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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武阳镇中赖村袁 翠绿包
围中的一排排洁白民居映入眼帘袁
沿着村道两旁修整一新的木质栅
栏进入村庄袁村庄对面是一行行的
脐橙条带袁 村前是绿油油的稻田袁
村后绿树成荫遥 令人赏心悦目的袁
不仅是村庄的绿袁还有村居民房外
墙上随处可见漂亮墙绘袁使村庄的
气质与风格瞬间提高遥

中赖村位于武阳镇南部袁下
辖 11 个村民小组袁 人口 306 户
1436人袁全村主要以脐橙尧水稻种
植为主要经济来源遥 建档立卡贫
困户原有 71户 192人袁经过多次
精准识别野回头看冶袁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 48户 193人袁截止目前已
脱贫 24户 115人袁 还有 24户 78
人今年可实现脱贫遥

中赖村脐橙种植 1600亩袁油
茶种植 260 亩袁 烟叶产业有 96

亩遥其中引导 38户贫困户种植脐
橙袁2户种植油茶袁 占了贫困户总
数的 83%遥 同时袁为使贫困户抱团
发展袁 村干部引荐贫困户加入了
镇里脐橙专业合作社袁 并动员致
富能手赖裕发在村里建设了 1200
平方米的脐橙仓储库遥 通过合作
社的统一指导尧统一施肥尧统一销
售袁 贫困户脐橙收购价比一般的
多 0.4元以上遥

中赖村向来民风淳朴袁境内社
会治安良好袁全村没有发生一例刑
事案件袁 没有新增一个服刑人员遥
今年以来袁中赖村深入开展乡风文
明行动袁让村民精气神更足了遥

村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袁全
程指导监督村内婚丧喜庆事宜袁并
在村风民俗尧领里关系尧婚姻家庭
等方面出台了明确的规定袁使这些
新风尚在村里得到了宣传普及遥同

时袁推荐了 3名在孝老爱亲尧助人
为乐尧热心公益等方面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袁参与全镇野向上向善 文
明和谐冶首届武阳十大人物评选活
动并有 2位获得了表彰袁进一步引
导和鼓励了全村村民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

针对农村的各种陋习袁 该村
绘制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漫画以及
名言警句袁把野文化墙冶打造成了
群众欢迎的政策明白墙尧 文化娱
乐墙尧美德教育墙袁并印制了叶移
风易俗曳宣传册和宣传画袁发放到
了每家每户袁 还邀请专家学者开
办了 叶移风易俗好家风曳 道德讲
坛袁有效破除了群众的陈旧思想遥
在该村境内的道路沿线可视范围
内基本看不到坟墓袁 其实很早以
前中赖村就兴建一座公墓袁 乱埋
乱葬现象基本杜绝遥

重获生活信心
阴本报记者邹婷

疾病打不垮袁 贫困磨不坏袁 灾难撞不倒
噎噎这是对贫困户杨勇一家人的真实写照遥
2006年袁壬田镇圳头村拾角小组的杨勇被查出
患有咽喉癌袁2008年袁 妻子李素萍患上病毒性
脑膜炎袁导致全身瘫痪至今卧病在床袁饮食起
居不能自理遥 在市民企局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帮
扶下袁夫妻俩长年坚持与病魔做斗争袁并逐渐
发展起产业袁生活有了起色遥

杨勇是个憨实的农家汉子袁黝黑的脸庞留
下了经年累月辛苦劳作的痕迹袁 年仅 45岁的
他已头发灰白遥 因家庭清苦袁他是村里众人皆
知的贫困户遥 野以前我们两夫妻在家里种田袁累
是累点袁可起码还能过得去遥 冶杨勇说袁他从没
想过生活会如此残酷袁病魔接踵而至袁长期巨
额的医药费如雪上加霜袁让这个一贫如洗的家
庭摇摇欲坠遥 野生活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遥我
的咽喉癌化疗手术已经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
了袁喉管被摘除后袁生活和劳作上有很多不方
便袁种田的稻谷还不够自己家吃袁两个小孩又
还在上学袁一家四口人袁我这个病身子是最大
的劳动力遥 冶说起生活的心酸袁杨勇神色黯然遥
自患病以来袁杨勇一家靠举债度日袁然而因长
期需要医药费花销袁他家的贫困程度让身边亲
朋有心无力袁野后来袁向别人借点钱袁他们都担
心我还不起遥 冶

