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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庄 大作为
要要要脱贫中的壬田镇长胜村印象

阴本报记者朱燕
长胜村地处壬田镇东南部袁 距壬田圩镇 3

公里袁 辖区面积 3平方公里袁 下辖 12个村小
组袁是省级野十三五冶贫困村袁全村共有 496 户
1910人袁其中贫困人口 70户 284人袁2015年脱
贫 19 户 92 人袁2016 年脱贫 20 户 90 人袁2017
年预脱贫 31户 102人遥

新村建设如火如荼
长胜村接祖排小组原来危旧土坯房成片袁

厅前池塘淤泥堆积袁群众出行极不方便袁为了
改变接祖排落后的面貌袁村民自发成立了爱敬
堂理事会袁广泛动员乡贤袁积极同村两委对接袁
筹集资金对接祖排进行了新农村改造遥 在镇村
两级的指导下袁驻点单位的帮助下袁通过理事
会运作袁目前接祖排已经全面消灭了野空心房冶
和野赤膊墙冶袁家家修通了水泥入户路袁外立面
提升也正在逐步施工袁新农点建设正在有序推
进遥

野群众自己出一点尧上级政策补一点尧挂点
单位帮一点尧镇村两级筹一点冶的野四个一点冶
的资金筹集方式经过事实考验被证明为可行袁
现正在全村推广袁极大地促进了新农村工作的
进展遥 目前全村已经拆除野空心房冶11453平方
米袁全面消灭了野赤膊墙冶袁外立面刷白已经施
工了 1800余平方米袁 入户路修通 1300米袁改
厕 37户袁新农村建设整村推进如火如荼遥

扶贫产业风生水起
野有扶贫政策支持袁有干部帮扶袁只要我勤

快点袁脱贫没有问题遥 冶枫树下小组的贫困户陈
金生现在每天都往自己的脐橙园跑袁看着自己
种下的脐橙树一天天长大袁他信心十足遥 前几
年一直找不到致富的路子袁 做什么亏什么袁这
两年通过结对帮扶干部的指点袁他把心思全放
在了经济作物上袁不仅种了 20多亩烟袁还发展
了 10多亩脐橙和油桃遥

像陈金生这样的致富典型在长胜村并不
鲜见袁全村共有贫困户 70 户袁在扶贫干部点
对点的帮助下袁共有 55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发展了产业袁20 多户缺少资金的贫困户通
过野产业扶贫信贷通冶得到了发展产业的启动
资金袁几乎家家都种了至少一亩以上的白莲袁
基本实现了野一户一亩莲袁增收三千元冶的产
业发展目标遥如今长胜村产业发展风生水起袁
全村今年累计种植脐橙 560 亩袁狗婆塘尧虾蟆
眼小组 32亩荒坡地 1兆瓦光伏发电尧村级屋
顶 5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袁原来的
贫困户现在家家都有了致富产业袁原来的野空
壳村冶现在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能达到 10 万
余元遥

乡风民风积极向上
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袁 以后像叔叔一样做

个好人遥 冶细厅小组的朱学祥读五年级袁父母都
是残疾人袁 家庭比较困难袁 爱心人士拿出 200
元给学祥购置了了文具用品袁 拿到文具用品袁
学祥同学开心极了遥 不久前袁枫树下乡贤邹家
辉也向长胜小学捐赠 16000元袁用于改善学习
生活条件遥

乡贤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历来是长胜的优
良传统袁为了进一步在全村营造起文明的新风
尚袁长胜村在众厅尧村委会尧交通路口等各个人
流汇聚场所树立文明新风宣传牌袁同时利用广
播尧叶致全体村民的一封信曳尧 发放文明乡风扇
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宣传遥 现在长胜村每个
屋场都有了家风家训袁 形成了向上向善的氛
围袁邻里关系和睦袁孝老敬亲的风气愈发浓厚袁
乡贤回馈家乡的力度越来越大袁整个村的精神
面貌积极向上遥

来到李新甫的养鱼基地袁在
阳光的映照下袁 一条条自由嬉戏
的草鱼活跃了一塘绿水遥 李新甫
说袁他目前有 20多亩鱼塘袁投入
鱼苗 3000多尾袁今年养鱼的市场
行情还可以袁 收购价每斤可以达
到 7.5元袁 这样算下来除去饲料
等成本袁 今年的纯利润至少可以
达到 5万元遥

李新甫是叶坪乡下罗村文
塘小组的贫困户袁 一家 7口人袁
因残尧因病致贫袁在当地村委会
和驻村工作队的的引导和帮助
下袁李新甫转变思路袁发展起了
养鱼业袁历经重重困难袁李新甫
终于通过勤劳的双手袁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遥

