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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在霞浦县崇儒畲族乡看到，当地
农户正在晾晒芙蓉李。据了解，崇儒畲族乡种植
芙蓉李历史悠久，盛产的优质李干远近闻名。近
年来，该乡突出产业扶贫重点，依据自身资源禀
赋，积极落实各项帮扶政策，通过为农户争取“小
额贴息贷款”“农村妇女创业贷款”等，助推芙蓉李
产业做大做强。崇儒畲族乡农业互联网+创客中
心通过电商平台，积极拓宽销售渠道，为农户解
决销售环节的难题，助农增收。 陈清摄

日前，霞浦县沙江镇炉坑村 6 名贫困户参加了
“第五期海峡两岸青年台胞电商培训班”的课堂，学
习电商平台的实际运作流程。学员解廷炎告诉笔
者，通过学习“充电”，了解如何借助“互联网+”，将
家乡特产销至全国各地，脱贫致富又多了一条路。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技。该村依托电商培训，
采取“电商+培训+产业”模式，拓宽贫困户创业就业
渠道，积极引导和帮助贫困户利用电商平台销售自
产产品、购买生产生活物资，助农增收。该村第一书
记汤养珍还带头“开店”，借助微信、淘宝网店等，构
建起立体式电商营销网络，解决贫困户农特产品销
售问题，形成产、销、贸一体化的产业扶贫、脱贫，确
保贫困户农副产品会生产、能销售，贫困户会增收、
能脱贫。 □ 颜晨曦

炉坑村

接轨“互联网+”拓宽脱贫路

沙江镇

打造葛洪山生态休闲景观带
8 月 13 日正值周末，笔者在霞浦县沙江镇葛洪

山上看到，许多游客慕名自驾前往观光旅游，部分游
客还携带帐篷露营。山峰两侧重峦叠嶂、奇峰突兀，
修剪齐整的茶树让人耳目一新，极目远眺，海天一
色，景致迷人。

葛洪山距离霞浦县城18公里，海拔605米，既是
闽东地区唯一有历史记载的道教名山，又是集度假、
避暑、休闲、运动、悟道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山下有
国家级农业标准化海带养殖示范区，山上有数百亩
生态休闲观光茶园，山中还遍植树龄数百年的晚熟
荔枝，出产的荔枝甜美多汁。

近年来，沙江镇党委、政府坚持以生态、文化、休
闲为主题，结合自身优势，打造以葛洪山为核心的休
闲养生观光游，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沙江镇委
托旅游规划公司对葛洪山进行总体规划编制，确定
以旅游服务中心、葛洪山生态休闲区、农业观光区、
畲族风情体验区、滨水文化体验区为主的“四区一中
心”旅游发展思路，项目一期总投资 3000 万元。今
年上半年，葛洪山生态茶园、会议中心、项南亭、停车
场及生态茶园茶间道建设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350
万元。目前，步游道及附属设施和摄影平台工程已
启动建设，预计10月份完工。 □ 颜晨曦

乡镇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履职质量关乎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面对经济新常态，他们都在忙些什么？日前，笔者在柘荣县分别跟随两个乡镇党委书记，近距
离体验他们平凡而忙碌的一天。

乡党委书记的一天

4B 小康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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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建“全国文明村镇”，日前，蕉城区霍童镇
邀请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蕉城支队执法人员，
对全镇镇容镇貌、店外店、摆摊设点等进行重点综合
整治。

据悉，从6月23日开始，霍童镇对镇区各个商户
发出“创全国文明村镇倡议书”，并限期整改，重点抓
好农贸市场、街头摊点的管理，保证商户退路进店、
定点经营，确保门前“三包”到位。同时，加大创建宣
传力度，充分利用电子屏、标语、广播、微信等形式，
发 挥 舆 论 导 向
作用，树立先进
典型，不断提高
广 大 群 众 的 主
人翁意识。

□ 杨洋

霍童镇

积极争创“全国文明村镇”

