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天气微凉，下起了微微细

雨。位于罗定市加益镇鳌头村的鳌头小

学，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叔叔，这幅图

我来负责跟您一块上颜色。”“哇，这个卡通

人物画得好好看。”……在学校操场旁的白

墙上，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的民警们正

和孩子们一起彩绘涂鸦。通过一整个下午

的努力，鳌头小学的白墙画满了各种好看

的图案，为校园添色不少。

这是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对口帮扶鳌

头村其中一个缩影。明亮的教室、崭新的厕

所、宽敞的运动场……走进鳌头小学，清新的

校园环境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就在几年前，

鳌头小学却是另一番模样：学校只有1栋已

使用十多年的教学楼、运动场，师资力量不

强。

去年，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对口帮

扶鳌头村第一书记杨汉强来到这里，改变

贫困村的教育困境，成了他驻村工作的头

等大事。“当时一踏进学校门口，便闻到一

股臭味，原来是厕所发出来的味道。”学校

如厕设施是典型农村砖瓦建筑的旱厕，秽

物无法冲走，恶臭弥漫，学校一百多名师生

都怕上厕所。“每到冬天，学校师生就陷入

了‘无法如厕冻屁股’的境地。”学校老校长

王柏飞说。

如此情景，让杨汉强心酸不已，为此他

下决心要改变这个状况。佛山市公安局南

海分局出资近60万元开展学校升级改造

工程，对鳌头小学的厕所、围墙、校门、篮球

场、跑道等设备设施重新改造，营造更舒适

更优美的环境。

记者走进新建的厕所看到，冲水厕所

取代了传统的“旱厕”，明亮整洁，素雅的格

子地砖、雪白的墙砖，一个个排列有序的蹲

坑被一间间隔开，只要扳一下“上水”开关，

水就“哗哗”而至，孩子们彻底告别了昔日

脏、乱、差、臭的校园厕所。

另一方面，村民们的“喝水”问题也是

困扰杨汉强许久的心头大事。“我们生产队

有好几户贫困户都缺水喝，杨书记，你能不

能帮着想想办法？”刚当上第一书记不久，

杨汉强收到村干部的反馈。鳌头村是加益

镇生产生活条件最差的村之一，其中最突

出的问题，就是部分村民饮用水来源不稳

定、季节性缺水。

“水是生命的源泉，安全饮水更是‘两

不愁三保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内容，我们

绝对不能忽视。”为此，杨汉强对全村存在

安全饮用水问题的农户进行走访排查。一

开始以为只有少部分住在深山的农户存在

这些问题，想不到的是，鳌头村村民日常饮

用的水源均是自流水，易受天气变化和环

境因素影响，而且处理自流水的设施简陋，

水量和水质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饮水问题

一直困扰着当地群众。

了解情况后，杨汉强向单位反映困难，

南海公安分局争取资金130万元，对集中

饮水设施升级改造，在原有的过滤池旁边

新增一套全自动一体化净水设备，新建引

水陂头，并重新铺设管道。

在施工现场，鳌头村党委书记赖北田

看着一根根粗壮的供水管道从源头延伸到

村民家中，心里很是激动，开心地说着：“自

来水工程建设完成后，我们村和周边村民

彻底告别‘黄浊水’，用上‘放心水’了。”

一条宽敞笔直的水泥路修
到了家门口，困扰村民的出行
问题终于解决了；由于村子地
理位置偏远，易受天气变化和
环境因素影响，长久以来村民
都在忍受着“看天喝水”的问
题，自从装上了一体化净水设
备，大伙终于喝上了“放心水”；
村子打造南药产业，建起了扶
贫车间，贫困户成为“上班族”，
实现在家门口就能就业……这
些都是这几年发生在云浮云
安、云城、罗定三区（市）56条
贫困村的变化。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自 2016 年
起，南海与云浮因为一个共同
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四年
来，南海倾心、倾情、倾力帮扶
云浮56条贫困村，前不久，好
消息传来，南海对口帮扶云浮
贫困户全部脱贫退出。在这场
脱贫攻坚战中，南海在民生帮
扶上展现出了扶贫力度、扶贫
温度，而在产业扶贫上提炼出
“南海战法”“南海经验”。

今天是10月 17日，是我
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
国际消除贫困日。记者蹲点报
道六条贫困村的蜕变，展现南
海帮扶的力度与温度。

