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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清远
英德市江古山村
健康扶贫
看病无需再奔波

● 2019 年 ， 全村有劳动力
贫 困 户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4161 元， 较上一年增加 1401
元， 且每户收入均达到 8266 元
以上目标要求。

●无劳动能力贫困户 27 户
38 人，均通过五保、低保、基本生
活保障金等政策兜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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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贵在解决实际困难
羊城晚报： 扶贫工作中 ，如

何凝聚村民力量？
刘宇： 从广州来到江古山

村 ，就好像回到了我的 家 乡 喀
什 市 的 小 县 城 ， 山 村 清 新 开
阔 ，村民敦厚质朴 。 扶贫工作 ，
从挨家挨户走访 、 认识 村 民 、
了解情况开始做起 。 在摸清村
里的情况之后 ，我就向 省 卫 健
委签了扶贫 “军令状 ” ，在两年
驻村期间要完成九大任 务 ，比
如修一条 820 米的广卫路 、安

装 100 盏 太 阳 能 路 灯 …… 任
务具体而明确 。

我认为 ，精准扶贫就是不喊
口号 ， 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
标，而是切实给村里做一些实实
在在的事情 ，带领村民往脱贫致
富的路上奔。

村里的工作 ，需要得到每一
位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有了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 修道路 、搞
生产、健康扶贫等各项工作任务
的落实也就水到渠成了。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英德市慢病站马上就能够
把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药物投放
点设置在横石水镇的卫生院，以
后再不必去英德取药了。 ”得知
这消息的第一时间，清远英德市
横石水镇江古山村驻村第一书
记刘宇和村医赶紧赶到张大姐
家告告诉她。

“每次去市里给老伴拿药，
我都要早上出发， 下午才能回
来，耽误一天的功夫。 ”得知可
以去镇上拿药， 张大姐开心得
很，“这样我骑车十分钟就能到
镇上，方便很多”。

50 多岁的张大姐以瘦小的
身板硬是扛起了整个家，含辛茹
苦几十年。 这些年，通过广东省
卫健委的精准扶贫，她家里的困
境才得以明显缓解：孩子们的学
费村里解决了，每个月还发生活
补贴；老伴的医药费村里也给报
销了，家里基本不用掏钱；张大
姐一个人种 6 亩地，加上各种补
贴，日子过得还行，就等着孩子
们长大成人，她就能轻松些了。

精准帮扶
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缺乏
劳动力（孤寡老人）的家庭均是
农村帮扶脱贫的重点对象。刘宇
介绍：“截至 2019 年 12 月，江
古山村全村贫困户共 128 户
413 人。 其中，有劳动能力贫困
户 102 户 375 人。 因病致贫约
占 1/5，缺劳力缺技术占 1/5，因
残致贫占 1/6，孤寡老人占 1/7，
因学致贫占 1/10。 ”

值得关注的是， 在江古山
村， 有 28 人罹患精神分裂症，
疾病治疗给家庭造成较大负
担，甚至因此致贫。 就如张大姐
家一样，家里孩子多，还要奉养
两位老人， 加上老伴得了精神
分裂症，全家收入微薄，陷入贫
困状态。

近些年，广东省卫健委深化
精准帮扶，针对江古山村定点帮
扶， 全面落实各项政策要求，千
方百计解决医疗、用水、用电、教
育等问题，确保贫困户在家庭收
入、住房安全、子女教育、基本医
疗、饮用水、通电、电视、网络等
八个方面达标，贫困户全面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 由此，张大姐
的孩子上学、老伴就医及全家人
的生活才得到了保障。

今年 4 月， 全村实现脱贫
摘帽。

筹资千余万元
建设镇卫生院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健康扶贫是省卫健委精准
扶贫工作中的一大特色。