上午 7 时 40 分，柘荣县城郊乡党
委书记林昌旺提前来到办公室，为即
将召开的每周党政班子例会做最后
准备。8 时，党政班子会议准时召开，
各位班子成员分别就近期手头重点
工作做了汇报，在乡长林毓霖强调完
政府工作后，林昌旺对党政班子的工
作做了再部署，要求各班子成员在本
周内完成低保入户核查和精准扶贫
动态调整，并要求各征地组加快进度
做好安征迁工作，为重点项目推进保
驾护航。

10 时左右会议结束，林昌旺匆匆
驱车赶往征地户黄某家中。“刚才会
上，负责环城路前山段征地的人大主
席潘石速汇报该户思想工作仍未做
通，我打算自己和他谈谈。”林昌旺告
诉笔者。经过一个小时商谈，黄某表
示要和家人再商量，无法立即答应。

“好，那我晚上再来。”林昌旺微笑着打
完招呼离开。“这个结果也在我预料之
中，要说征地工作是基层第一难事不
是没有道理。要说服征地群众，我最
多的记录是去一个群众家中不下 50
次。”在驱车回乡政府的路上，林昌旺
说道。

回到办公室已是 11 时，林昌旺刚
喝上一口水，早已等在隔壁办公室的
长坑村群众找上他，反映村内一处矿
山的征地补偿款未及时到位。林昌旺
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挂村领导共同
商量解决办法。刚送走长坑村群众，
早已等候在外的金科园区负责人走进
他办公室，请他帮助协调园区办证问
题和招商引资工作。于是林昌旺马上

拨通消防与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的电
话……等送走园区负责人，时间已到
中午 12 时 20 分，林昌旺来到食堂，饭
菜已被打光，厨师为他煮了一碗面作
为午餐。

不到 15 时，林昌旺便出发前往际
头村检查改水改厕和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他要求村干部要严格遵守项目报
批制度，按纪律规矩办事。随后，他来
到大学生创业典型——五姐妹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查看百香果、葡萄等主打
农产品的长势，并提醒负责人要做好
防台风工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6 时，林昌旺又赶到湄洋村，陪
同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实地查看了王竹
坪造福工程点、湄洋退休活动站及湄
洋村村委楼之后，根据组织部提出的

“科学布局、交通便捷、群众党员相对
集中”的选址原则，林昌旺建议将湄洋
党群服务中心点设立在湄洋文化中心
大楼。

回到乡里，正好 18 时。在食堂用
完晚饭后，林昌旺步行到早上那户征地
群众黄某家中，与其漫话家常。“群众工
作，说到底就是人心工程，和他们逐步
建立感情后，我相信所有难题都能慢慢
化解。”再次回到办公室，已是 20时 10
分，林昌旺召集精准扶贫、综治维稳分
管领导以及各重点项目组组长来办公
室交流工作细节。“白天没有足够的时
间将这些工作具体展开，只能利用晚上
时间与各个分管深入交换意见。”

就这样，直到 22 时 30 分，林昌旺
才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 陈景

上午7时，柘荣县黄柏乡乡村两级干部
都穿上了迷彩服，如军训般整齐地站在乡政
府大楼门前。乡党委书记吴福惠给即将上

“战场”的同志们讲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早上他们要去黄柏村叶首拆除违建的

猪场。
“叶首违建面积比较大，我们人员要

多、要齐！”此前一天，在乡两委成员会议
上，副乡长何宁向吴福惠提出了建议。因
而当天早上，镇村干部 40 多人就早早地集
中，徒步前往叶首山顶。

8时 30分，大家终于来到了叶首，村道
旁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铁皮板房,里面养了近
百头生猪。吴福惠带头与业主交谈起来。

“我这新建的猪场没有污染水源且远
离群众，不存在违法行为。”一开始，业主不
太配合。吴福惠给他反复宣讲国家有关政
策，并提供拆违技术指导。经过沟通协商，
业主终于同意配合拆违。

10 时 30 分，吴福惠刚回到办公室，乡
长金允炎就找上门：“书记，下午我和陈熙
要去信访局与群众签息诉息访协议，倒流
水村吴逢生等 4 名村民反映的责任田被

‘耕地整理’项目影响的信访案件终于要告
一段落了。”