身穿黄色T恤、牛仔裤，脚穿拖鞋，90后返

乡小伙廖伟忠在猪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搁

以前，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养猪，如今，在

罗定市华石镇寨脚村，年轻人养猪已不是新鲜

事。

廖伟忠今年27岁，是寨脚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母亲残疾在床，年幼时全靠父亲打散工

维持一家生计。因为穷，廖伟忠初中毕业后就

到外地务工。然而，由于没文化没技术，廖伟

忠的工资怎么也涨不起来。

变化始于2016年5月，由南海区农业农

村局对口帮扶寨脚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波通过

入户走访，为廖伟忠一家制定了精准脱贫计

划。“这个小伙子踏实肯干、孝顺懂事，人穷志

不短。”杨波说，在和致富带头人廖明山商量

后，杨波便动员廖伟忠返乡创业，由廖明山手

把手传授养猪技术。

“有公司包销，有村干部传授技术，又有免

息贷款，这么好的事情我全遇上了。”廖伟忠

说，从2017年开始筹建养猪场，他的创业一直

是扶贫工作队关注的重点。先是杨波为他申

请扶贫免息贷款5万元，再是廖明山个人借款

10多万元，再加上合伙人的资金支持，养猪场

首次就养了500多头猪苗，技术员甚至每天到

他的猪场“报到”传授养猪技术。

与传统猪场不同，廖伟忠的养猪场实行封

闭管理，无臭环保，连猪粪猪尿都可以通过收

集发酵成有机肥。就在几个月前，养猪场卖了

一批猪净赚90多万元。如今，猪场的养殖规

模从原来的500多头扩大到1200多头。廖

伟忠逢人便是乐呵呵。“如今我有妻有儿，还买

了汽车，在城区供楼了。”廖伟忠说，是党的扶

贫好政策以及身边人的帮助，让他彻底“翻

身”，这份恩情他会铭记一辈子。

不光是廖伟忠，整个寨脚村村民的思想和

生活都发生了改变。4年多来，随着扶贫项目

的推进，村里的日子越过越好：自然村道路全

部硬底化，修建的2500多米灌溉渠解决了引

水耕作难题，拓宽后的环山路连大货车都能通

行，村里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池和篮球场。

路通财通思想通，村民纷纷把丢荒的山地

田地重新利用，种稻谷、种剑花、养猪、养鸡

……不少村民甚至年轻人通过贷款建起现代

化猪场。据粗略估计，仅养猪一项，村里每年

就有2万多头生猪上市，养猪户平均每年收益

可达20万。

寨脚村还大力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剑花种

植，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以点带面带动贫困户增收。“合作社和公司签订

包收合同，基地前5年收益全部归入股的贫困

户，预计每名贫困户5年收益可达8000元，此

外，基地还聘请贫困户进行日常打理。”杨波说，

基地引进里水剑花种植技术，目前长势良好，种

植面积也从原来的40亩扩大到60亩。同时，

通过邀请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前来讲解和指

导，不少贫困户自发在屋前屋后种植剑花，其中

有9户贫困户已申请在基地种植16亩。

截至2019年底，全村158户572名贫困

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其中有劳力的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从2016年的3200多元增长到2019
年的13400元，村集体收入也从2016年的1
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13.5万元。寨脚村党

