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5日袁爱心企业家罗海华在瑞林镇上芫村看望慰
问贫困户赵大株遥 当日袁经市委宣传部驻上芫村扶贫工作
队联系袁罗海华为赵大株送去沙发尧茶几和衣柜袁表达殷殷
关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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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袁在暖阳的映照下袁冈面乡罗陂村透
露着农忙后的平静与安宁遥 三三两两的牛群
分散在阡陌纵横的稻田上悠闲觅食袁 一淙河
水清澈透亮袁依势蜿蜒而下袁掩映在群山绿野
中一栋栋的楼房整洁靓丽袁 一块块青砖铺就
的入户便道为罗陂村平添了古朴气息遥
地处深山袁交通基础差袁产业结构单一粗

放袁这是我市深度贫困村罗陂村的发展状况遥
2017 年 6 月袁 赣州市农粮局结对帮扶罗陂
村袁在短时间内筹集 100万帮扶资金袁配以利
落的帮扶措施袁在日日更新的工作推进中袁罗
陂村悄然发生着变化遥野基础薄弱的村庄要发
展袁首当其冲是制定全面系统的发展计划袁以
产业尧 村庄整治尧 村集体经济等要素为切入
点袁让罗陂村从里子到面子发生变化袁从而激
发村庄的发展动力袁 这就是罗陂的振兴路
线遥 冶赣州市农粮局干部袁捷说道遥

资源生野钱途冶
乡村要振兴袁产业是支撑遥 罗陂村原有产

业为水稻尧烟叶尧白莲尧毛竹等传统产业袁如何
在深山之中走出富有特色化尧经济附加值高的
发展路径钥这是摆在赣州市农粮局驻村工作队
员面前的一道难题遥
摸村情尧找出路遥 工作队走遍罗陂村袁经

过调研后发现袁罗陂村自然环境优美袁生态优
势突出袁野可利用这一先天条件袁 调整种养产

业结构袁有针对性地把肉牛尧稻田养鱼培育成为该村生态产业发
展的基点袁从而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遥 冶袁捷介绍袁在明确
了工作重心后袁 工作队对全村 128户贫困户进行全覆盖走访摸
底袁确定全村 58户贫困户有养牛意向袁出台奖补政策袁向养牛贫
困户发放 2000元/户的奖补资金袁共计发放 11.6万元遥 野结合部
门的优势袁 我们实行科学化的管理模式袁 为每头牛打上电子耳
标袁在后台系统实时监测肉牛的生长状况袁并安排技术人员进行
养殖方面的培训袁从源头上保障了肉牛的质量安全袁这样养出来
的肉牛在市场上很受欢迎遥 冶袁捷说道遥
尽管稻谷已经收割袁早起去田地里走走看看成为了罗陂村破

下小组钟天林每日的习惯袁野在田里养了两亩鱼袁 冬天天气冷袁技
术员告诉我要洒些秸秆到田里袁给它们保暖遥 冶钟天林乐呵呵地说
道遥 与钟天林一道养鱼的袁还有破下小组的几十户农户遥 野这里的
水源水质好袁绿色生态的环境养出的稻田鱼美味鲜甜袁所以我们
在这里搞了个 65亩的试点养殖基地遥 冶袁捷说袁为调动农户的参
与积极性袁赣州市农粮局免费提供 1.2万尾鱼苗袁品种有红鲤尧巴
西鳜鱼尧草鱼等袁同时提供 3万元用于农户稻田整理尧挖沟等遥 野这
种养殖模式不打农药袁在稻田间形成生态循环系统袁种出的稻谷
有机纯天然袁养出的鱼质量上乘袁一年下来一亩田可创收 3000元
左右遥 等效益显现后袁我们将在罗陂大力推广稻田种养遥 冶
在赣州市农粮局的引领下袁 罗陂村不再是原始的农业面貌袁

青山绿水成为了村民们致富的宝地遥

村庄变靓丽
野罗陂要发展袁最大的瓶颈在于交通遥 我们准备投入 50万改

善村子的交通条件遥 冶这是赣州市农粮局结对之初对该村野把脉
问诊冶后的计划遥 现如今袁一条宽 3.5米袁长 7公里的新修乡村公
路纵贯而过袁为罗陂村带来发展新机遇遥
依照野生态宜居冶的要求袁赣州市农粮局以打造野整洁尧美丽尧

和谐尧宜居冶新罗陂为目标袁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
人居环境尧生态环境整治遥 野在村庄环境整治上袁我们根据罗陂现
有的地形风貌进行整体规划袁力争将罗陂建设成望得见山尧看得
见水尧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遥 冶袁捷说道遥
路线图明晰后袁 工作队立马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整治中遥 以

野七改三网冶项目为切入点袁修建极具乡村古韵的入户便道 2980
米袁实现贫困户入户路全覆盖曰帮扶改善卫生条件袁全村 128户
贫困户用上了冲水厕曰修建 650米排水沟和一座通组桥袁共计投
入 45万元袁一并解决了野行路脏冶野卫生差冶野排水难冶野通车险冶等
生产生活难题遥 半年多时间袁贫困山村焕发生机袁放眼望去袁如今
的罗陂村房舍排列整齐尧入户小径整洁通幽袁呈现出一派靓丽的
山村新风采遥

