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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惠农户 立体帮扶助脱贫
▶育长板
立体产业帮扶模式助脱贫

仙草，又名凉粉草，是一种中药，清
暑解热，也是很多凉茶类饮品的主要原
料。在葛坪村，正是一片片环抱山林的
绿色仙草，带领着贫困户实现脱贫。

2016年，初来葛坪村，省药监局
扶贫工作队开展了多轮深入调研。从

“葛坪村有什么、老百姓想干什么、药
监局支持什么”三个层面综合考虑，挖
掘山区农林优势，注重科学数据支撑，
最终选定了仙草种植产业作为重点扶
贫产业。

事实上，早在2014年前后，村干
部也曾鼓励大家种植仙草，但以失败
告终。因此，当扶贫工作队把种植仙草
的方案摆到村民面前时，不少村民并
不支持。

“之前失败的关键在于缺乏技术
和销路，我们只要在这两个方面做好
保障，就能打消村民的疑虑。”省药监
局驻葛坪村第一书记吴峰介绍，为避
免重蹈覆辙，工作队组织成立了专家
组提供仙草种植技术指导，并通过“保
价收购”的方式规避市场波动带来的
风险，从而打消村民的疑虑。

随后，村里先后成立了“南雄市葛
坪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南雄市
澜河镇茶坪种养专业合作社”，还与广
州医药集团签订收购托底价，并聘请
了福建一家凉粉草种植企业的技术员
担任技术指导，搭建了仙草种植、技术
指导、成品收购等一体化的产业扶贫
开发新路子，解决了此前制约产业发
展的技术、价格、销售三大难题，实现
葛坪村32户116名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产业帮扶全覆盖。

2017年至2020年，仙草种植产
业扶贫项目带动葛坪及周边村镇村民
种植仙草共2500余亩。2019年初，仙
草种植项目获批为广东省“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专业村建设项目，进一步夯
实优质仙草产业发展基础，筑牢贫困
户产业脱贫根基。

然而，对于贫困程度较深的葛坪
村而言，仙草种植一项并不够，“一村
多品”是贫困户长期稳定脱贫的“保

险”。为此，扶贫工作队把目光投向了
当地的优质柑橘，在合作社框架下，按
照“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
思路，组织贫困户开展柑橘种植，打造
500亩柑橘示范种植基地，让有劳动
能力的相对贫困户更多分享产业链和
价值链增值收益。

此外，省药监局扶贫工作队还自
筹90余万元收回村集体水电站经营
管理权、升级改造机组及附属设施，水
电站的年收入均在20万元以上；自筹
110万元开展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可为
葛坪村带来8.8万元/年的纯收入；采
取“合作社+养殖场+贫困户”的模式开
展林下特色养殖，2019年带动36户贫
困户养殖胡须鸡5000余只，增收约
55.3万元，户均增收1.5万余元。

如今，葛坪村形成了“山顶柑橘戴
帽，山腰土鸡飞跑，山下仙草环抱，电
站稳定增效”的立体产业模式，经济效
益显著增加。

▶补短板
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打过篮
球，自从党群服务中心建好后，现在我
们每年都举办篮球比赛。”据葛坪村党
总支书记朱龙介绍，2018年，在工作

队的帮扶下，村党群服务中心——“三
站、一广场”建设落成，填补了葛坪村
民无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的空白，在“党
员活动、为民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
乐”方面发挥明显作用。

如今的葛坪一改往日的落后与荒
凉，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村。坍塌的房
屋、废弃的山岗、随处可见的垃圾都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白墙灰瓦的新房、
宽阔的水泥路，还有一排排点亮村庄
的路灯。

驻点帮扶的4年来，针对葛坪基
础设施落后的实际，省药监局扶贫工
作队规划道路、饮水、文体、卫生等10
个领域项目建设。

除了自筹100余万元新建党群服
务中心外，省药监局争取行业部门支
持，并自筹配套资金130万元帮扶开
展20余公里乡村道路硬底化及6.5公
里1米路面扩宽建设。安排20余万元
配套资金为 19 个村小组安装路灯
120盏，在村里的9个主要路口安装
监控，实现村庄亮化全覆盖。完成坦坪
等5个村小组新农村示范村规划及建
设，组织公共服务类项目建设及17户
危旧房新建，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村
庄基础设施逐步改善。

