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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头盔 保安全

西龙岗 :种下小香薯 生活香又甜

广信讯 去年以来，广信区湖村乡西龙岗村以产

业扶贫为着力点，通过村干部或致富带头人领办、党

员主动参与、村民自愿参与、贫困户统筹参与的“ 一

领办三参与”方式，深入实施产业“ 造血”工程，大力

发展灵山小香薯种植产业， 实现贫困户既当股东有

分红，又当工人有收入的良好脱贫格局，确保贫困群

众真脱贫、不返贫、能致富、奔小康，村集体有收入、

能增收。

该村

80%

以上的土地属于生态公益林， 可用耕

地只有

1000

余亩，产业发展基础很薄弱。

90%

以上

的劳动力在外务工， 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和

儿童，在家的村民缺乏增收手段。 多年来除了政策性

资金之外，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是典型的集体经济

“ 空壳村”。 省交通运输厅驻村工作队员将党组织关

系迁到西龙岗村党支部，与村“ 两委”党员干部、贫困

群众代表一起探讨最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兴经济作

物，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里调研，对土壤进行抽样

化验，并多次组织党员干部、贫困群众代表到邻近的

发达地区学习产业扶贫先进经验， 最终决定因地制

宜，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小香薯。

该村成立了上苏扶贫种植合作社，以

1000

元每

股的发行价格招募股东，村委会作为最大股东出资，

占股

65%

；

12

名村干部、党员加入合作社，最多出资

10000

元，最少出资

2000

元，占股比例为

10%

；驻村

工作队利用驻村帮扶资金统筹全村

103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每户入

1

股参与合作社；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

下，

36

户贫困户自愿增加入股金， 最多的出资

5000

元， 贫困群众占股

25%

。 合作社争取到区扶贫办的

35

万元产业扶持资金、 省交通运输厅驻村产业帮扶

资金

25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于购买种苗、肥料、小

型耕地机、大型水泵、发电机等农机及土地平整等前

期费用。

该村因户制宜实施增收措施。 对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邀请专家对其进行小香薯种植技术培训，聘