总支也于2018年摘掉了软弱涣散党支部的

“帽子”，并被评为罗定市先进党支部。

量体裁衣培育产业
对症下药造福百姓

早上8时，70多岁的李华新戴着草

帽，提起锄头，在自家山地开始了一天的

劳作。4年前的他想不到，广藿香、郁金、

牛耳枫……这些各具功效的南药会成为

脱贫增收的金钥匙。

李华新所在的村子是罗定市龙湾镇金

充村，距离罗定市市区有50多公里，距离

相对发达的茂名宜兴市有60多公里，是罗

定市最偏远的山村之一。由于山高路陡、

交通不便、生产条件不完善，金充村被列为

省定贫困村。村中底子“薄”，再加上儿子

儿媳孙子都是智障，李华新便成了贫困户。

从2016年5月开始，南海区司法局

对口帮扶金充村。当时，龙湾镇也在摸索

扶贫产业方向，经过慎重的考察和调研，

最终确定南药作为扶贫支柱产业，并成立

罗定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以“政府政

策引导、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租赁经营、

贫困户分红”的模式，带动贫困户增收。

2017年，龙湾镇首先推广种植收益

见效快的广藿香。从那时起，李华新一家

便迎来了转折。他从驻村工作组免费领

取了种苗和肥料，当年仅靠种植广藿香就

赚了4000多元，再加上入股百草源合作

社的分红3000多元，日子也算有了盼头。

“那时候，黎队长走动得比亲戚还要

勤，他见我实在太困难，还为我申请低

保。”李华新说，这些年多亏了驻村工作

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虽然现在有了低

保，但是人勤地不懒，只要能走能动，他还

要继续种植南药。

这位黎队长名叫黎凯成，是南海区司

法局派驻金充村的第一任扶贫工作队

长。作为推广南药种植的“开荒牛”，黎凯

成坦言并不顺利，“一开始，贫困户半信半

疑，南药易种吗，种出来后有销路吗，他们

心里有着各种担忧。”黎凯成回忆。

为打消疑虑，黎凯成便分批组织贫困

户去高州“旅游”，眼见高州漫山遍野都是

藿香，长势喜人，再加上百草源合作社包

技术、包肥料、包回收，贫困户脱贫信心大

大增强。

贫困户沈桂才是一名党员，他从高州

回来后，便立即申请种植广藿香10亩。

有了党员的示范带动，众多贫困户也纷纷

仿效。2017年，金充村贫困户种植广藿

香就有100多亩，占了全镇种植面积的一

半以上。随后，郁金、紫苏、金丝皇菊等众

多南药在金充村得到推广种植。

2019年5月，黎凯成任职期满，新一

任驻村第一书记黄烈琛上任。“不管是第

几任，到村里来就一个目标，就是接力把

事情做好。”黄烈琛介绍，为进一步发展壮

大南药产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从今年

起便向村民推广种植长效作物牛耳枫和

吴茱萸，“这两种南药只要一次种植，便能

实现长期收益。”黄烈琛说。

此外，金充村还在省道旁边建设建筑

面积近600平方米的南药仓库，预计建成

后，可每年至少为村集体带来6万元的租

金收入。

如今，南药产业已逐步在金充村发展

壮大，各种功效奇特的南药，一头连着贫

困户腰包，一头连着广阔的药材市场，圆

了一个个脱贫增收梦。

截至2019年底，全村130户共460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其人均收入从

2016年的 4000元增长到 2019年的

12635元，村集体收入也从2016年的0
元增长到2019年的13.8万元。

正值初秋，处于丘陵地带的罗定市连

州镇车战村已有些凉意。走进小山岗上的

种植示范基地，一棵棵五指毛桃比人高，风

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演奏一曲丰收

的乐章。从山岗眺望，不远处便是车战村

扶贫产业基地，这里也是村里的扶贫车间。

车战村是罗定市33个省定贫困村之

一，从2016年5月起，由南海区发展和改

革局、南海区统计局对口帮扶。4年来，帮

扶单位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

最重要抓手，通过引入云浮市浩恒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扎根落户，以“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种植牛大

力、五指毛桃等南药以及优质红薯。

截至2019年底，村中99户391名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户人均收入也从

2016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9年
的13000元，村集体也通过光伏发电增

收11万元。

看到贫困户全部摘帽出列，驻村第一

书记张炜总算松了一口气。回首4年的

脱贫增收路，张炜心里百感交集。“刚来

时，山地荒草乱生，村里既没有产业，也缺

乏劳动力，而且土地贫瘠，我白天入户走

访，晚上就想如何发展可持续产业，很多

晚都睡不着觉。”张炜说。

困局终于在2017年打开，在里水镇

政府的牵桥搭线下，有着多年药材种植和

销售经验的广东浩恒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汪达恒，通过多次实地走访和

洽谈后，最终在车战村成立云浮市浩恒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通过租地的方式成功集约连片丢荒山

地种植南药。如今，车战村已种植牛大力

240亩，五指毛桃30亩，南药产业成功实

现规模种植。

此外，浩恒农业还在南海区扶贫办和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建设扶贫产业基地，

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汪达恒介

绍，基地聘请农户务工每天工资80元，平

均每月聘请本村和周边贫困户务工100
多人次，支付工资1万多元。

蔡伯媛便是其中一名受益者，日常除

耕作自家农地外，她一有空便到扶贫基地

务工。“有时在本村干活，有时公司会带我

们到周边帮忙，每天能挣80元，一个月也

有1000多元。”蔡伯媛说，自从驻村工作

组帮孙子孙女申请每人每年3000元的助

学补贴，再加上务工增收和入股分红，她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除种植南药外，从2018年起，车战

