献乡村振兴中的巾帼力

量；党建带领妇建，让妇女和家庭都有出

彩的机会。活动现场启动了寻访美丽

庭院、美丽家园洁净行动，区妇联作工作

部署，美丽庭院代表分享美丽庭院创建

故事，村、居、家庭代表进行微访谈等。

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前往保卫村高屋

里埭寻访美丽庭院，感受高屋里“一单位

一庭院”的独特魅力。

2020年巾帼志愿者“美化家园 助力创城”
——主题活动

乡村美在埭头上
邻里情在宅基里

倡议书

美丽埭和美丽庭院故事

金山区“美丽庭院”创建中的“五美”

傍水而居傍水而居，，绿树掩映农田环绕的江南风貌绿树掩映农田环绕的江南风貌

美丽督导员变废为宝改造美丽督导员变废为宝改造

埭头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埭头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巾帼志愿者吴春华巾帼志愿者吴春华
为村民表演节目为村民表演节目

庭院整治美。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点任务，全面清除当前农村环境卫生中存在的

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种乱养、乱倒垃圾、乱排

污水等“五乱”问题，引导农户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巧布三园，打造有颜值的庭院。指导农

村妇女精心布局和经营小菜园、小花园、小果

园，呈现“地块整洁、环境优美、春有花、秋有果，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

创建发现美。结合最美家庭寻找、垃圾分

类普及、家风家训征集、巾帼荣誉评选、妇女微

家创建等工作，让广大农村家庭在参与中受到

教育和引导。通过寻找美、发现美，点燃家庭主

动创建的激情，在“美丽庭院”建设过程中不断

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浸润美。挖掘金山文化内涵，把原

生态非遗资源和新时代的金山文创相结合，

挖掘好、保护好、弘扬好乡村文化，留住乡

村乡韵。鼓励树立良好的家风、民风，尊崇

尊老爱幼、孝德仁义的传统文明，立足新时

代，引领新风尚。用文化滋养金山女性和家

庭持续创建的内生动力。

典型选树美。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实施

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三园”工程，及市

妇联、市农业农村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上海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方案》要求，建设好基

础版、示范好精品版，使群众学有榜样。挖掘和

培育农村家庭中的能人、骨干，帮助有意愿、有潜

质的家庭争创“绿色家庭”，讲好“美丽庭院”建设

的金山故事。

妇女姐妹们妇女姐妹们：：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

角，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蓝

图。区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提出，要认

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入实施“两区

一堡”战略，奋力创造新时代金山发展

新奇迹。妇女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为共同建设好

幸福家园，我们倡议：

争做美丽家园建设的引领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坚守生态底

线、坚持绿色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让环保理念渗透到工

作生活方方面面，让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节约环保的生活方式在家庭落

地生根，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推动乡村旧貌换新颜。

争做美丽家园建设的实践者
美 丽 家 园 从 创 建 美 丽 庭 院 做

起，让我们身体力行，从改变生活和

卫生习惯入手，时时保持室内整洁、

衣着整洁、门前屋后整洁，带领家庭

成员努力营造清洁、美观、舒适的

家，让家里门外净起来，房前屋后绿

起来，庭院景色靓起来，乡居环境美

起来。

争做美丽家园建设的推动者
让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文明道德新风尚，充分发挥女性

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扬夫妻

和睦、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互助

的家庭文明新风，在关爱家人中融洽

亲情，在乐助他人中传递友善，在奉

献社会中收获快乐，以好家风带好民

风、浸润好乡风。

妇女姐妹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让“小家”更靓丽，让“大家”更时尚，

按照“两区一堡”战略定位，在加快打

造“三区”“五地”、全面建设“三个金

山”中，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新义村故事员新义村故事员，，陆家埭妇女骨干陆林华凝聚乡邻陆家埭妇女骨干陆林华凝聚乡邻
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参与农村社会治理

美化环境巾帼志愿队美化环境巾帼志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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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妇联推进美丽埭（美丽庭院）建设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