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子行驶在乡道上袁经过一座
大桥袁 新旧两座桥合龙在一起袁使
桥面加宽了一倍袁来往车辆行人方
便多了遥桥下的流水被一座水坝截
住袁 乖乖地流经新建的发电站袁推
动着机器轰鸣袁发出的电源源不断
往外输送遥

山岐村地势平缓袁 田畦成片袁
土地肥沃袁 是村民们世代生活的好
地方遥 然而村里还是有 81 户贫困
户袁人数有 300 多人遥 在脱贫攻坚战
中袁该村按照野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
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活富裕冶的
目标袁 不断夯实基础袁 提升脱贫成
效袁带领贫困群众走出困境袁走上康
庄大道遥6 月 2 日袁记者来到村子里遥

上午九点多袁 记者来到村委袁
虽然是周末袁大厅内村干部仍然在
忙碌着袁 几个村民前来签字或咨
询遥 原来是村里的一块地袁现在要

租给一家企业建设蔬菜交易中心
及冷冻库袁占地 116 亩袁既可带动
周边的蔬菜种植袁又能给村民带来
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遥

从村委出来袁对面就是新建的
公立幼儿园袁 在幼儿园的屋顶上袁
安装了光伏发电站袁功率 44 千瓦袁
发电的收益袁 归贫困户共同享有遥
山岐村有两处光伏发电站袁每年为
集体带来可观的收入袁去年入股的
贫困户每户就分红 3000 元钱遥 同
时袁桥头的水电站每年发电预计收
入 40 万元袁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遥

在幼儿园旁边袁是新建的村级
卫生所袁造价 110 多万遥 记者信步
走进去袁里面干净整治袁药品丰富遥
一名患者正在候诊袁他的名字叫黄
日昆遥他感冒了袁前来诊治遥虽然他
不是贫困户袁但对野小病不出村冶还
是挺满意的遥而贫困户许南海就更

加幸运袁因为母亲重病袁去年在赣
州治疗花费 3.1 万元袁根据野四道
医疗保障线冶政策报销 3.05 万元袁
报销比例达到 98%遥 2017 年袁山岐
村全村贫困户 62 人次在医院治疗
共花费 79 万元袁 报销比例平均达
到 96.6%遥

出了卫生所袁 记者来到后面袁
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扫把和铁锹袁正
在把一些垃圾扫进斗车内遥他叫许
金发生袁 今年 68 岁了袁 是个贫困
户遥 村里雇他做保洁员袁每月工资
600 元遥 在他的身后是保障房袁许
金发生与他弟弟就住在二楼遥记者
随许金发生来到他的新家袁门口一
幅对联很醒目 野永怀党恩民安乐
兴业安居村和谐冶遥野我这么老了没
想到还住新房袁 国家政策真的好袁
也感谢干部帮忙浴 冶许金发生笑得
眼睛眯成了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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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旺了 村民富了
阴本报记者温庆本

住房安全是贫困人口脱贫的
重要衡量指标袁解决困难群众安居
问题是摆在市委尧市政府面前的一
个重要课题遥

建设梦想家园圆贫困户安居梦
叶坪乡野大胜村梦想家园冶的

一间保障房内袁80 多岁的沈达辉
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袁 两个孙子
在客厅里一边看动画片一边打
闹袁小小的房子溢满温馨的味道遥
就在几年前袁 沈达辉还和两个幼
小的孙子挤在几间破旧的土坯房
里袁他老伴去世的早袁儿子在 10 年
前因为车祸去世袁儿媳改嫁袁一家
三口相依为命袁 日子过得十分艰
辛遥 通过村民代表的公开评议袁沈
达辉一家如愿成为 野大胜梦想家

园冶首批住户之一遥
大 胜 村 是 红 军 烈 士 村 袁 在

2016 年以前袁村里 55 户特困户仍
居住土坯房袁为使这些烈士后代实
现野安居梦冶袁我市利用易地扶贫搬
迁资金和省投资集团帮扶资金
300 余万元建设 24 套保障房 野梦
想家园冶工程袁建成后作为村集体
资产袁集中安置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对象遥 为入住特困户统一配置电
视尧沙发尧床尧衣柜等必要生活设
施袁让贫困群众野拎包入住冶袁实现
了特困群体的安居梦想遥