请他们到基地进行务工，

2019

年合作社共用工

1281

人次，带动

49

名贫困户务工增收共

45220

元。 同时，

鼓励他们利用自家闲置土地种植小香薯， 合作社统

一提供种苗、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回收销售，切实解

决贫困群众的后顾之忧。

2019

年，共有

3

户贫困户种

植小香薯

9

亩，实现了户均增收

15000

元。 对没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 合作社根据年度种植收益按照其

入股数进行产业分红， 并将其部分土地租赁过来种

植小香薯。

2019

年共为失去劳动能力的

36

户贫困户

发放产业分红

8600

元， 为

12

户失去劳动能力贫困

户发放土地租金

6500

元。

该村积极拓展线上线下途径， 进一步提高小香

薯销售量。

2019

年，通过线下实体交易市场销售

6.5

万斤， 销售额近

40

万元。 创办了淘宝店“ 上饶灵

山西龙岗小香薯” 和微店“ 大山里的土特产”， 在

“ 中国社会扶贫网” 和“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

售平台” 注册销售。

2019

年， 通过线上销售网络销

售灵山小香薯

3.5

万斤， 销售额达

25

万余元。 与此

同时， 帮扶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号召所属单位干部职

工参与到消费扶贫活动中， 积极采购西龙岗村扶贫

产品。

2019

年度灵山小香薯通过消费扶贫销售

2.6

万斤， 销售额近

21

万元。

（ 黄宗振）

陈爱凤几乎没开口讲过

话， 与人眼神交接长不过三

秒，每天主要干三件事：吃堂

哥盛好的饭菜、在村里晃荡、

回自己的小屋睡觉。 她的小

屋与堂哥陈金华家连通，是

政府给盖的五保户房屋，宽

敞明亮， 被堂哥堂嫂收拾得

干净舒适。

陈金华与陈爱凤的父亲

是亲兄弟， 两家人住在同一

屋檐下，亲密无间。陈金华的

婶婶生下陈爱凤后不久，便

发现女儿异于常人， 随后生

下的二女儿三女儿， 也被判

定和大女儿一样有 “ 怪毛

病”。

外人难免以异样的眼光

看待这家人。 和叔叔一家同

住一个屋檐下， 陈金华也深

受牵连———

1957

年出生的

他，直到

32

岁才成家。“ 家里

穷， 人家一看到堂妹们的情

况，都不敢嫁”，由于担心陈

金华作为堂哥将来要接下抚

养堂妹的重担， 他始终说不

上媳妇， 直到遇见妻子付平

枝。

“ 我老婆是个善良的女

人， 照顾我妹妹不嫌脏不怕

累。 后来因为党和政府的扶

贫好政策，我妹妹有了自己

的房子， 每年还有收入， 我

的家庭负担减轻不少， 全家

过上了过去不敢想的好日

子 ”， 在陈金华的叙述中 ，

笔者了解到 ， 陈爱凤的父

母、 妹妹相继去世后， 陈金

华把陈爱凤接到家中一起生

活。 全家六张嘴， 全靠陈金

华夫妇种的十亩田糊口， 日

子过得不富裕， 但只要家里

有口吃的， 绝不让陈爱凤饿

肚子。 后来， 陈爱凤被纳入

“ 五保户”， 近年来， 她先后

享受了残疾补助 、 特困补

助、 危房改造、 旱厕改造等

政策 ， 每年能获得产业扶

贫、 特困供养补助等收入，

扶贫干部还隔三差五上门看

望慰问， 她的生活质量大幅

提高。

“ 这对夫妻了不起！ ”提

起陈金华夫妇， 村民无不竖

起大拇指———

陈爱凤经常把屎尿屙在

身上， 付平枝总是不厌其烦

地帮她换洗抹身；

陈爱凤晚上尿湿自己的

被褥， 陈金华夫妇把自己仅

有的被褥给她铺上， 宁愿自

己受寒挨冻；

陈爱凤晚上走失， 陈金

华夫妇打着手电四处寻找

……

三十年来， 虽然得到不

陈爱凤情感上的一丝回应，

但陈金华夫妇始终不弃不离

地照顾着她。

因为这份坚持， 陈金华

年轻时放弃外出务工改善家

庭经济状况的机会， 一直靠

种地养家糊口。“ 我们大人还

好，苦就苦点，可惜了我的两

个女儿……” 陈金华的两个

女儿读书时品学兼优， 她们

体恤父母支撑家庭不易，放

弃学业到工厂打工， 为父母

分担家庭重担。

“ 她们从不抱怨，每次回

家都要给姑姑买这买那，还

总嘱咐我要对姑姑好点、再

好点！ ”

懂事、 聪明的女儿们让

陈金华备感欣慰， 同时也深

感愧疚。“ 如果当年我也像别

人一样出去打工， 家里经济

状况好点， 我的女儿一定能

把书读出来。”陈金华有时候

很自责，但不后悔，他说：“ 如

果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

在家好好照顾妹妹……”

