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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为适应城镇化步伐加快的现实需要袁进一步改善市民的购物环境袁今年我
市将对绵塘农贸市场尧桔林农贸市场进行改造的同时袁 新建画龙岗尧沙子岗尧松山
下尧荔枝园等 4 个农贸市场袁让农贸市场的分布总体上更加科学合理遥 记者刘芬

绎6 月 16 日袁市人民医院外二科科长朱惠东在九堡卫生院开展野关爱老年健
康要要要前列腺癌免费筛查冶爱心公益巡讲义诊时袁为前来问诊的九堡镇堑下村一
位贫困九旬老人看病渊经初步诊查袁老人患的是带状孢疹袁俗称缠腰蛇冤袁并给他
200 元现金袁叫他到卫生院开药袁安慰他这病能治好遥 刘晓岚

姻2020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五 姻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陈盛昌 综 合 03
茛6 月 18 日上午袁 我市组织力量对象湖

镇上坪村金融珠宝商务区用地进行围挡袁并
对 5 处历史违章建筑进行依法拆除袁 有效遏
制违建行为袁 推进金融珠宝商务区用地拆征
进程遥 市棚改指挥部尧象湖镇尧自然资源局尧城
管局尧城建综合执法大队尧征收办尧司法局尧供
电公司尧 卫健委等单位派出的 130 余人参与
行动遥 本报记者郑薇摄

阴本报记者刘芬

大柏地乡元坑村是省级野十三五冶贫困村袁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36 户 179 人遥 根据中央野摘帽不摘帮扶冶
的要求袁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副主任章
华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开始接替同事担任驻元坑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遥 驻村期间袁他把村民当成自己的亲
人袁把元坑当做自己的故乡袁竭心尽力把村里的事办
好袁很快成了村民心中的野自家人冶遥

产业发展袁深挖内部潜力
山竹林是元坑村主导产业袁 受地理因素影响袁元

坑村民多散居各处袁加上资金尧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欠
缺袁无法快速将其变成优势产业遥 村内具备竹制品加
工手艺的村民已组织成立竹制品加工坊袁通过微信直
销尧野爱心竹椅冶 淘宝店代购等方式拓展销售渠道袁并
已带来不错的效果遥 因此袁如何进一步挖掘竹制品产
业潜力袁 将其作为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袁让
章华陷入了深思遥 章华更是主持编制了叶竹制品精加
工厂建设及发展可行性报告曳袁 得到学院领导和元坑
村村委的大力支持遥 经双方共同努力袁筹集社会捐赠
资金 45 万元袁并落实厂房用地审批袁2019 年底元坑村
竹制品精加工厂顺利动工遥 该厂建成后袁将成为光伏
扶贫项目外袁第一个村自主集体经济产业袁投产后年
收益约 8 万元袁可提供 6 至 8 个岗位袁可有效稳固尧提
升脱贫成效遥

就业帮扶袁拓展外部盈收
便利的交通袁 为更多有意愿外出务工的人员提

供了便捷袁但是很多贫困家庭却因各种原因袁无法外
出袁只能野干瞪眼冶遥 章华便根据各自情况制定帮扶措
施遥

党员孙海冬是村里的野小能人冶袁开办了 2 家竹制
品粗加工厂袁2018 年已吸收 5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遥 经
沟通袁孙海东同意再吸纳 4 名贫困劳动力袁实现家门
口就业遥 对具备一定技能的贫困户袁章华主动为他们
介绍业务袁如有泥工手艺却因学尧缺劳动力致贫的村
民陈泽明袁 如今已是乡里小有名气的泥工师傅袁2019
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已超万元遥

今年上半年章华更是先后组织 4 批 21 人次前往
市工业园区应聘袁共 9 人成功签订劳务合同袁其中包
括 3 名贫困家庭劳动力袁有效缓解疫情对贫困户家庭
经济的冲击遥

消费支撑袁激活内生动力
贫困户钟同明是一名四级肢体残障人员袁 他养了

十余箱蜜蜂尧700 多只鸭子袁平时搞起了废旧物资回收尧
收购山茶籽业务噎噎早在 2016 年就率先实现脱贫袁可
产品的销售一直是他的短板遥 了解情况后袁章华发动同
事尧朋友尧制作宣传视频袁全力帮扶其解决产品囤积问
题遥 每每提及此事袁钟同明都对工作队连连道谢遥

