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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泽覃乡希平村一位八十多
岁老人李莲英喜笑颜开袁 逢人就夸党
的政策好袁扶贫干部心肠好袁原来是她
家的扶贫干部李向阳帮忙盖房又安放
门窗袁让她母子不再受到风雨侵扰遥

4月 30日袁李莲英家的土坯房突
然倒塌袁变得无处安身遥 李莲英今年
八十多岁袁体弱多病袁只有一个患有
精神病的儿子袁无经济来源袁生活十
分贫困遥 李莲英家的境遇牵动着众人
的心袁在村干部的帮助下袁东挪西凑
建好了一间红砖房袁可李莲英实在无
力再安装门窗玻璃袁 虽然搬进去住

了袁可风雨肆意入侵袁又饱受蚊虫叮
咬之苦遥

民政局福利院副院长李向阳作
为李莲英家的结对脱贫干部袁 得知
她家的情况后袁倍感心痛袁立即帮助
申请全倒户补助 20000元遥为了保障
她家的后期生活袁 李向阳又为李莲
英母子申请办理低保遥 此外袁李向阳

自掏腰包拿出 3000 元袁 帮助李莲英
家购买并安装门窗玻璃袁 让母子俩
住得舒心袁 不再受到风雨侵扰和蚊
叮虫咬遥

看到李莲英母子露出笑容袁 李向
阳觉得非常欣慰遥 他的善举还不止这
些袁 他得知村里另外一家贫困户温佳
俊的家庭生活情况后袁为其购买 50只

鸭子袁教他如何饲养并销售袁助其早日
脱贫遥

贫困户非常感激李向阳的热心帮
助袁李向阳则说袁在党的政策引导下袁
自己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好事袁 帮助
贫困户过上舒心的日子袁 心里觉得很
有意义袁以后还将继续努力袁争取让更
多的贫困户得到帮助遥

为贫困户“遮风挡雨”
阴温星 本报记者温庆本

贫困村迈上致富路
要要要叶坪乡山岐村脱贫纪事
阴刘运文 杨艺文 本报记者温庆本

在推进野空心房冶整治过程中袁叶坪乡山岐村把
整治工作与新农村建设尧精准扶贫紧密结合袁建起了
光伏发电站袁建设了新型农村袁给这个野十三五冶贫困
村野造出冶秀美风光袁带领贫困村民走向幸福生活遥

建起光伏电站
7月 6日下午袁记者来到山岐村屋背塘小组袁在

村里的一片空地上袁 只见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整齐划
一袁在太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遥

山岐村支书黄小发介绍院野这块空地上原来是年
久失修尧破烂不堪的土坯房尧荒地和荒塘袁存在着极
大的安全隐患遥在这次的耶空心房爷整治过程中袁在政
府的指导下将它们全部拆除尧 平整袁 空出了大片余
坪遥考虑到节约集约土地资源袁上级部门建议可以把
光伏发电和精准扶贫结合起来袁 利用余坪建设光伏
发电站袁帮助农民脱贫增收遥 冶

一听说要建光伏发电站袁 有的村民由于对这种
全新的事物不了解袁起初有抵触情绪袁他们担忧影响
光照尧产生辐射袁乡村干部多次上门与他们沟通袁向
他们讲解关于光伏发电的相关知识袁 告诉他们光伏
电站是绿色电站袁不但没有污染和辐射袁而且还能为
大家带来不错的收益遥 村民们知晓了光伏发电是怎
么回事后袁迅速转变观念袁同意拆除空心房遥

钩机轰鸣尧铲臂挥舞袁很快袁空心房拆除了袁荒
地尧荒塘被填平了遥 据了解袁此次屋背塘野空心房冶拆
除面积达 8900多平方米袁 加上平整周边荒坡地袁共
整理出余坪 26亩遥 在上级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袁用
一个月左右时间袁 按农光互补模式开发建设装机容
量 1兆瓦的光伏扶贫电站遥项目不久即将投入运行袁
每年预计可以产生 60余万元的集体收入袁按照农村
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户袁贫困户每年受益 2244
元袁连续获益 20年袁可解决贫困户 100户尧230人的
脱贫问题遥

造出秀美乡村
走进叶坪乡山岐村坝子小组袁 只见一排排别墅

坐落有致尧造型新颖袁有的主体刚完工袁有的外墙已
粉刷袁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美极了袁一个新型的农村
社区呼之欲出遥

村民黄日钿父子三家的房子早已粉刷好袁 徽式
风格袁青瓦白墙袁格外好看遥 野我的房子占地 90平方
米袁居住面积 230平方米袁这两套房子分别是我大儿
子和小儿子的袁老房子拆除以后袁这个是按 100元一
平米买回来的遥以前还担心拆了旧房子没地方住袁这
都要感谢政府袁现在的政策真是好遥 冶村民黄日钿乐
呵呵地跟记者说道遥

