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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我能行

一大早，镇岗乡樟溪村村民唐祥志
就来到自己的果园打理。享受着精准
扶贫政策，得益于扶贫干部的帮助，加
上自身的努力，唐祥志摆脱了贫困，日
子越过越好。

2015年，唐祥志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驻村第一书记张世来等帮扶
干部多次入户走访，鼓励他种植脐橙脱
贫。不仅帮助他获得了相关部门提供
的免费脐橙苗，还帮他获得了 5 万元
贷款。

有了帮扶干部的支持，唐祥志对种植
脐橙充满了信心。开山、挖穴、栽苗……
天天都往果园里跑。经过不懈努力，唐
祥志的果园面积扩展到近80亩。

不过，果园变大以后，唐祥志却面
临着“幸福的烦恼”。原来，通往果园的

道路狭窄，大量脐橙运输是个难题。经
过一番思索后，唐祥志决定，把部分脐
橙树卖掉，扩宽道路，走脐橙种植精品
化路线。

在唐祥志精心打理下，他的脐橙园
硕果累累。如今，每年能给他带来近20
万元的收入。

“以前的土房子一到下雨天就进风
漏雨，现在我的房子可以称得上乡间别
墅了。”看着自己新建的两层楼房，冰
箱、电视等家具一应俱全，正在房前洗
车的唐祥志难掩激动之情。

“老唐勤劳肯干，不仅住上了新房，
还买了新车，算是彻底告别了贫困了。”
张世来说。

看着挂满枝头的脐橙，唐祥志满是
欣喜：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种”出美好生活
孙金玉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唐祥志开着车去果园。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记者有话说

扶贫有一套

走进安远县镇岗乡樟溪村，一个和
谐宜居、青山绿水环绕的秀美村庄映入
眼帘。很难想象，这个昔日破败不堪的
省级贫困村，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
发生了蝶变。道路通了，产业多了，收
入涨了，村庄美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
信心更坚定了。

修好脱贫路

樟溪村地处三百山旅游圈内，下辖
6 个村民小组，共有 296 户 1252 人。曾
经的樟溪村，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设施
薄弱、民风落后，是“十三五”省级贫
困村。

2018 年，帮扶单位安远县政府办
进驻樟溪村。“当时村里青壮年大都外
出务工。村庄破败，没有一条道路硬
化，到处脏兮兮，人称‘脏溪’。”驻村第
一书记张世来回忆说。

改善基础设施，是脱贫致富的第
一步。

唐明炎是驻村工作队队长。他告
诉记者，2018年，在陆续完成村级基础
设施改造后，樟溪村主干道路面扩大工
程全面完成，沿线还安装了120盏太阳
能路灯，成立了公路养护队。尤其是凤
山至三百山过桥垄旅游公路开通后，给
樟溪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还增加了村
民收入。

唐金琪就是尝到甜头的村民之
一。“以前这边全是泥路和石子路，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去趟县城开车要
40 多分钟。如今，走旅游公路到县城
只需20分钟。一些游客到三百山景区
游玩，顺路到我的果园采摘脐橙，采购
价是每公斤 16 元，比市场批发价高了
一半。”说起交通改善带来的好处，唐金
琪赞叹不已。

从泥泞小道到水泥路、再到沥青
路，路的形态在变，樟溪人的思想意识、
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变。该村食用菌产
业基地负责人唐清林介绍，自从旅游公
路修好后，他管理的食用菌基地运货更
方便了，村里很多人返乡发展产业。

“面黄肌瘦、两眼无神。”张世来永
远忘不了第一眼见到贫困户刘洪林的
妻子坐在床上时的样子。

可喜的是，道路修通后，刘洪林 20
多亩脐橙再也不愁销路，去年仅此一项
收入达4万多元，还有3000多元扶贫产
业分红。

如今，刘洪林干劲十足，买了一辆
农用车，帮助村民拖砖石，这一项的收
入一年也有3万多元。现在，刘洪林不
仅建起了新房，妻子身体也日渐好转。

找准致富业

樟溪村在原有的生态资源基础上，
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主动
融入三百山旅游经济圈，建成了安远首