集体有收入
在距离罗陂村村委不远处的小学楼顶袁 几名工人正紧张地

搭建铁架袁野等到这里的光伏电站建好袁 罗陂也将拥有一份长效
的耶活期存折爷遥 冶罗陂村村干部陈海林笑着说遥

集体经济是村级财力的主要来源袁 是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物
质基础袁也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现实需要遥 罗陂村原是个野空壳
村冶袁集体经济收入为零遥 在帮扶村民脱贫致富的同时袁如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成了赣州市农粮局驻罗陂工作队绞尽脑汁的问题遥
野为改变罗陂村现状袁我们着眼于该村的长远发展袁光伏发电项目
见效快袁收益期长袁比较可行遥冶据袁捷介绍袁该项目投资 35万元袁
利用小学教学楼的楼面袁建设规模为 50千瓦的光伏电站袁电站建
成后最低使用年限 20年袁 预计可为该村带来每年 5万元的稳定
收益遥

走进泽覃乡兰丛村邱屋袁映入眼帘
的是鱼塘边成群的鸭子在嬉戏袁修缮的
古屋前一批观光者在摄影袁屋檐下结伴
的老人在谈笑噎噎噎

邱屋小组村民邱锦林袁今年 55岁袁
2015年前因家庭收入低尧没房被评议为
村里的贫困户遥 结对帮扶干部了解到他
家情况后决心扶贫要先扶志袁先从转变
贫困户思想着手袁打消等靠要的惰性思
维袁经过多次深入交流袁发现他有养蜂
和养鸡的技能袁为了让他树立脱贫的信
心袁 结对干部为其申请了产业贷款袁当
年袁 投资了 2万元养了 40箱蜂种和 30
羽鸡遥 邱屋本是山清水秀宝地袁蜂和鸡
都是在天然的花木中生长或采蜜袁来邱
屋游玩的人知道邱锦林家的正宗蜂蜜
和土鸡都会买些回家尝鲜袁加上结对干
部的大力推广袁 一年时间卖了 800余斤
蜂蜜袁月销售好的时候收入达 9000余元
每月袁2016年成功摘下野贫困帽冶遥

野共产党扶贫政策好袁不但帮我致富
还为我缴了多种医疗保险袁 现在又有新
房住了遥 新农村改造后袁我家破旧的房子
变新房袁家家门口配有免费垃圾桶袁鱼塘
边的水也变清了袁邻居们的素质也更高袁
不会随地扔垃圾遥 冶邱锦林说袁这是近来
感受到的生活最大变化遥

目前袁 全村有毛竹林面积 1 万多
亩袁 该村把毛竹作为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主导产业来抓袁 引导鼓励贫困户把
竹山当田耕尧把竹子当菜种袁尤其是利
用产业扶持政策袁 进行低产低效毛竹
林改造 7500 亩袁 户均增收 8000 元以
上袁 直接带动 15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遥
通过野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冶
模式袁 成立 野万山竹业合作
社冶袁做强毛竹产业袁积极鼓
励尧 支持竹农挖笋和生产竹
筷尧竹炭尧竹丝袁并由合作社
优先安排贫困户入社务工袁
户均增加薪金收入不少于

0.8万元遥 发展养蜂产业袁以野中蜂合作
社+贫困户冶模式袁带动贫困户发展养
蜂袁给贫困户提供蜂种袁并给予技术指
导袁收益归贫困户袁现全村拥有中蜂养
殖户 28 户袁蜜蜂 1350 箱袁其中贫困户
养蜂 12户袁户均增收 2.1万元以上遥引
进生态农庄袁发展乡村旅游袁在 2013年
引进兰丛村亿家欢生态农庄袁 占地面
积有 1880亩袁以毛竹尧养蜂和特色种养
为主袁提供特色种养尧休闲娱乐尧游泳
避暑尧餐饮住宿等项目袁通过引导贫困
户流转土地尧 劳务做工等形式增加收
入袁带动 5户贫困户脱贫致富遥

群众致富路子宽了袁村庄的面貌亮
了遥 兰丛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袁是瑞金
第一个村级党支部诞生地遥 在推进新农
村建设中袁该村创新野留住浓浓的乡愁袁
留住深厚的文化底蕴袁更留住老百姓脸
上满足的笑容冶建设理念袁对邱屋小组
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式打造遥 由乡专业
设计顾问对村庄进行规划设计袁经征得
村民同意袁定义为野共享家园冶袁旅游概
念为野四共三有冶袁四共为院共享天地尧共
享田园尧共享住宅尧共享产物曰三有为院
我在瑞金泽覃有一片天一片田一间
房遥 建成后袁发展乡村旅游袁充分利用
1107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的网络平
台袁采取网络认购的形式袁赋予该点生
命力遥 依托农村党支部的思想策源地袁
结合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营造
苏区艺术交流写生基地袁 加强当地基
础产业渊蜂蜜尧毛竹冤艺术化尧体验化和
生活化遥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打造袁村庄
面貌焕然一新袁 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
光和体验遥

罗
陂
村
的
振
兴
路
线

阴

本
报
记
者
邹
婷

生活新视野
阴钟佳霖 刘恋 本报记者朱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