村还引入优质红薯苗，分发给贫困户种

植。村中特有的土壤质地，配合优质薯

苗，种出来的红薯口感软糯，一经上市便

立即脱销，车战村红薯从此闯出“名气”。

为提高红薯的产品附加值，张炜还注册了

“岗仔”红薯品牌。

“岗仔”一炮而红后，贫困户脱贫信心

大大增强，纷纷领苗种植。今年，脱贫户

叶木荣更是大赚了一笔。他与浩恒农业

合作，为公司提供红薯苗32万株，光卖苗

就赚了2万多元，再加上卖红薯1万元，以

及养殖扶贫鸡和种菜种田，仅务农收入就

达5万元。“今年我家装修了，亲戚串门都

说漂亮。”叶木荣乐呵呵地说。

眼见“岗仔”成为爆款农产品，周边村

庄也纷纷仿效种植。今年，“岗仔”已扩种

至270亩，其中车战村70亩，周边村200
亩。此外，浩恒农业还打算研发南药深加

工产品药酒，目前，公司正在申请酒牌。

相信随着药酒项目在扶贫基地“上马”，将

会带动更多村民务工增收。

90后小伙返乡创业买车又买楼

“医生，我最近经常头晕，不知道是不

是血压又高了，麻烦给我检查一下。”一大

早，思甲村村民李伯就来到了村口的乡村

卫生站看自己的“老毛病”。以前，身患高

血压的李伯一犯病，常常要来回走上十几

公里山路，到镇上的医院去看，自从村卫

生站投入使用后，配套功能设施更齐全

了，像李伯一样，村民们再也不用跑到十

几公里外，家门口就能看好病了。

这是南海对口帮扶思甲村的成效之

一。思甲村位于罗定市榃滨镇，由于受自

然条件限制，该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

础建设薄弱。正因如此，看病远也成了村

民们的“心病”。

借助罗定创建省级卫生强市的契机，

驻村工作队对思甲农村卫生站升级改造，

投入21万元，其中南海扶贫资金6万元，

新建了一间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包括候

诊厅、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计划生育服务

室、值班室、卫生间等公建民营规范化的村

级卫生站，村级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综

合实力得到有效提升。

“对于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看病检

查再也不用跑这么远了，方便了不少。”随

着新建的村级卫生站的投入使用，小病不

出村成为了现实，村民们的“心病”也得到

了解决。

从榃滨镇驱车前往思甲村，新修好的

两车道水泥路宽阔平坦。进入思甲村，道

路两旁金稻飘摇，村委会办公楼宽敞明

亮，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中心、卫生站、

公共服务站等一应俱全。

“以前思甲村的道路很多都是泥路，

坑坑洼洼的路面，汽车寸步难行，坐摩托

车都能把人晃散架了，学生们上学只能

步行。住得远一些的学生，早上5时就

要起床，从家里出发去学校。三四公里

的泥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思甲小学的

校长孔洁华说。“自从建了水泥路，家长

们可以开摩托载孩子上学，再也不用步

行走路了。”孔洁华说，现在一到放学时

间，学校门口站满了接送孩子放学的家

长，非常热闹。

思甲村驻村第一书记叶波峰感叹道：

“以前思甲村交通闭塞让村民出入困难、

农产品难以流通，产业发展不起来，而人

口流失更加剧了当地的贫困。”作为南海

区交通运输局的派驻干部，道路建设摆在

第一位。2016年至今，思甲村村道硬底

化建设7877米，南海投入资金80余万

元；拓宽、加固村道21处约1200米。

道路通畅、产业发展不仅鼓了村民的

口袋，也让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让乡风更

加和美。思甲村党支部书记黄沃均见证

了近几年村里发生的新变化：“以前，村里

一些人在家没事干，就靠打麻将、喝酒消

磨时间，还经常会出现吵架、斗嘴等现象；

现在，路好走了，大家都愿意出去务工，村

里的不良风气渐渐没有了，村民间的关系

更加融洽。”