近两年，省卫健委大力支持
开展横石水镇卫生院标准化建

设， 多方筹资 1000 万余元，将
已运行 20 多年、 面积 1100 平
方米、 仅有 2 个门诊 14 张病床
的旧卫生院， 新建为三层楼高、
共 4100 平方米、 科室齐全、设
施完备的新卫生院， 并在 2019
年 6 月投入使用，有效解决了镇
里、村里居民看病就医问题。

横石水镇卫生院院长杨振
坚告诉记者，几年前，居民来看
病，想照 X 光都没有设备，只能
去其他地方就医；现在新卫生院
建成，宽敞明亮，科室人员齐全，
设备也有了，当地居民来镇里就
诊看病很方便，不用总是跑到市
里去了。与 2018 年下半年相比，
2019 年镇卫生院门诊增加了
3300 多人次、 住院增加了 100
多人次。

此外，省卫健委还特别在该
卫生院投入使用时联系省人民
医院， 组织了多个专科共 16 名
专家前来义诊。“能够在家门口
享受到省级专家免费服务，真是
我们的福利！ ”参加了义诊活动
的林大伯说。

为精准帮扶江古山村患有
精神疾病的贫困群众，省里的精
神卫生中心专家还专门开展巡
诊，近期更是在当地探索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精准管理试点。

“AI 医生”
辅助村医看诊

“从 2019 年开始，我背上这
个全科医生助诊包（AI 医生），
就在村里出诊了。”从医 20 多年
的村医林宏新对 AI 医生爱不释
手，“这个 AI 医生具备测血压、
血糖、脉氧、尿常规和心电图等
功能。 有了这个‘神器’，给村民
看病更方便快捷了。 ”

近年来， 各级财政投资近
10 万元，将不足 30 平方米的原
江古山村卫生站建设成 80 平方
米、四室分开、功能齐全的标准
化村卫生站。 在村卫生站，记者
看到了林宏新登记的基本公共
卫生进度一览表： 村里总共有
5475 人，高血压人数 365 人，糖
尿病 48 人，0-6 岁儿童 336 人，
孕产妇人数 43 人……健康人群
建档 4188 人， 家庭医生签约
3613 人。 村民如有常见病、多发
病，随时都能找村医看病。

家庭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
门人”。 江古山村专门组织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深入调研、充分宣
传发动、全面筛查，推动实现该
村常住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全覆盖。 刘宇告诉记者，村
里还每年组织省三甲医院、镇卫
生院为江古山村贫困人口开展
一次全面健康体检，每人建立一
份详实的健康档案，全面掌握健
康状况和健康危害因素，为疾病
预防和大病患者专项救治提供
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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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十余年来 ，您参与了四
轮扶贫工作，在珠三角 、粤西 、粤东的农
村都挥洒过汗水。 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
走在扶贫的道路上？

岑 宇 铿 ： 我 是 主 动 留 下 来 的 。
2009 年我参与扶贫 ， 是 换 个 身 份 到
农村工作 。 慢慢地 ，肩上的职责越来
越重 ，工作也越来越有意义 。 我想着 ，
要做一些年老时能记起的事 。 在十多
年的扶贫工作中 ，我遇到过非常真心
的 村 干 部 ，感 受 到 浓 浓 “人 情 味 ” ，让
我非常触动 ， 更想把扶贫工作做好 。
此外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我坚实
的后盾 。

羊城晚报： 在帮扶竹坑村的过程
中 ，与贫困户沟通方面 ，您总结了哪些
经验？

岑宇铿：与其说是经验 ，不如说是
习惯 。 我入户走访时 ，习惯不直接讲工
作 ，而是通过日常唠嗑拉近距离 。 多见
面也非常重要 ，让贫困户感觉你总在他
身边，是他亲近的人，建立信任。 对于少
数难以沟通的人 ，我认为不能急 ，在重
要节点 ，某个重要事件可能就会促成改
变 。 用心用情地关心他们 ，好于天天讲
大道理。