从贫困到致富袁并不只有一
步之遥遥 李新甫说袁野勤劳冶才是
他脱贫致富的法宝袁 就在 9 年
前袁妻子不幸因病去世袁家庭生
活的重担全压在了李新甫一个
人身上袁 一家人主要靠务农为

生袁 但因为两个儿子身患重病袁
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袁还向
亲戚朋友借了许多钱袁使得本就
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袁李新甫不
得不比别人更努力袁就连种的粮
食都比别人种得多遥为了增加收
入袁 李新甫不仅种植了白莲袁还
凭着多年来跟父亲学习的养鱼
经验袁承包了农田开挖鱼塘发展
起养鱼业遥然而袁在养鱼初期袁由
于缺乏资金袁李新甫的养殖规模
一直跟不上去袁加之市场行情持
续走低袁连续几年李新甫几乎没
赚到什么钱遥

2016年袁 得益于我市脱贫
攻坚的优惠政策出台袁李新甫申
请了 3万元的贴息贷款袁并获得
了 500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遥 这
笔资金对李新甫来说无疑是雪
中送炭袁他根据之前的养鱼经验
和对市场需求的判断袁用这笔资
金袁把鱼塘养殖规模一下子扩大
到 20多亩袁还购买了 3000多尾

鱼苗袁开始规模化养殖遥
如今袁李新甫家里发生了很

大变化袁住上了新房袁购买了大
彩电袁 生活所需电器一应俱全遥
对于未来袁 李新甫早有计划袁他
说袁 打算购买增氧机和投料机袁
实现鱼塘现代化精细管理袁同
时袁随时根据不同鱼的生长情况
对接市场需要袁把养鱼和卖鱼结
合起来袁使经济效益最大化遥

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中袁
叶坪乡下罗村两委尧市移民和扶
贫办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袁精准
发力袁大力发展生猪尧养鱼尧白莲
等主导产业袁不断增强野造血冶功
能袁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遥 同时袁
通过帮扶该村成立种养专业合
作社增加村集体收入袁实施道路
硬化尧房屋改建尧活动中心等基础
设施建设袁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遥 截至目前袁市移民和扶贫办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00多万元袁
各个扶贫项目在加紧推进遥

瑞金市黄金钢化玻璃工程
有限公司坐落于黄柏乡湖岭村
红军大道旁遥这是我市唯一一家
集门窗制作安装尧玻璃加工及销
售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新企业遥
该公司发展至今袁 已有员工 60
余名袁 其中吸纳 23户贫困户就
业遥就在 2016年底袁该公司被授
予了野就业扶贫车间企业冶称号遥

谢海庆是黄百乡柏村的贫困
户袁在 2015年前袁他一直在外打
工袁因为一次工作中意外受伤袁加
之年龄增大袁 渐渐萌生了回乡的
念头遥 2015年他回到黄柏袁并在
黄金钢化玻璃厂接受技术培训最
后选择留在该厂工作袁 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遥 谢海庆说院野我小孩
还在上学袁家里压力比较大袁但是
出去打工年纪又大了遥 现在在这
个厂里工作袁一个是离家近袁每天
能回家袁在呢一个月也有 3000多
块钱工资袁我觉得挺好的遥 冶

在实际扶贫中袁该厂与政府
联手袁以技术培训尧吸收推荐就
业的帮扶方式袁取得了良好的带
动效果遥不少贫困户通过厂里的
培训袁已经成为了厂里的技术骨
干遥

黄金钢化玻璃公司总经理
曾敏说院野我们在册的工人有 60
多个袁 吸纳了当地的贫困户有
23户遥 工人进厂前会进行岗前

培训袁从 2016年春开始袁我们已
经培训了 4期袁 每期有 30左右
人遥我们厂里是进行一个月的岗
前培训袁 通过了我们的岗前培
训袁再进行试用期遥 已经有 5尧6
户精准扶贫户已经成为了我们
厂里的管理层袁 也就是班组长遥
下一步袁我公司将继续扩大生产
规模袁发挥利用就业扶贫车间政
策优势袁帮助更多群众实现就业
脱贫遥冶据曾敏介绍袁为让更多的
精准扶贫户到公司来岗前培训尧
就业袁让更多的精准扶贫户早日
实现就业脱贫袁该厂准备扩大生
产经营袁 目前已经解决了 60亩
的用地遥

扶贫车间拓富路
阴本报记者郑薇

李新甫养鱼记
阴刘铭 本报记者朱燕

为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工作袁打好脱贫攻坚战袁7月 13日袁拔英卫生院协同市医保局工作人
员深入邱坑村开展了野免费送药尧送政策尧送服务冶的大型健康扶贫活动遥 图为活动现场遥

欧阳昀 本报记者郑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