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刘晓明 朱文梁冤开
学以来袁瑞金二中精心组织家访
活动袁不让一个录取在该校就读
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遥

按照市教育局资助中心的部
署袁 瑞金二中开展了多元化宣传摸
底工作袁 除了在开学第一天给每位
师生发放野致全市中小学生渊幼儿冤
的一封信冶外袁还在开学第一尧二周

利用校园广播袁 每天课前播放教育
扶贫政策遥 学校总务处专门设立了
野贫困学生资助政策冶咨询处遥 各班
在新学期第一周由班主任组织出了
一期以教育扶贫政策为主题的黑板
报袁 另外学校在办公楼前请广告公
司设置了教育扶贫政策专题宣传
栏遥 为了更精准更方便更快速的宣
传教育扶贫政策袁 各班级组建了学

生家长微信群进行宣传袁 总务部门
组建了贫困生工作资助群进行工作
进度汇报遥 为了落实教育局对学生
资助工作 袁按照野不遗漏资助一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冶的要求袁学校从开
学第一天起袁 每位班主任都对本班
学生及家长进行野一对一冶询问调查
摸底袁 真正做到班主任对全班学生
的家庭情况知实情尧明真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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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胜是一位来自广东的
客商袁2015 年与多名瑞金籍合伙
人共同成立了瑞金市凯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袁在黄柏建起百香
果基地袁 李福胜任公司董事长遥
他懂管理袁讲诚信袁经营路子越
走越宽曰他心怀慈善袁播撒爱心袁
频频的善举一次次打动着十里八
乡的老百姓袁 以实际行动彰显了
一个企业家的社会担当袁 成为我
市鼎力支持脱贫攻坚的知名企业
家 遥 2016年袁公司基地被赣州市
百香果协会评为优质百香果基
地袁2017年袁公司被黄柏乡人民政
府评为捐资助学爱心企业遥

秉持信义袁赢得尊重赢得市场
野我们公司的百香果供不应

求袁 每天的销量多达几千斤袁省
内外的需求量都非常大遥 冶李福
胜说袁 基地使用的全是有机肥
料袁香果的口感极佳袁深受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遥 除了果品好外袁
李福胜深受外地果商信任的主
要原因是他做生意讲信誉袁愿意
让利于经销商袁讲究互惠双赢遥 9
月中旬袁 石城商家订了 80多斤
果袁 李福胜把果采摘下来之后袁
按买家的订货要求把果装好了袁
第二天发货时没有再验收遥 待买
家收货后袁发现其中八斤果有不
同程度的损坏袁李福胜核实情况
后袁马上补发好果袁弥补买家损
失遥 野做生意就是做人袁只有诚信
经营才能把生意做大做长久遥 冶
正是因为李福胜做生意踏实袁可
信袁凯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
的百香果得到广州尧上海等地许
多水果批发市场的青睐袁产品供
不应求遥

帮扶贫困群众袁 赢得人心赢
得劳力

野我们老板真是大好人袁知道我
家有困难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家捐
款袁真的很感谢他遥 冶柏村店前小组
贫困户谢大胜是公司的工人袁 自公
司成立以来一直在公司基地做事袁
每天能挣 100元袁 一年也能有一笔
收入遥上个月闲聊时袁李福胜得知谢
大胜的儿媳妇去年已经查出患有白
血病袁现在正在进行治疗袁还需要花
费几十万元的医疗费用遥 得知情况
后袁 李福胜立刻与公司的其他股东
商量袁 以公司的名义共同捐助现金
5000元送到谢大胜家里袁表示一点
心意遥 同时袁大家也商议袁只要公司
一直办下去袁谢大胜愿意袁身体能吃
得消袁可长年在公司做事袁以帮助谢
大胜家缓解部分经济压力遥 公司成
立之初投入了近 400万元袁 到目前
为止袁公司还没有实现盈利袁但是李
福胜还是选择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
帮助有需要的人遥

谢大来是公司基地的技术管
理人员袁对村情民情比较了解袁只
要基地需要工人袁 李福胜便嘱咐
他尽量安排村里的贫困户到基地
做事袁尤其是四五十岁上了年纪袁
有能力做事又无法出远门的需要
照顾家里的人员要优先考虑遥 现
在公司基地长工有 12名袁全为贫
困户袁 忙的时候需要 20至 40名
贫困户到基地一起做事袁 女工每
天 80元袁男工每天 100元遥 野只要
基地有需要袁 乡亲们都非常愿意
来公司做工袁 都说基地老板守信
用袁有爱心遥 冶谢大来说遥