幸运的是杨勇的困境在悄悄改变遥 2015
年袁 市民企局驻圳头村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到
来袁让他看到了新生的希望遥 扶贫工作队人员
了解杨勇的家庭情况后袁 为其申办整户低保袁
并通过健康扶贫野四道医疗保障线冶为杨勇报
销部分医药费用遥 在有效的积极治疗下袁杨勇
的身体有所好转袁同时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干
部鼓励他发展产业袁 杨勇种植了 3亩白莲袁在
自家房前的池塘里放养草鱼袁 一年收入可达
8000元左右袁依靠双手和工作队的帮扶袁杨勇
振奋精神袁一扫生活的阴霾袁有望在今年实现
脱贫遥

野没有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袁
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袁感谢党尧感
谢政府尧感谢新时期的好政策袁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遥 冶黄柏乡贫困户
宋建林动情地对乡里的干部说遥

黄柏乡驻鲍坊村的干部了解
到宋建林家的情况后袁 多次到他
家走访袁了解他家的具体困难袁询
问宋建林本人的发展意愿遥 在攀
谈过程中袁 了解到宋建林本人有
搞养殖的愿望袁 因为村里已经有
很多人通过养殖鸡尧 鸭实现脱贫
致富的先例袁 宋建林之前也想试
试袁 但考虑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
原因袁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遥得
知宋建林的打算和顾虑后袁 驻村
领导当场鼓励他要克服一切困
难袁积极发展养殖业袁告知他资金
和技术方面的问题都不用担心袁
资金方面袁 政府已经出台贴息贷
款扶贫政策袁 一次性可贷款 5万

元用于产业发展袁期限是 3-5年曰
技术方面袁 政府会邀请专家到场
指导遥宋建林听后袁当场表示要申
请贷款袁发展养殖袁争取早日实现
脱贫遥

7月份宋建林申请到精准扶
贫贷款后袁 马上着手开始养殖袁刚
开始时袁宋建林买了 60羽鸡苗尧20
羽鸭苗试养袁为了确保鸡鸭养殖质
量袁乡里及时邀请市农粮局养殖方
面的专家袁 现场传授养殖技术袁宋
建林将专家传授的养殖技术和一
些要注意的问题用笔记本一条一
条记录了下来袁并且现场询问了专
家养殖技术方面的疑点难点问题袁
都一一得到了解答袁大大增强了宋
建林养殖脱贫致富的信心遥 野第一
批卖了差不多 8000多元袁 基本是
干部帮忙推销卖的袁后来自己也卖
了一些袁没计算有多少遥冶鸡鸭有销
路袁宋建林也大胆了一些袁很快又

加养了 60尧70羽的鸡鸭袁赶到春节
期间卖袁为了帮助宋建林家销售鸡
鸭袁驻村帮扶干部早早地做推销工
作袁通过拍照片尧录视频把鸡姑娘尧
鸭宝宝展现到野新主人冶眼前袁待过
年时再送货上门袁在干部的接力帮
助下袁春节期间袁驻村干部帮宋建
林家卖掉了 80%以上的鸡鸭袁剩下
的则卖给了邻居和亲戚袁第二批又
挣了一笔钱遥

尝到了甜头袁 技术也更成熟
了袁现如今袁宋建林家养殖的鸡鸭
已达到一定规模袁 养殖鸡达到了
300余只袁养殖鸭 100余只袁年收
入已达到 3万余元遥 野我干不了重
活袁小孩又不在家袁靠老婆一个人
也太累袁一批一批养袁量不求多袁
保证质量遥 冶对今后的发展规划袁
宋建林没有太多谋划袁 他希望在
养殖路上一步一步走好袁 让家里
的日子慢慢变好就知足了遥

近日袁文
明瑞金志愿
者联合会党
支部携手爱
心企业健力
宝公司尧远宏
贸易有限公
司走进叶坪
乡山岐村慰
问贫困户遥当
天 袁 他们向
21 户贫困户
捐赠了爱心
礼包 尧 食用
油尧书包等物
品 袁 总价值
8000 余元 遥

本报记者钟剑灵摄

日前袁谢拔公路升级改造项目施工单位已
开赴谢坊镇新建段施工遥长 18.2公里的谢拔公
路是野十二五冶期间罗霄山片区县道升级改造
项目袁途经谢坊镇新建村尧水南村袁拔英乡安背
村尧新迳村尧大富村尧拔英村 6个行政村袁工程
竣工后将大大改善谢坊拔英的交通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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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致富路宽广
要要要黄柏乡鲍坊村宋建林的脱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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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功”织就“幸福花”
要要要脱贫中的武阳镇中赖村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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