驻村帮扶贫困户
日常唠嗑不可少

插图：李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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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脱贫攻坚战中 ，大石村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有什么经验？

谭锦华：一是在镇政府支持下 ，建强
基层党组织 ，加强作风建设 ；二是依靠佛
山市南海区的资源优势 ， 与龙湾镇当地
实际相结合 ， 整镇大力发展百草源种养
专业合作社，大石村也从中获益。

羊城晚报：大石村将如何抢抓机遇 ，
保持当地产业经济稳步发展？

谭锦华：下一步 ，大石村将建设冷冻
保鲜仓库。 项目建成后，可为村民有偿冷
冻保鲜农家产品 ， 在龙湾电商网络消费
扶贫起到配套作用 ， 并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同时，村里将集约村中 30 亩山林，在
村中继续发展特色南药种植 ， 主要种植
南药品种 “牛耳枫 ” “益智 ”，优先聘用村
中劳动力，带动全村人民脱贫致富。

搭上南药种植快车
稳步迈向致富新路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 2019 年，竹坑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
96 户贫困户已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 脱贫
率 100%； 有劳动力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2015 年底的 3500 元增至 2019 年
底的 11779 元。

●截至 2019 年底 ，全链条养鸡产业
总计销售额 478.86 万元 ， 为贫困户实现
分红 81.13 万元。

●茶山种植园为持续脱贫加上 “双
保险 ”，年产值预计达 320.35 万元 ，可为
贫困村带来集体收入 237.73 万元 ，贫
困户户均分红 0.4 万元。

云浮罗定市大石村
南药主打 盘活振兴整盘棋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曾伟明

群山连绵，一条条硬底化村道将一个
个村庄连通；民居绿树掩映，村道两边，禾
苗静静生长；不远处，万亩南药基地里，村
民们正种苗、培土、灌溉，耕耘着致富奔康
的希望。

位于省道 352 边上的云浮罗定市龙
湾镇大石村， 自 2016 年 5 月佛山市南海
区纪委扶贫干部驻村开展帮扶以来，持续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开展农村环境整
治，通过发展南药组培和深加工增加村集
体收入，乡村振兴初显成效。目前，村集体
收入从 2016 年的 8000 元增至 17 万元，
在龙湾镇各村中名列第一。

党员带头
齐建美丽新农村

漫步在村道上，只见一幢幢新修建的
楼房立在田园中，满眼宜人景色。“以前村
里到处可见的都是泥砖房，在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后，我们的村民才陆陆续续建起了
楼房。 ”79 岁的老党员肖铁祥领着记者行
走在大石村村居中。

在大石村休闲广场边上，贴好瓷砖的
游泳池、依山修建的民宿、有序规划的泊
车位……功能齐备的休闲度假中心已开
始迎来客人。 谈及该广场的修建，肖铁祥
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此前，当地政府组织村干部到
梅州市蕉岭县参观新农村建设：“看着
别人的村庄建设得那么美，再想想自
己村里，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 ”

回到村里， 大石村党员发挥主心骨作用，
投身新农村建设。

在当地镇政府和帮扶单位的指导下，
肖铁祥主动拆除自家旧屋，让出土地约 4
亩；党员肖志勇无偿捐出约 500 平方米的
宅基地支持村内休闲广场建设，腾出近 1
亩土地与村民置换建设村道、游泳池和停
车场等项目的用地……

在党员的带动下，村民也开始行动起
来。据统计，为了扩建硬化村道，当地累计
有 20 多户村民出让了土地。 此外， 村民
们还自发联系施工队， 对自家优先施工，
并为施工队提供午饭，“快马加鞭”建设村
居，不拖后腿。

日前，该村入围首批“国家森林乡村”。

产业带动
万亩南药成格局

乡村振兴，关键要靠产业支撑。 在罗
定市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里，大石村的
村民经过培训后，正在进行南药的组织分
离培养。