午后4时，记者乘车来到罗定市泗纶镇

双坝村。崭新的村道蜿蜒曲折，一边紧贴着

山脚，一边是低于路面数米的农田。这条不

起眼的路就是双坝村出入的“生命线”。据

统计，南海区扶贫工作队在该村完成村道硬

底化5.235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116盏，

村民出行畅通无阻。谁能想象，四年前这是

条“泥水路”，是村民心中最大的痛点。

双坝村山壑纵横交通不便，村民居住分

散、山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进村的

主干道，狭窄泥泞，道路两旁杂草灌木茂盛，

时常有毒蛇出没。“这是一条‘蛇路’，路上走

的蛇比走的人还多！”回想起2016年初进村

的情景，南海区扶贫办工作人员小陈说。因

出行不便，村民只能窝在家里守着一亩三分

地，满山的肉桂也运不出去。“我们只想修一

条路！”村里人们最热切的期待，一度是最奢

侈的梦想。

这个愿望，终于随着南海驻村组的到来

而实现了。修路需要钱，钱从哪来？时任南

海区扶贫工作组里水片片长李敏能多方跑

动下，联系到该村搞工程的乡贤。“乡贤也深

知本村出行之苦，市场价40万一公里，他主

动降到33万，我们又砍价到29万。”里水镇

政府还动员里水安监局自筹和发动社会资

源，筹集10万元专项资金。再加上省GPS
专项资金与南海补助资金，这条村民心心念

念的路终于动工，并在2018年完工。

“开心，真开心！”通路的那天鞭炮齐鸣，

村民们个个喜气洋洋。

修路的同时，扶贫工作队还对道路两侧

的柴草专项清理。随着进出车辆的增多，毒

蛇逐渐没了踪影。外出务工的村民越来越

多。“现在我们种的肉桂，终于可以拉出去卖

了！”双坝村村委副主任胡小华说。“以前，只

能通过我们肩挑手抬，现在货车直接开到肉

桂基地，种肉桂收入越来越高！”

与道路一起改造的，还有双坝村的易涝

易渍农田。这些农田分布在山坳洼地里，因

地势低洼和排水出路不畅，易积涝成渍。“在

这地种肉桂树，年年种年年死，浪费苗钱！”

每每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肉桂树死掉时，村

民沈国洪都额外心疼。

李敏能介绍说，“双坝村山坡地势比较

陡峭，80%的耕地都属于滩涂地，其中一条

自然村桂英坑的农田处在低洼处，这一片种

植的肉桂树几乎都无法存活。”为此，里水镇

引入农业工程设计院对易渍易涝农田改造，

并投入扶贫资金16万元建设桂英坑引水明

渠工程180米，降低水位提高除涝降渍能

力，使得桂英坑农户61户、280人收益。“今

年终于不用担心新种的肉桂苗烂死在地里

了。”沈国洪开心地说。

除了基础设施，扶贫工作队还在教育扶

贫上下功夫。建档立卡贫困户梁洪精，父亲

去世，母亲患病，家里还有姐姐弟弟，所有的

经济来源，不过几分薄田，勉强维持一家人

不饿肚子。2016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

“家里交不起学费，本来做好打算，不上学出

去打工挣钱了。”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当时的

驻村干部立马帮助梁洪精申请助学补助，最

大程度帮助梁洪精解决了学习、生活上的费

用困难。“如果没有驻村干部的及时帮忙，我

大概就读不了书了。”梁洪精说。文/珠江时报记者黄婷黎小燕通讯员陈镇寰

图/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署名除外）

装上净水设备解决村民“喝水”大事

修建新路改造农田致富奔康驶上“快车道”

升级卫生站走上水泥路 生活更方便了

扶贫“小基地”成脱贫“新引擎”

南药飘香种出脱贫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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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公安分局民警来到罗定市加益镇鳌头村的鳌头小学，在新建的围墙上绘画美化校园。

■南海区帮扶双坝村建设的水泥硬底村道，方便村民出行。

■ 南 海 驻

车 战 村 工

作 队 查 看

牛 大 力 作

物 的 长

势。（通讯

员供图）

■广藿香丰收，金充村贫困户喜笑

颜开。（通讯员供图）

■寨脚村90后小伙廖伟忠（右）返乡养猪，实现了买车买房的梦想。图为廖伟忠与致富带头人廖

明山（左）合照。

南海扶贫给力！寨脚村90后小

伙返乡养猪，买车又买楼

罗定鳌头村：装上净水设备，

解决村民的“喝水”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