家户外越野公园——浪驰越野公园。
乡村旅游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

“财气”。随着基础设施短板陆续补齐，
越来越多村民端起发展旅游脱贫致富
的“金饭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产业扶一
方贫。不到两年时间，樟溪村建成 50
亩食用菌产业基地、50 亩杜鹃花种植
基地、200千瓦光伏发电基地、200亩绞
股蓝种植基地、250 亩油菜扶贫基地、

600亩产业脐橙示范基地。
致富有了门路，村民有了劲头。樟

溪村集中力量打造旅游配套服务专业
村，不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乡土情怀和
充满文化自信的村民，还形成了具有旅
游特色的旅游强村之路。

浪驰越野公园安排了30多名村民
就业，各个产业基地和合作社不但吸纳
了全村所有剩余劳力，还对外村招收一
大批季节性的劳力，以满足农忙所需。

村民陈玉峰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
乐。“国庆长假期间，平均每天接待 12
桌客人，虽然忙得像陀螺一样，但心里
乐滋滋的。”陈玉峰说，去年纯收入达到
20 多万元，这样的好日子，放在几年
前，想都不敢想。

“我们通过景区带村、村集体带户
的模式，把旅游产业培育起来、把贫困
群众组织起来、把利益联结起来，不仅
让群众过上了好日子，还激发了群众的
内生动力。”张世来说。

2019年12月，樟溪村实现整村脱贫
退出。如今的樟溪村，既有精准扶贫政
策的“天时”，又有背靠三百山旅游区的

“地利”，更有广大村民不懈努力的“人
和”，三个方面的合力，助推樟溪村奔
小康。

连日的采访，记者在樟溪村的田
间地头看到，靠着乡村旅游带来的人

流，村民地里的农产品卖得越来越好；
开起农家乐，不少村民成了厨师和服务
员，收入渠道越来越广。樟溪村在绿水
青山中，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金饭碗”。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旅游扶贫以
其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
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产业扶贫的一大

亮点。
通过“旅游+扶贫”，樟溪村把“风景”

变成产业，将“美丽”转化为生产力，让越
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过上
好日子。旅游扶贫不仅解决了村民就
业，增加了村民收益，还有利于产业结构
的调整，夯实村民脱贫致富的基础。

樟溪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模式告诉
我们，旅游带动的不仅是收入的变化，
还在更深层次上对农村的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借助脱贫攻坚阶段打下的
良好基础，旅游业一定能够在推动乡村
振兴、助力全面小康方面，发挥出更加
积极的作用。

“旅游+扶贫”让脱贫成果更稳固
徐黎明

道路通了 产业多了 收入涨了
——安远县樟溪村走上脱贫致富路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鸟瞰秀美樟溪村。 （图片由安远县委宣传部提供）

樟溪村引进的户外越野公园。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本报讯 （记者陈璋）2020年“双 11”已
拉开序幕。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提前
时间，将“购物狂欢节”升级为“购物狂欢
季”。消费者在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复
杂难懂的促销规则时，怎样才能科学合理
消费？日前，江西省消保委发布“双 11”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多些理性，树立科学健
康、文明节俭的消费理念。

直播秒杀，要冷静

受疫情影响，今年传统线下销售受到
冲击，网络直播带货火爆。据统计，今年上
半年，我国电商直播超过 1000 万场，观看
人次超过 500 亿，通过网络直播带货购物
正成为一种消费新趋势。但市场监管总局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
12315 平台共收到直播相关投诉举报 2.19
万件，同比增长 479.60%，其中关于直播带
货的投诉占比近六成。

省消保委建议，消费者要保持冷静，选
择有健全保障体系的电商平台观看直播，
同时选择在信誉度良好、知名度高的直播
间下单，按需购买，不攀比奢华，量入为出，
规避冲动消费行为。