据了解袁我市围绕住房安全有
保障袁对生产生活条件差尧就地脱
贫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袁落实易地
搬迁扶贫政策袁 累计建设了 28 个
集中安置点袁安置群众 5000 人袁其

中 2017 年以来建成了建设了 9 个
集中安置点袁 帮助 876 户 2500 人
野挪穷窝冶遥

因地制宜创新农村保障房建设模式
杨流娣是大柏地三河村低保

户袁原来没有房的她现在居住在村
里的集中保障房内遥她说院野这个房
子有 32 平米袁 对于我一个人来说
已经足够大了袁客厅尧房间尧卫生间
什么都有袁家具也很齐全袁我住得
很舒服尧很高兴浴 冶

2016 年以来袁我市通过新建
或利用旧学校尧旧村委会等闲置
资源改建等方式建设了 1410 套
农村保障房袁兜底解决了没有能
力建房又居住在危旧土坯房的
贫困户住房问题遥

盛夏时节袁 记者来到壬
田镇洗心村袁 感受这里发生的
喜人变化院 新修的水泥路通向
村组农户袁 汲水灌溉的管道伸
进果园田间袁 造型别致的光伏
路灯点亮村民晚归路袁 还有白
墙青瓦的新房尧 宽敞漂亮的广
场噎噎整个村庄都是新的袁村
民们心怀感激之情袁 都说这几
年村里大变了模样袁 村容村貌
变得越来越豁亮袁 乡亲们致富
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遥

顺着水泥路袁走进村庄中心
地带袁集卫生室尧文化广场尧保
障房于一处的村级综合服务中
心映入眼帘袁 周边风格统一的
民居错落有致袁 三两个妇女正
在修葺一新的山塘里清洗刚从
农田采摘的蔬菜袁 小孩在一旁
嬉闹遥 退休老支书朱学贸说袁现
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多了袁不
仅村民出行方便袁 而且还为休
闲健身提供了标准的场地遥 野一
早一晚袁或者夫妻双双袁或者三
五成群袁沿途散步聊天袁慢跑锻
炼的人群络绎不绝袁 相互点头
问好袁 晚饭后一群中老年人聚
集在明亮的灯光下袁 随着播出
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袁 不亦乐
乎浴 冶

村党支部书记胡青介绍袁自去年以来袁村里整合
772.5 万元资金袁新修通坳下尧出路排尧山石陂等 10
多个小组的通组公路袁光伏照明路灯覆盖了全村 30
个小组袁排水排污水沟得到极大改善袁在村庄整治同
时袁该村还因地制宜整修山塘尧硬化余坪尧配套绿化
工程遥 对危旧土坯房一律进行了拆除或改造袁目前袁
全村完成内外墙粉刷 15 万平方米袁入户路硬化 2886
米袁改造坡瓦 13479 平方米袁改厕 143 户袁拆除野空心
房冶13000 平方米袁并实施了垃圾处理项目遥

农村美起来袁农民更要富起来遥 早在几年前袁该
村乡贤朱志平回乡创业袁开办了 1000 亩的香满园家
庭农场袁 现正准备打造成 4A 级乡村旅游点袁 在市尧
镇尧村的积极扶持下袁该农场探索了野旅游产业+贫困
户冶的发展模式袁引导贫困户到农场从事果树尧苗木
种植袁杂草清理尧餐饮服务等工作袁拓宽贫困户收入
渠道袁 目前与其签订了长期务工合同的贫困户有 6
户遥

野这么好的环境袁这么好的政策袁我的致富劲更
足了遥 冶贫困户许金石因妻子治病而生活窘迫袁如今袁
健康扶贫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袁 他通过政府贴息贷
款和产业奖补金发展了 88 亩烟叶袁 年收入近 30 万
元袁美好生活蒸蒸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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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有了 日子好了
阴本报记者郑薇

荨甩掉贫困帽袁住上小
康楼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茛告别脏乱袁装点居室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