据介绍袁坝子小组既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点袁又
是移民搬迁点遥在这次空心房整治过程中袁为了集约
节约利用土地袁坝子群众自发组建了理事会袁挨家挨
户上门宣传动员袁绝大多数村民都很配合工作遥村里
实行旧房统一拆除尧新村统一规划尧土地统一平整尧
建设统一施工尧新房统一分配等野五个统一冶工作机
制袁已拆除 55户尧306间尧6511平方米的野空心房冶袁
占地总面积 20余亩遥 规划建设两层半别墅袁既美化
了村庄环境袁又解决了 40户群众的住房问题袁其中
有 8户是贫困户遥乡村越变越美袁村民们生活越来越
好遥

泽覃村袁因为一个烈士和一
段永不磨灭的历史注定不同寻
常遥 1969年为纪念毛泽覃烈士
由红林村更名为泽覃村遥 全村
有 15 个村民小组袁226 户 1036
人袁其中贫困人口 55户 215人袁
现有耕地 723 亩尧 山地 4.2 万
亩袁被评为野赣州市级生态村冶遥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袁泽覃村打好
野红绿两张牌冶袁走活了脱贫野一
盘棋冶遥

一
生态是泽覃最大的优势袁绿

色是农业最好的品牌遥该村通过
重点扶持壮大野三大一特冶绿色
产业袁让贫困户走上致富路遥野三
大冶即灵芝尧毛竹尧养蜂产业袁野一
特冶即养殖生态山羊产业遥 为下
好产业这盘棋袁 该村大力扶持
野三大产业冶尧鼓励家庭适度规模
生态养羊遥

该村通过 野帮大户带贫困
户冶模式袁扶持分散的灵芝种植
大户抱团建立了灵芝基地袁通过
大户帮带袁13 户贫困户以资金
入股袁 贫困户每年可享受 4000
至 5000元的野分红冶收益遥目前袁
该基地总投资 110万元袁占地面

积 27亩袁纯利润每年可达 20多
万元遥 结合丰富的林地资源袁贫
困户把竹山当田耕尧把竹子当菜
种袁平均每户贫困户家中毛竹林
约 150亩袁尤其是低产低效毛竹
林改造扶持政策袁 使户均增收
4000元以上袁 直接带动 9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遥 同时袁全村拥有
中蜂养殖户 15户袁 其中贫困户
6 户袁 蜜蜂 700 箱袁 户均增收
5000元以上遥

坚持野既保护水源袁又促进
贫困户脱贫冶的思路袁该村扶持
农户发展生态山羊养殖袁以放牧
的方式进行饲养袁全村规模养殖
山羊 310头尧肉牛 50头袁其中贫
困户规模养殖山羊和肉牛 3户袁
实现户均增收 1万元以上遥

二
启动新农村建设以来袁该村

坚持群众主体尧 理事会运作袁各
小组成立了理事会袁理事会采取
开户主会尧座谈会尧夜访农户等
形式袁 深入村组农户宣讲政策袁
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遥 征求农户
意见后袁 由理事会统一请粉墙尧
盖瓦尧改厕尧改沟施工队袁根据农
户需求具体实施遥 截止目前袁全

村完成外墙粉刷 5000余平米袁改
顶贴瓦 2000平米袁 改沟 500米袁
改厕 12户袁余坪硬化 500平米遥

按照野村委主导尧党员带头袁
村民参与冶的思路袁该村长效化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遥加大硬件投
入遥 新建垃圾转运屋 1座袁添置
大小垃圾桶 50个袁 环卫双轮车
4辆袁确保农村生活垃圾就近收
集尧便捷清运遥 开展了党员志愿
者集中专项治理活动袁突出抓好
村庄周边尧主干道等重点区域的
整治遥

该村把空心房拆除与土地
增减挂项目有机结合袁 加大空
心房的拆除复垦力度袁 做好拆
除后的空地统筹安排曰 从容易
拆除的猪牛栏尧 厕所和快倒塌
的危房着手袁 以沿路空心房拆
除为重点袁逐步拆除曰实行挂图
作战尧画图编号尧限时销号袁党
员干部或其亲属带头拆除袁雇
请挖机统一拆除遥截止目前袁该
村拆除空心房 5800 平方袁全村
累计完成野增减挂钩冶项目 32.2
亩袁 其中项目区内拆除空心房
2500平米袁 目前已全面消灭了
空心房遥

谢坊镇大力培植特色养殖业袁为脱贫攻坚增强后劲遥花石村 90后青年刘金成功养殖可食用
蓝孔雀袁目前存栏 100余只袁市场需求旺盛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走活脱贫“一盘棋”
要要要脱贫中的泽覃村印象

阴本报记者朱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