此外，省药监局还争取水利等行

业部门约50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开
展对葛坪村高标准农田水渠三面光及
中小河流治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了明显改善。

▶强堡垒
建立建全扶贫济困基金

“不管能否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
党员，我都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化实
际行动，为父老乡亲们作出力所能及
的贡献。”几年前，张明因妻子患病致
贫，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在村委
和村干部的帮扶下，他以坚韧的毅力，
吃苦耐劳的精神，实现了贫困户到致富
带头人的华丽转变，牵头成立了“南雄
市澜河镇茶坪种养专业合作社”，带领
其他贫困户发展山区绿色种养业。

一手抓扶贫，一手抓党建，4年
来，省药监局驻村工作队在合作社成
立党支部，让党员成为产业技术先锋，
通过技术带动产业发展推动脱贫，让
基层党组织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

“主心骨”。
据吴峰介绍，2017年村党支部班

子换届后，驻村工作队加大村“两委”
班子能力建设，注重抓好党组织规范
化建设，落实党组织生活制度，建立党

员量化考核指标，帮助村党员干部改
变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明确红线
底线、调整服务方式，鼓励村干部及村
党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勇当落
实精准扶贫措施带头人，更好地服务
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

2018年6月，村党支部升格为党
总支，同年7月，被南雄市委表彰为优
秀基层党组织。村党总支组织委员巫景
阳同志创建的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带动39户贫困户发展种植仙草产业。

昔日的贫困村，如今迎来了新发
展。“我们已经注册了‘葛坪’‘粤雄’两
个商标，接下来，我们要将葛坪村的产
业打造成特色，做大做强。”吴峰表示，
2020年，驻村扶贫工作队将主要在巩
固脱贫成效、构建长效机制方面下功
夫。一方面，建立健全扶贫济困基金、
产业发展扶持基金，防止因突发事件
返贫，同时坚持扶智扶志，鼓励资助村
民子女上大学和扶持产业发展；另一
方面，还将搭建线上线下平台，盘活葛
坪村优质资源，做到产销对接，实现从

“输血”到“造血”再到“活血”的飞跃，
确保驻村工作队撤退后，大山深处的
优质农产品还能送到城市餐桌上，“这
样老百姓才能种养得舒心，我们才能
放心撤退！”

“今年仙草产量高，价格也好。
还有公司上门收购，一点不愁卖！”望
着地里绿油油的仙草苗，韶关南雄市
葛坪村村民饶军英止不住地欢喜。

4年前，饶军英的丈夫因病去
世，养活一家五口的重担落在了这个
单亲妈妈的身上。所幸，2016年4
月，随着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省药监局”）扶贫工作队的到来，
她的生活迎来了转机。发放免费鸡
苗、仙草苗，提供专业种植培训，设立助
学金……在工作队及村“两委”的帮扶
下，饶军英重拾信心。如今，她是家里
的“顶梁柱”，以一人之力喂养1000多
只胡须鸡、种植10余亩柑橘和8亩仙
草，忙得不亦乐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3万多元。

在省药监局定点驻村帮扶之下，
葛坪村从无任何主导产业、丢荒现象
严重的山区贫困村，发展成为拥有
柑橘、仙草、胡须鸡养殖等大型绿色
生态产业的新农村。

截至2019年底，葛坪村51户
建档立卡相对贫困户均已实现脱贫，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此前的1.3万
元提升到20余万元。

▶综合效能
贫困村变身“体育小镇”

几年前，住在危房里的张德浩，年
近花甲还未结婚，甚至仍在为吃穿发
愁。当时的联安村经济比较落后，道路
泥泞不堪，贫困人口多，外村的女性大
多不愿意嫁到这里。

2018年，在精准扶贫的帮扶下，
村里为张德浩翻新了住房，并将其中
一间改建成“乡村便利店”。小店里有
几十种杂货，烟酒糖茶一应俱全，张德
浩每天靠经营小店就有一定的收入。