“大石村和南药的‘邂逅’，是龙湾镇
和佛山市南海区共同谋划的结果。 ”驻村
第一书记谭锦华说，为了寻找稳定增收的
扶贫产业，早在 2016 年，南海区纪委派驻
大石村的帮扶干部就和当地镇村干部造
访了南海区三大制药厂。

围绕南药产业链优势，龙湾镇组建了
南药大型组培中心、温室育苗大棚、冷库
仓储中心和云浮市首家镇级扶贫消费服
务中心，均落户大石村。 合作社优先聘请
贫困户劳动力， 让贫困户参与到育种、种
植、基础设施建设、加工、运输等工作中。

脱贫户谭翠金告诉记者，她在合作社
工作， 每天工资 100 元， 平均一个月有
2000 多元收入；此外，通过帮扶资金入股
形式，她去年还拿到了 3800 余元分红。

目前， 不少乡镇都选择发展南药产
业，大石村如何脱颖而出，持续增收？龙湾
镇党委书记梁英艺表示，目前，龙湾镇整
镇规模化推进种植南药，品种达 50 多种，
很多都是市场急需的品种。 此外，当地还
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和中科院广西植物
研究所为技术依托，开展成果转化实践和
专利研发。

围绕主打的南药产业，大石村还盘活
资源，多渠道提升集体经济收入。

当地把闲置的旧大石小学出租给罗
定市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用于南药组
培及南药深加工配套使用，租用期 20 年，
每年租金 2 万元，租金每 5 年递增 10%。

此外，自 2017 年起，帮扶单位分三

次共为大石村委投入资金 130 万元，参与
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南药种植扶贫产
业，投资合作期 10 年，每年可获 10%固
定收益即 13 万元。

谭锦华说， 在借鉴了南海区发展模式
后，去年 8 月，大石村使用扶贫专项资金，
在下属大石寨村民小组省道旁建起南药储
存仓库， 建成后将出租给百草源种养专业
合作社作南药储存使用。 目前正在谋划的
标准冷库也在建设中， 建成后将作为当地
农副产品保鲜使用。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五月的天，淡阳初夏，林下树荫成片。
一条村道从村口一路延伸到雾气缭绕的
大山脚下，向上走，就是棉洋镇竹坑村贫
困户曾艳洪的家。 清晨， 声声鸡鸣中，曾
艳洪充实的一天开始了。 去年，她开始养
殖五黑鸡，半年多就增收上万元。

棉洋镇位于梅州市五华县最南端，毗
邻揭西县，有着“醉美茶乡”之名。 然而，
镇中竹坑村山多地少， 集体经济薄弱。
2016 年 5 月，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广州交投集团 ”）对口精准
扶贫工作队来到竹坑村，同时帮扶同镇的
绿水村、平安村，变化自此开始。

四年多过去了，得益于广州交投集团
投入的逾千万元资金， 在先后派驻的 12
名驻村干部的引领下，通过养鸡、种茶等
规模化产业以及务工、 教育等措施的落
实，这些贫困村全面实现摘帽退出，脱贫
率 100%。

五黑鸡“瘦”了，腰包“鼓”了
一早， 曾艳洪就忙着给院子里的五

黑鸡喂食。 这些鸡羽毛皮肉皆为黑色，鸡
蛋外壳为绿色，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
养价值高。 去年，在竹坑村驻村第一书记
岑宇铿的鼓励下，曾艳洪开始了她的“养
鸡事业”。

“竹坑村罗公岭上群山环绕、绿树婆
娑，是养鸡的好地方！ ”岑宇铿说。 在他
的帮助下，50 只已养殖 120 多天、3.2 斤
左右的五黑鸡鸡苗在曾艳洪的院子里安
了家。

曾艳洪迈出了“瘦身鸡养殖计划”的
第一步。 每天，她用米糠、菜叶和剩饭喂
鸡。 60 天后，3 斤多的五黑鸡减重到 2 斤
多，成功“瘦身”。“这样的五黑鸡更健康、
更苗条，肉质更紧致。 ”今年 2 月，这 50