优惠规则，要看清

“没有点奥数功底，都不配过‘双11’！”
每逢“双 11”，都会有网友如此调侃。近年
来，许多商家在促销规则上下足了“功夫”，
预售、满减、购物津贴、玩小游戏抢红包等
营销策略，让“双 11”越来越复杂。玩法越
来越多、优惠越来越少，也成了消费者诟病
的槽点。因此，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要理清头绪，多与店铺客服沟通，了解清楚促销规则，避免盲
目凑单。

此外，根据《天猫预售业务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支付
定金后，因买家自身原因导致未如期支付尾款，或买家申请
退款且根据《天猫规则》《淘宝平台争议处理规则》等规则判
定非卖家责任的，定金均不退还。消费者在选择支付定金
前，要考虑清楚再下单，避免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网购骗局，要防范

“双 11”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常见骗局以“预售”
“红包”“客服”“信用提额”“刷单返利”“中奖免单”等为名义，
诱导消费者点击非法钓鱼网站，骗取其个人信息及财产。省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千万不要点击陌生链接，电商平台退款
应依照正规流程，收到疑似诈骗电话或短信，对方提示“订单
异常”“缴纳保证金”“退款”等情况时要谨慎，及时与店铺客
服沟通，了解情况，防止上当。

此外，每年“双 11”后受理的消费投诉案件中，一些商家
“先涨价后降价”欺瞒消费者的套路也屡见不鲜，建议消费者
提前关注需要购买的商品，对比优惠力度再选择是否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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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中旬，鹰潭市余江
区马荃镇林溪村连片稻田
呈现金黄色。伴随着机器
的轰鸣声，种粮大户吴友发
驾驶着一台联合收割机在
田间穿梭。“今年中稻亩产
有 500 多公斤，如果不是遭
遇水灾，产量还会高一点。”
吴友发说。

2011 年，吴友发成立了
余江区庄稼源生态蔬果专
业合作社，流转 60 亩土地
种植瓜果蔬菜。在之后的
几年里，合作社瓜果蔬菜种
植规模逐渐发展到 100 多
亩。去年，吴友发参加第十
四届江西生态鄱阳湖·绿色

农产品上海展销会，他
的蔬果系列产品荣获
金奖。

吴友发在发展瓜
果蔬菜产业的同时，又

把目光对准了水稻产业，承
包流转了周边村庄的 1365
亩稻田，成立了余江区神农
水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
友发家庭农场。他投入 300
多万元，购买了插秧机、收
割机、碾米机和烘干机。去
年，联合社和农场水稻产量
达100多万公斤，产值200多
万元，他也成为当地的水稻
种植大户。

吴友发发挥合作社优
势，通过“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安置常年务工贫
困户 15人，季节性务工人员
1000多人次，同时带动49户
贫困户脱贫。

种田种出一片天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本报上犹讯（记者余红
举 通讯员罗婷、谢辉）上犹
县自今年 8 月起实施“团圆
计划”以来，已有10对在不同
乡镇工作的夫妻，通过调动
一方工作地点实现团圆，解
决了两地分居的后顾之忧。

为加大对基层干部的
关心关爱力度，稳定乡镇干
部队伍，该县在充分调研和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

不突破现有政策硬性规定
和编制限制的前提下，把

“团圆计划”实施范围扩展
到除城关镇外的乡镇机关、
学校、卫生院及县直单位派
出乡镇机构等，只要符合条
件的，均可提交调动申请。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 39对夫
妻提交申请，首批已解决 10
对符合条件的夫妻跨乡镇
分居问题。

“团圆计划”关爱基层干部

10月 30日，一场以“庆丰收，奔小康”为主题的农民趣味
运动会在靖安县高湖镇高湖村举行，来自全镇8个村的160多
名农民选手参加了比赛。图为选手在进行稻田抓鸭比赛。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