2018年的陆河（联安）乡村半程
马拉松赛，吸引众多省内选手参赛；
2019年的陆河县龙舟赛邀请汕尾地
区的队伍参加，近 5万名观众在螺
河两岸观赛；同年的联安风筝大
赛，更是吸引全省14支专业队伍来
到这里……一系列品牌赛事不仅成
为了陆河的新名片，还带动了当地
的经济发展。

“举办乡村马拉松那天，小店快被
参赛选手和游客挤爆了，一天的营业
额就有1000多元。”张德浩回忆说，如
今联安村发展很快，很多村民都在盖
房子，很容易就能找到帮工赚钱的机
会，便利店更是他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省体育局的帮扶下，联安村成
立了联安村农民专用合作社，完成陆
河樱花观光园、光伏发电、火龙果种植
等产业帮扶，提升了贫困户的就业、生
活水平。

日前，联安村火龙果种植基地生
产的第一批优质红心火龙果，经第三
方专业机构检测确保食品安全后，提
供给省体育局各训练基地专业运动队
饭堂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家庭厨房。

省体育局还邀请奥运跳水冠军杨
景辉、罗玉通，中国男子篮球队主教练
杜锋、中国男子篮球队队员赵睿，广州
富力足球俱乐部球星卢琳、黄政宇等
体育明星为其开展网上带货，共同助
力联安村红心火龙果销售。

如今，联安村被列为全国首批选
定的96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示范
小镇，以特色小镇为抓手，走出了一条

“体育+乡村旅游+产业共建”的特色
发展之路。

▶特色帮扶
体育精神在此生根发芽

广东省体育局扶贫工作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邓欢欢介
绍，联安村体育扶贫的另一大特色是
体育设施的完善，目前该村辖区的4
个自然村均配有健身路径、健身步道、
篮球场、乒乓球台。此外，省体育局还
多次组织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来村里
与村民互动，推广运动健身知识、倡导
大家多参加健身活动。

联安村村民张佐托因车祸导致腓
骨、胫骨骨折，村里新建的健身路径恰
好可以帮助他康复，再加上运动康复
专家开出的“运动处方”，张佐托如今
已经痊愈。

健身器材有了，运动的人多了，村
里的风气也明显改善。

“多一个篮球场，就会少十张麻将
台。”联安村党总支部书记张佐年表
示，全民健身带动村民养成更好的生
活习惯，品牌赛事带给村民更多的规
则意识，这都是体育扶贫的独到之处。

联安小学此前没有围墙，校内路
面尘土飞扬，每逢雨天，教室里全是学
生们留下的黄泥脚印。如今的校园整
洁明亮，道路变成了水泥路，设有篮球

场等运动设施，还加建了舞蹈室、书法
室、图书馆，图书馆中有上万册图书。

在这里工作了13年，赖燕飞也曾想
过要离开，从想走到不想走，他问自己，

“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但仔细想想，他
明白了，留下是因为“看到了希望”。

“村子小有名气，村貌焕然一新，
社会风气变好，村民受益明显。”新田
镇党委书记朱振江用这四句话来总结
体育扶贫带给联安村的变化。

▶奋勇争先
用体育精神攻下扶贫难题

“何书记，我们来打打乒乓球，看
看谁厉害。”低埇村贫困户余亚传的小
儿子余霖看到驻村工作队队长兼村党
总支第一书记何央路过家门，兴冲冲
地跑上前，两人就在贫困村民家门口
用木板垒起的乒乓球台上切磋起来。

驻村扶贫近5年来，何央对每户
贫困户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能说出
每个贫困户孩子的名字和上学情况。

何央在省体育局二沙体育训练中
心工作的22年里，协助广东运动员备
战过多届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期
间运动员们攻坚克难，完成了许多“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奋勇争先的体育精
神深深地感染着他。

“作为体育系统的驻村工作队，我
希望把这种奋勇争先的精神带到扶贫
工作中，力争夺得扶贫工作的‘金牌’，
也正是体育精神激励着我，攻下一个
又一个的扶贫难题。”何央说。

在扶贫工作中，省体育局充分发
扬团队精神，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禹平，副巡视员王卫东等相关负责
人多次带队到联安、低埇考察，现场出
谋划策，为贫困村民解决现实问题；曾
志雄、邓欢欢、何央等扶贫干部真抓实
干，深入基层，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在联安村的扶贫工作中，前一任
‘第一书记’曾志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组织安排我‘接力’扶贫，传承了体
育特色扶贫及奋勇争先的工作精神，大
家联手完成工作任务。”邓欢欢说。