只“瘦身”五黑鸡一推出就被“秒杀”，给
曾艳洪带来纯收入 3300 多元。

“走地鸡的帮扶资源来自养鸡全产业
链，这都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结果。 ”
岑宇铿告诉记者，帮扶产业的选择，驻村
工作队经过一番摸索。 帮扶初期，工作队
曾试点种植圣女果、葛根等作物，却没有
取得长期成功。后来，经过专家实地考察，
根据当地气候、土壤特点，才最终建立养
鸡全产业链： 集中养殖蛋鸡、 走地鸡、中
鸡，散养五黑鸡。

在集中养殖基地，蛋鸡舍、走地鸡舍、
中鸡舍和保温舍布置得井井有条。“目前，
全产业链养鸡场每年能养殖中鸡 8 万
-10 万只、 走地鸡 1.2 万只、 蛋鸡 3000
只，年销售额约 289 万元。 ”驻村工作队
队员、养鸡场“场长”廖旺介绍。

“发展产业链，更重要的是调动贫困
户的积极性。”走过十年扶贫路，岑宇铿颇
有心得。 养鸡全产业链采用“专业集中养
殖 + 农户散养”模式，集中养殖的中鸡鸡
苗，会分发到贫困户家中饲养，以提高家
庭收入。 截至 2019 年底， 养鸡产业为贫
困户带来 81.13 万元分红。

长远“造血”，荒山变茶山
如何长效脱贫、 发展可持续产业，是

岑宇铿深入思考的问题。 为此，在发展养
鸡全产业链的同时， 他也在探寻其他方
向。

棉洋镇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山地海
拔 400 米至 700 米，山上常年云雾缭绕，
雨量充沛，温度、湿度适宜，正是种茶的好
地方。

在竹坑村，个体种茶、制茶的农户为
数不少，然而欠缺规模。 岑宇铿和绿水村
驻村第一书记廖永渊、平安村驻村第一书

记蓝智贤多次商讨， 三支工作队实地调
研、多方请教，一致认为规模化发展茶产
业，能接轨全镇规划，长远“造血”。

“集团和镇政府十分支持工作队的想
法， 合力选定最适宜种茶的三座荒山，开
始种茶。 ”岑宇铿说，截至今年 3 月，844.1
亩茶叶已完成种植。 记者看到，在人工开
凿的绵延梯田上，种植着一排排“金观音”

“金牡丹”“金萱” 等不同品种的茶树。 荒
山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蔚为壮观的茶山。

茶叶种植的长效扶贫产业， 也将竹
坑村、绿水村和平安村紧紧连在一起。 产
业由专业的茶树种植项目方管理， 建立
覆盖贫困户、 村集体和村民的收益分配
机制，带动稳步发展。 岑宇铿与廖永渊、
蓝智贤，联合村干部们共同谋划，提高产
业附加值。“与养鸡产业链一样，要带动
更多村民参与种茶、制茶产业中，帮助就
业，培训技能，这才是真正长远的脱贫之
计。 ”岑宇铿说。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梅州五华县竹坑村
开荒种茶 谋划脱贫长效计

左图：竹坑村养鸡全产业链的集中养
殖基地 严艺文 摄

中图：南药组培带动大石村村民就业
杨再睿 摄

右图：省二医专家远程连线 ，为横石
水镇卫生院的小患者看诊 张 华 摄

●截至 2019 年 ，大石村腾出建设用
地近 8700 多平方米 ，建成村内 5000 平
方米公共活动场所和小公园 ； 建成约

500 平方米的污水处理点和 5.2 公
里排污管网， 完成全村光纤入户和

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的管道埋设。
●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566 万 元
入股百草源种养专业合 作

社 ，每年可获 10%固定收
益即 56.6 万元， 实现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收 益
3144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