胸怀大爱的人总能给命

运划开一道口子。 现在， 陈

金华夫妇带着小外孙和陈爱

凤， 幸福地生活在自家的小

楼里， 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小

外孙的奖状， 屋后是连片的

茂密树林， 微风拂过， 生机

勃勃———这里有田野有希

望。

（ 吴蓓）

1961

年出生的陈爱凤， 是鄱阳县

谢家滩镇义门村人 ， 天生的 “怪毛

病” 让她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 自父

母去世后，

30

年来是堂哥陈金华一家

悉心地照料着她。 近年来， 在党和政

府的关怀下， 她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特别的爱，温暖了特殊的家

玉山讯 受强对流天气

影响 ，

5

月

15

日下午 ， 上

饶境内出现短时

8-9

级雷

雨大风 ， 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 极端恶劣天气导致

G60

沪昆高速梨温段广丰至上饶

东之间多处绿化树木倒伏在

高速公路路面， 严重影响过

往车辆的通行安全。

当日下午

14

时许 ， 玉

山养护站人员在巡逻中发

现 ，

K491-K496

南昌方向

路段倒伏有多棵绿化树木，

占用高速路面应急车道及右

侧行车道， 造成严重的交通

安全隐患。 养护站人员一边

在事发路段摆放锥桶， 全方

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一边

通知抢修队立即赶到事发地

点将倾倒树木移至高速护栏

外安全场所。 养护站人员还

积极协助交警指挥现场车辆

减速慢行， 严防引发交通事

故。 在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

作下，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

清理， 道路安全隐患及时被

排除。

（ 夏有良 黄杨）

为进一步提升

摩托车、 电动自行

车 骑 乘 人 员 安 全

防 护 水 平 ， 降 低

交通事故风险， 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 日前， 铅山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来到铅山邮政开

展 “一盔一带” 安

全守护行动宣传 ，

并 现 场 为 邮 政 快

递 小 哥 赠 送 骑 行

头 盔 ， 要 求 他 们

安 全 驾 驶 ， 文 明

出行。

朱晋 摄

领导干部 “带货 ”要带回点 “干货 ”

信 江 时 评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

400

万

场，

100

多位县长、 市长走进直播间为当地产品 “代

言”，为脱贫攻坚助力。

着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

质保量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走进直播间“带货”的

领导干部不仅要把货卖出去，还要用好直播这个面对

面平台，直接听取购销双方的“第一发言”，把消费需

求、市场动向等干货带回来，转化成扶持地方发展的

好政策。

有专家指出，复工复产关键在复消。 调研好消费

者的需求，掌握适销对路的产品信息，可为有的放矢

规划地方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找准消费热点精准投

资，则有助于加大精准扶持力度，助力地方优势产业

做大做强。深挖消费潜力，让消费带动生产，还可以推

动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始终要遵循南橘北枳的规律。

通过直播带货找到当地适销对路的产品，还要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增强自身特色品牌建设和市场竞争力，

把特色产品优势变成地方产业优势，用产业优势撬动

广阔市场，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

领导干部带动电商脱贫，要将调研收来的干货及

时传递给班子成员， 群策群力、 广开言路， 充分调

动人才力量，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集中头脑风暴，

推动调研成果变现， 把得来的 “干货” 变成惠民政

策落地生根。

（ 齐琪）

连日来， 玉山县农民趁着晴好天

气，采收油菜，到处都是割油菜、晒油

菜、打菜籽的忙碌场景。 据了解，今年

玉山油菜种植面积超过

15

万亩。疫情

期间在政府引导下， 农民和种植大户

做好田间管理，实现了油菜丰收，每亩

产量均达

125

公斤以上， 实现了防疫

和农业生产两不误。

吴德强 摄

玉山养护站及时排除高速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5

月

20

日下午，

2020

年校园安全专

业委员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副

市长郑少薇出席并讲话。

郑少薇表示， 过去的一年，

市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

位认真履行部门职责， 平安校园

建设有效推进。 她强调， 在今后

的工作中，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 生命

至上 、 安全第一 ” 的意识 ， 以

“ 最强” 力度推进校园安全工作；

要强化责任落实 ， 细化工作举

措， 加强防范防控， 做到领导到

位、 责任到位、 措施到位、 监管

到位， 以“ 最高” 标准做好校园

安全工作； 要严格督查问责， 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 夯实校园安全

基础

,

以“ 最严” 要求保障校园

安全工作。

2020年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实好， 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影响， 集中力量

啃下脱贫硬骨头， 多措并举

巩固成果， 确保高质量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奋力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毛南族是我国

28

个人

口较少民族之一，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江县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也是全国唯

一的毛南族自治县， 全县有

毛南族

6.45

万人 ， 占全国

毛 南 族 总 人 口 的 约

70%

。

2019

年底 ， 环江县贫困发

生率降至

1.48%

。

2020

年

5

月 ， 环江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 综合全国毛南族脱贫情

况 ， 毛南族已实现整族脱

贫。 近日， 环江县毛南族群

众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 汇报当地毛南族实现脱

贫的喜悦心情， 表达了坚定

不移跟党走、 再接再厉建设

好家乡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