▶体育扶贫
发挥体育综合带动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省体育局两个
定点扶贫村被评为广东省 2016—
2018年脱贫攻坚突出贡献集体，扶
贫干部曾志雄被评为全省“百名优
秀村（社区）党组织优秀第一书记”，
联安村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 40周
年百个示范村。

在完成扶贫指标和任务的前提
下，省体育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
发挥体育综合带动效应，重点打造特
色扶贫，工作围绕三方面展开。

首先，省体育局党组十分重视扶
贫工作，以“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为战略出发点，体育设施建
设、赛事活动组织、体彩公益金使用等
工作向贫困地区倾斜，以驻点扶贫联
安村和低埇村为工作抓手，通过南粤
古驿道等群众体育品牌赛事，助力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

其次，驻村工作队把奋勇争先的
体育精神融入到工作当中，把体育的
育人功能带到贫困村里，提升村民主
动脱贫致富的积极性，让体育精神在
这里生根发芽，帮助村民提升生活自
信，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把扶贫工作主动融入社会
经济发展大局，整合省体育局各机关、
中心的力量，以点带面，将扶贫工作从
行政村辐射到乡镇、县（区），在党建、
经济发展、农产品销售、教育、就业等
方面起到全面的带动作用。

下一步，省体育局将结合体育扶
贫的探索经验和自身优势，充分发挥
体育综合带动效应，力争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作更大贡献。

广东省体育局

发挥体育精神 扶贫也夺“金牌”从325省道转入牛骨头大桥，
在桥尽头便能看到一块“国家级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的石碑，这里便是汕
尾市陆河县联安村的入口。嵌着一
米宽健身路径的柏油马路，像红色的
跑道延伸到村里。它不仅是一条健
身路径，还是通往幸福生活的路径。

自2016年广东省体育局定点
扶贫汕尾市陆河县联安村和茂名市
化州市杨梅镇低埇村派驻扶贫工作
队以来，工作队重点完成党建、产业、
教育、建设等工作，原本道路泥泞、发
展落后的省定贫困村，在帮扶下变成
卫生整洁、生活配套完善、产业发展
迅速的幸福村，两个行政村共135
户贫困户目前均已达到脱贫标准。

近年来，省体育局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充分发挥体育综合带动效应，
推动“体育+”融合发展，把奋勇争先
的体育精神融入到扶贫工作当中，力
争脱贫攻坚的“金牌”。

低埇小学品学兼优的学生获赠“冠
军笔记本”。 彭博 摄

■数读

●截至2019年底，葛坪村51户144人建档立卡相对
贫困户均已实现脱贫，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由2016年
的6319元增加到20036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
1.3万元提升到20余万元。

●自筹配套资金130万元帮扶开展20余公里乡村道
路硬底化及6.5公里1米路面扩宽建设。安排20余万
元配套资金为 19个村小组安装路灯 120盏，在村里
的9个主要路口安装监控，实现村庄亮化全覆盖。

●采取“合作社+养殖场+贫困户”的模式开展林下特
色养殖，2019年带动36户贫困户养殖胡须鸡5000
余只，增收约55.3万元，户均增收1.5万余元。

帮扶对象饶军英查看花生苗长势。 关基景 摄

体育的“重音”不在“体”，而在
“育”。省体育局驻村工作队把奋勇争
先的体育精神融入到扶贫工作当中，
发挥体育综合效能，创新扶贫模式，
走出了一条“体育扶贫”的特色扶贫
之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脱贫观察

联安村被列为全国首批选定的96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示范小镇。 受访者供图

扶贫先扶志，工作队不仅帮助贫
困村在经济上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还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

“要他脱贫”到“他要脱贫”，村民的
思想变化很大，体育精神在这里生
根发芽。

更重要的是，工作队将团队协
作、奋勇拼搏、永争第一的体育精神
融入工作中，用体育赛事、运动激发
村民活力。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十周年

广东担当

撰文：王佳欣 粤药监

撰文：彭博 邱江剑 刘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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