“这几个月你们辛苦了，不仅要学习相关
法律知识、研究国土资源文件，还要做好视
频、图片等取证，随时和霞浦县柏洋乡沟通协
商案件，以及向市、县两级政府反馈案件进展
情况，连周末也要加班。不过，能为群众服
务、解决群众困难，一切都是值得的。”

吃完午饭，吴福惠和几个班子成员一
起步行到黄柏村福寿岛，查看黄柏乡旅游
建设项目。

今年，黄柏乡进一步加大旅游产业建

设，规划新建游朴纪念馆、修建福寿岛安全
防护栏等，并以游朴为主线，制定上下黄柏
旅游联动机制，拓宽两地连接地——游步
道，将历史名人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有机
融合，推进群众增收。

看完项目进展，吴福惠翻开精准扶贫
工作记录本，给高峰村张石书打了个电话。

张石书是吴福惠的帮扶对象。今年，
经过他的联系，张石书到福安市内一家包
子铺打工。每月吴福惠都会给他打一次电
话，了解他的生活境况。

“喂，张石书吗？我是吴福惠呀，这个
月包子铺生意还行吗？”“挺好的，谢谢您的
关心。我回家几天了，家里种了点太子参
需要采收，顺便照顾我的父亲。”“好的，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及时和我说一声。”

今年以来，通过测算收入情况，黄柏乡
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工作要求，全乡共需
帮扶人数为 412 人。吴福惠非常关注这项
工作，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前往县扶贫办了
解最新政策，通过申请小额信贷、就业帮
扶、补助发展生产、村企合作带动等帮扶手
段，保障全乡脱贫任务落到实处。

15时 30分，吴福惠回到乡里与干部们
一起观看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
底》。“乡镇工作虽然辛苦且繁忙，但是不能
把理论学习忘记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要时刻牢记心中。”吴福惠
说。为此，每周乡里都要组织 2 场专题学
习会，如观看《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
硬》等专题片，学习周炳耀、廖俊波等先进
事迹。

18时许，下班了。吴福惠拿出了自己
的笔记本，回顾一天的工作，筹谋着第二天
的工作重点。 □ 陈乃椿

黄柏乡

盛夏时节，生机盎然。霞浦县崇儒乡
霞坪村村民雷宜乡边吆喝边撒谷子喂土
鸡，浑身上下充满干劲。

2016 年 1 月，建档立卡贫困户雷宜乡
在当地政府扶持下，获得 5 万元贴息贷
款。有了创业启动资金，他利用学来的养
鸡知识，搞起土鸡养殖。在脱贫路上，雷宜
乡起早贪黑，不怕辛苦，仅用一年，就实现
脱贫的愿望。扩大养殖规模、搭上“旅游快
车”，让来美丽畲村旅游的八方游客不仅记
住好山好水，也记住味美的土鸡……雷宜
乡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霞浦县崇儒乡霞坪村后山，草翠绿、
树葱茏。村民雷宜乡一声声吆喝着，将一
把把谷子撒开去，散养于山上的 600 多只
土鸡从四面围了上来。土鸡早上7时左右
喂一次，然后自由活动，下午3时左右再喂
一次，傍晚赶入鸡舍。

“今年第一期养了 1000 多只土鸡，已
经卖出400多只了。”雷宜乡开心地说。“他
养的鸡肉质特别好，春节前近3000只都卖
光了，现在又添了不少鸡苗，往后日子会越
过越好！”霞坪村村民主任蓝石希插话道。

困境之中迎曙光困境之中迎曙光

今年56岁的雷宜乡，曾是乡里出了名
的贫困户，至今未婚。他的父亲和兄弟前
几年相继去世，他和瘫痪在床的母亲、过
继来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和儿子的身
体都不大好，干不了重活，日子一天天在
煎熬中度过。

“我们过去只能靠打短工糊口，顾好
肚子就很不错了，致富的事想都不敢想。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我们的生活
才有了盼头！”说着，雷宜乡眼眶红了。