致力教育扶贫袁 赢得荣誉赢
得未来

今年 7 月袁黄柏乡成立教育
发展基金会袁凯胜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现场认捐 1 万元袁用于支持
黄柏的教育发展遥 野这里气候
好袁 水土好袁 员工做事勤快尧规
矩袁凯胜的发展靠的是黄柏人和
得天独厚的好环境袁我们付出的
还远远不够遥 冶李福胜做人做事
低调袁每天在公司像个普通员工
一样忙忙碌碌袁公司的外交事务
都交给合伙人谢总去打理遥黄柏
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之前袁乡里
组织乡贤到各个学校进行考察袁
了解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袁谢总回
来后把情况汇报了一下袁李福胜
当场同意了捐款遥考虑到当前公
司的资金状况袁李福胜与大家商
议后决定捐助 10000 元袁表表心
意遥

这里捐五千袁那里捐一万遥在
别人看来袁 这对于一天能销几千
斤果的企业袁 好像不算什么袁可
是袁 很多人不知道袁 因为没有资
金袁 基地 300来亩的百香果还没
有搭建钢棚袁 入冬后就没法盖薄
膜袁 如果打霜袁 果树就全部会冻
死袁第二年只能重新再种遥搭建一
亩钢棚需要近 2 万元的资金袁近
300亩的基地袁 就要花费 600来
万元袁 这也成了公司一直头疼的
问题遥但是不管公司再困难袁李福
胜和各位合伙人都认为袁 教育是
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社会事业袁支
持教育就是奠基未来袁 公司一定
要尽力支持袁 特别是要帮助困难
家庭子弟上好学袁 让他们完成学
业袁实现梦想遥 前不久袁凯胜公司
被黄柏乡政府授予 野捐资助学爱
心企业冶称号遥

双手筑就致富路
要要要武阳镇龙门村贫困户钟小东的脱贫故事

阴刘瑞平
我的结对帮扶贫困户钟小东袁家住武阳镇龙

门村山泉口小组袁矮小的个头袁黝黑的脸庞袁长年
一身最朴素的衣服袁面对命运的安排袁他不低头袁
不屈服袁通过种植脐橙脱贫致富袁用勤劳的双手
筑就幸福路遥

第一次走访钟小东家袁我十分震惊袁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滋味袁虽然他居住的房子不是土坯房袁是
两层砖混结构房袁但是建在屋场的边上袁而且交通
十分不便袁 显得孤零零的遥 15年前钟小东的妻
子嫌弃家里太穷袁离家出走袁一直杳无音讯袁钟小
东带着女儿袁照顾着父亲袁三人相依为命遥

钟小东的父亲钟振江年老体弱多病袁前年开
始患高血压袁花去药费 3 万多元袁平日里他既要
洗衣做饭尧细心照顾父亲和女儿袁又要搞好脐橙
园的生产袁全部重担都压到了钟小东身上遥

面对困境袁钟小东意识到袁如果没有产业
将无法脱贫致富袁2012 年他在龙门村蛤蟆坑开
发种植脐橙 20 左右亩袁1000 余株遥他每天起早
贪黑袁全身心投入到脐橙种植管理中遥起初袁因
经验技术缺乏袁资金投入困难袁果园的经济效
益不尽如人意遥 和钟小东结对帮扶后袁我制定
了针对他家的帮扶计划袁利用果业局专业技术
服务优势袁指导他脐橙种植管理技术袁提醒他
要把柑橘黄龙病防控放在首位袁一定要千方百
计保住野摇钱树冶袁我经常到果园实地指导他施
肥尧用药尧修剪技术遥 在了解到他果园购买农
药尧化肥资金困难后袁我带着他到银行办理了
贴息贷款袁 同时争取了 5000 元政府产业扶持
资金遥

日复一日袁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袁如同自
己的家人袁 遇上烦心事他都会打电话向我倾诉袁
特别是在脐橙种植管理上袁经常寻问技术袁为了
省点钱袁他舍不得雇工袁不管白天黑夜袁刮风下雨
他都在果园劳作袁挑粪尧除草尧打药尧施肥尧抹梢袁
精心地呵护每一棵果树遥 一分耕耘尧一分收获袁现
在钟小东的果园袁生机盎然尧郁郁葱葱袁今年预计
果园产量 23000左右斤袁产值能达到 69000元遥他
梦想着娶个老婆袁买辆小车袁脱贫致富奔小康袁享
受幸福生活遥

把责任扛在肩上
要要要凯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福胜助力脱贫攻坚纪事

阴刘文斐 钟虹丽 本报记者刘芬

二中多措并举抓实教育扶贫

叶坪乡黄
沙村华屋小组
在精准扶贫工
作中袁建立野党
支 部 + 合 作
社+农户冶经营
模式袁 引导群
众种植大棚蔬
果尧烟叶尧油茶
等袁 加快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
富步伐遥 图为
果农在大棚里
采摘百香果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近日袁 市金都小学组织学校教师利用休息
时间走访多个乡镇袁 积极对接贫困对象 野微心
愿冶遥 据悉袁该校共对接野微心愿冶25个袁送出物
品价值 3000余元遥图为金都小学教师将食用油
送到瑞林镇上芫村贫困户凌清相家中遥

王晓芳 记者温中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