为了更好地帮扶贫困农户解决产品销售问题袁章
华积极联系乡铭恩农产品合作社袁将村民农副产品通
过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遥 通过章华的积极推动袁2019
年底袁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列支专项资金开展驻村
贫困农户野产品进校园活动冶袁签订 10 万元定向采购
协议袁有力保障了扶贫产品销售遥 今年 4 月袁瑞金市扶
贫办尧市供销社成立闪电链供应管理有限公司袁承接
市扶贫产品销售工作遥 章华在第一时间向单位汇报并
积极争取工会消费扶贫项目袁采购了瑞金地区扶贫产
品 10 万余元袁成为了瑞金市扶贫产品集中销售的野首
单客户冶遥

在为村民们办好各种野大冶事的同时袁章华也把村
民们的野小冶事记挂在心底遥 帮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尧定
期送残障村民就诊取药袁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与当地干
群袁日夜坚守袁连续作战袁筑起抗击疫情的野铜墙铁
壁冶袁有力保护了当地群众安全遥 野元坑就是我的家乡袁
我的父老乡亲健康袁就是我最开心的事遥 冶章华因为抗
疫情工作出色袁得到省委组织部表彰遥

野水会不会烫袁有没有弄到眼
睛里呀噎噎冶 刘玉辉正在给刚理
完发的老人洗头袁 一边洗一边亲
切地询问袁 言语之中充满了殷殷
关爱遥 6 月 3 日下午袁记者来到了
九堡圩镇上一家名为野同心向善冶
的野网红理发店冶袁店门前贴着几
行红字格外引人关注院野免费剪头
发尧免费染发需预约尧限 60 岁以
上冶袁只见诺大的房间里有四五个
座位袁 旁边有一张可以躺着洗头
的设备袁 店里有几位老人家坐着
排队等待理发袁 旁边两个理发师
正手脚麻利地忙碌着遥 记者从理
发店负责人刘玉辉处了解到袁这
家理发店并不是以能做出潮流的
造型走红袁 而是因为这是一家公
益理发店遥

野我是九堡镇谢村人袁之前和
朋友一起在义乌开公司创业袁心
里始终关注着家乡的发展袁2019
年开始决定从公司拿出 15%的资
金未来用于发展公益事业遥 预计
会投入数百万落地三个项目袁第
一个落地的项目是 耶老享免费爷袁
为家乡的爷爷奶奶免费理发遥 冶刘

玉辉介绍道袁 开理发店是因为和
爷爷奶奶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袁能
帮助老人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
题袁 他自己没有开过理发店也不
懂理发技术袁 所以店里高薪聘请
了两位九堡本镇的专业理发师为
老人理发袁理发店于 5 月 20 日开
业袁 目前已为 700 余位老人免费
理发袁如果碰上九堡的圩日袁每天
店里会有上百名老人来理发遥

记者了解到袁 理发店一直没
有做过任何广告宣传袁 只在店门
口贴了一个免费理发限 60 岁以
上的招牌袁 现在来理发的老人们
都是通过野口口相传冶的方式才前
来的遥

钟晓星和谢金树老奶奶是羊
角村村民袁今年都 73 岁袁两个人
通过其他乡邻口里得知这里可以
免费理发袁便相约一起来袁钟晓星
在理发的时候谢金树在旁边坐着
等待袁野现在社会风气真好袁 爱心
人士也越来越多了袁 可以给我们
免费理发袁 能照顾到我们这些老
人袁非常感谢理发店的后生们遥 冶
谢金树老奶奶笑眯眯地一个劲儿

地在道谢遥 钟晓星老奶奶理完发
后袁 满头银发在阳光照射下显得
整个人精神焕发袁 她看了后笑得
合不拢嘴袁 最后两个人满心欢喜
地离开了理发店遥

理发师钟林辉也是九堡人袁
有着十多年理发经验的他之前在
上海尧瑞金市区开过理发店袁在刘
玉辉的邀请下袁 便把市区的理发
店关掉袁 理发设备全部搬运到现
在的店里袁 毅然加入到公益理发
店袁为父老乡亲奉献一点爱心遥

野老年人应该享受一些福利袁
老享免费尧 共享善意是我们开理
发店的初心袁 看到老人们开心我
自己也跟着开心袁 尤其是一些老
人为了表示感谢会专门送自己种
的蔬菜尧水果给我们袁我虽然不能
接受袁但心里却是暖暖的遥 冶刘玉
辉告诉记者袁 自己的爷爷奶奶很
早便去世了袁 每天看到来这里理
发的爷爷奶奶们有说有笑袁 心里
感触很深遥 他希望接下来会有更
多的爱心理发师和志愿者们参与
进来袁 共同为老年人打造一片乐
园遥

且把他乡作故乡
要要要记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驻大柏地乡元坑村第一书记章华

敬老，从“头”做起
要要要九堡圩同心向善公益理发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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