2015 年 2 月，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中，崇儒乡和霞坪村把雷宜乡列为精准扶
贫户，当地农村信用社也伸出援手。2016
年1月，雷宜乡获得政府贴息贷款5万元。

有了启动资金，选择什么脱贫项目成
了急迫问题。“养鸡投入较少、产出较快，
前些年我学过一些技术，有这方面的经
验，所以决定通过养鸡实现脱贫致富。”雷
宜乡对养鸡颇有信心。原来，2013 年，崇
儒乡曾抽选8名贫困村民去县里参加养鸡
技术培训，雷宜乡是其中一员。

有了资金，选定项目，说干就干。雷
宜乡在霞坪村后山开辟出一块场地，花 2
万多元建起一个 120 平方米的鸡舍，添置
了基本设备，剩余的钱用于购买鸡苗和饲
料。2016年 7月，他从莆田购进 1500只土
鸡苗，同年10月又购进1500只。

“照顾鸡苗要特别小心，要把它们放入
地上铺满谷壳的鸡舍，定时放水、放饲料，
还要把它们逐一分开，增加个体活动量。”
说起养鸡经验雷宜乡滔滔不绝，“鸡苗最怕
的是感冒，棚里温度最好保持在28至30摄
氏度。天冷时要把鸡棚围得密不透风，保
持温暖、干燥；天热时要注意通风，不能断
水。小鸡要先喂饲料，让它们适应一下，大
概过20天，就可以慢慢喂稻谷了。”

育雏是养鸡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也
是成败的关键。为了提高雏鸡成活率，雷
宜乡还在鸡棚里增设了保温灯，每月电费
就要 900 多元。雏鸡出壳后的半个月里，
他每天坚持用1份醋配10份水喂鸡。

鸡苗养大到出棚，其间至少要打两次
疫苗，才能确保出栏时肉质安全。“都是自
己打，1000 只土鸡不到 3 个小时就可以打
完。”雷宜乡说。

靠 5 万元贴息贷款支持，靠吃苦耐劳
打拼，雷宜乡淘到创业“第一桶金”，今年
春节前，近 3000 只土鸡全部卖出，赚了 2
万多元。

创业路上多艰辛创业路上多艰辛

谈起创业路上的艰辛经历，雷宜乡百
感交集。

2016 年 9 月 7 日，几只野狗半夜闯入
鸡舍，咬死 300 多只鸡苗。当时雷宜乡欲
哭无泪：钱几乎都投进去了，还没有见到
收益，就损失了 1 万多元。好在他已经习
惯了生活中的坎坷，没有过多沉浸于沮丧
情绪中，而是打起精神，立即着手处理死
鸡、修缮鸡棚，接着又补购300多只鸡苗。

为了不重蹈覆辙，雷宜乡干脆在鸡棚附
近搭建了一间小屋，天天待在山里，精心照料
土鸡。由于小屋里十分潮湿，长期居住在此，
他渐感身体不适。去年10月20日，他突然
发了高烧，而且持续不退，险些卧床不起。

当时，雷宜乡的儿子还在外地打工，
侄儿雷昌旺心疼叔叔，帮他在山沿视野开
阔处，重新架空搭建起一间小木屋。此
后，雷宜乡自己动手开出一条小路，垒上
一级级台阶通向小木屋，这样，照看鸡苗

就方便多了。
眼看土鸡一天天长大，可以出栏了，但

销路又成一大问题。乡政府了解这一情况
后，发动干部、村民和他们的亲友购买雷宜
乡饲养的土鸡。雷宜乡自己也踩着三轮车，
拉着一车土鸡到邻村、周边乡镇去推销。

“刚开始，确实不好卖。”回忆第一次出
门销售土鸡的情景，雷宜乡直摇头。“以前
从没做过生意，只能硬着头皮叫卖。一整
天风尘仆仆，骑了 30 多公里的路，沿途经
过两三个乡镇，也就一些大妈、阿婆过来看
看，有的买一只，大多人问问价格就走了。”

奔波到晚上，雷宜乡才卖出8只鸡，心
中难免有失落感，但他也从中看到了希
望。重拾信心后，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
雷宜乡每天清晨 5 时起床，照料好鸡舍里
的土鸡后，就踩着三轮车出门，销售量慢慢
增加，回头客也越来越多，后来连附近柏洋
乡、下浒镇的居民也慕名上门买鸡。

隔壁坪园村村民兰有祥每周都骑车
来买鸡。他说：“老雷家散养的土鸡肉嫩
味香，而且价格公道，在我们这儿已经是
一个‘品牌’了。”

“一公斤24元，一只鸡大约两公斤多，
可以卖 50 多元，除去各种成本，卖一只差
不多能获利 15 元。”雷宜乡说，虽然赚不
多，但是细水长流。

一家齐力谋发展一家齐力谋发展

脱贫后的雷宜乡并不满足于现状，随
着养鸡事业的不断发展，他打算扩大饲养
规模。

“现在有本钱了，土鸡的销路也很稳
定，今年 2 月我又新建了一个 120 平方米

的鸡舍。一个人忙不过来，刚好儿子雷昌
金、侄子雷昌旺外出打工回来，我就叫他
们一起养鸡，一起在家门口赚钱！”雷宜乡
说起来信心满满。

如今，养鸡给雷宜乡一家的生活带来
了色彩。每天他总是早早起床去鸡舍忙
碌，心中有激情、有希望，日子过得很充实。

为了增加雷宜乡的收入，乡政府还给
他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在鸡棚附近的发电
站负责打扫卫生，每月有1500元工资。“现
在的生活，以前做梦都想不到，变化太大
了！”他感慨万千。

“一整年下来，两个鸡棚可以先后养 1
万多只土鸡，不出大的意外，可以赚 10 多
万元。一家人齐心，拧成一股劲创业，比
外出打工强多了！”雷昌金笑着说，“有机
会，我还要给父亲找个老伴呢，一家人要
过上更好的生活!”

霞坪村是个美丽的畲村，这里风景秀
丽，少数民族生活特色浓郁。近年来，随着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到此游玩。于是，雷宜乡又有了新打算，
他要把土鸡卖给来霞坪旅游的八方游客。

今年春节，来自浙江温州的游客陈泗
水对他养的土鸡赞不绝口，因为像这样放养
的土鸡，在温州一公斤要卖60多元，而这里
只要24元。这份肯定，坚定了雷宜乡吃“旅
游饭”的决心。至于土鸡价格，他还是保持
24元，坚持质优价廉，是他的经营之道。

雷宜乡说：“一路走来，没有好政策的
扶持，没有乡亲们的支持，我哪能过上好
日子。现在，我也要为村里发展出点力。
我希望今后来霞坪村游玩的游客，不止记
住这里的美丽景色，也能记住这里味美的
土鸡！” □ 庄严 李巧鸿 文/图

村民雷宜乡的新生活和新期盼新生活和新期盼

钩机挥臂、铲车忙碌，工人挥汗如雨。连日来，周宁
县礼门乡岭头村造福工程现场一派繁忙。村党支部书
记黄观旺告诉笔者，实施惠民造福工程来，可把村民给
乐坏了，现在他们个个干劲十足，工程进展十分顺利。

岭头村是一个自然村，全村共有村民 31 户 129
人，村内建筑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土房，
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很多都已破烂不堪，而
且该村后山已出现山体裂缝。经专家现场勘察，被
确认为较大地质灾害点。为了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去年，该村申报造福工程项目。

据悉，该项目规划用地 4500 多平方米，建设 16
栋砖房，模仿小洋房建筑结构。今年 5月，工程正式
动工。截至日前，挡墙、地基填平已完成，预计今年
春节之前，部分村民就可以搬进小洋房。

“以前下大雨刮台风，我们只能躲进避灾点，新
房子建成之后，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啦！”村民黄景
冬高兴地说。 □ 陈志捷 黄起青

岭头村

造福工程圆安居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