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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党代表帮扶万余户贫困户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贺上升

“谢谢叔叔阿姨的帮助。”1月
22日，穿上新衣服的隆回县七江镇
石背村6岁的贫困小女孩刘广华欣
喜地说。当天，长沙棒棒教育集团驱
车从长沙赶到刘广华家， 为她送来
了5500元爱心款，还有衣服、学习
用品等。

据了解， 这次长沙棒棒教育集
团开展的由党员、 骨干教师代表参
与的“七色光”助力扶贫活动，共为
隆回县七江镇6名贫困家庭学生发
放爱心款2.74万元，还有衣服、学习
用品等。这是该集团加入七江镇“七
色光”帮扶平台后，开展的第二次帮
扶行动。

七江镇是隆回县最大的贫困
乡镇之一，贫困家庭多。2016年，为
响应省政协发起的“三个一” 活动
（资助一批困难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扶助一批困难家庭增加收入、 帮助
一批困难家庭成员解决就业），七江
镇政协联工委建立“七色光”帮扶平
台，以吸纳更多爱心人士参与扶贫。

“七色光”寓意为“七色阳光，温
暖更多贫困家庭”。 目前，“七色光”
已开展帮扶活动13期，共筹集爱心
资金27.94万元，资助贫困家庭50余
户，帮助18名贫困人员就业，联系
资助4名贫困家庭孩子完成学业。

目前，七江镇正策划成立“七色
光”贫困儿童帮扶教育中心，内设活
动室、图书室、庇护室等，建成后将
成为贫困儿童临时帮扶场所。

“七色光”
温暖贫困家庭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通讯员
杨峰 黄洋 记者 周怀立)“去年，我
从合作社分红2万多元。今年合作社
种植水稻2300亩，分红会更多。”尽
管外面大雪纷纷， 茶陵县严塘镇玳
溪村贫困户杨晓明心里暖暖的。1月
28日，他一边与来家里访问的县党
代表谭海林拉家常，一边算着账。

杨晓明能脱贫， 他最感谢的是
党代表谭海林。几年前，他因妻子患
病欠了不少债， 被列为贫困户。这

时， 谭海林牵头成立严塘海林农机
专业合作社，杨晓明入股合作社，还
在合作社务工，很快摆脱了贫困。

在株洲市， 像谭海林这样冲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市、县、乡三级党代
表， 有9000多名。2017年是株洲市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为实现这
一目标，党代表们行动起来，结穷亲
走在最前面，真扶贫冲在第一线，帮
扶范围覆盖68个乡镇166个贫困村
10183户贫困户， 做到贫困户不脱

贫、帮扶责任不脱钩。
实际工作中，党代表们以强烈的责

任感，沉下身子、集中心思，摸清贫困
“底子”、挖出致贫“根子”、找到脱贫“路
子”、厚植致富“苗子”，从资金、技术、岗
位培训、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为贫

困户量身定制帮扶措施。 至2017年底，
株洲市三级党代表所联系的帮扶对象
全部实现脱贫，为全市2017年实现整体
脱贫作出了
贡献。

红薯片成了香饽饽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刘邦杰

“对不起，红薯片都卖完了，明
年再来吧。”1月下旬，双峰县甘棠镇
和谐村党支部书记邹好快， 对前来
收购红薯片的长沙客商表示歉意。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邹好快感叹
道：“红薯片过去无人问津， 现在成
了香饽饽， 多亏了县人大常委会的
帮扶啊。”

和谐村是双峰县人
大常委会的对口扶贫村，
全村12个村民小组347户
126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78户245人、五保户10户、残疾
人15人。村里缺水少地，只有一大
片光秃秃的石头山， 村民大部分外
出务工，因病返病、因灾致贫成为贫
困的“祸根”。

“扶贫工作队进村第一件事，就
是谋划经济发展。”68岁的龚再生
老人说，“和谐村耕地面积少， 可是
一直有种植红薯的传统， 加工出的
红薯片又甜又漂亮， 只是苦于销路

不畅，没有大面积种植。”2016年3月，
双峰县人大常委会扶贫工作队驻村
后，经过考察、调研，提出种养结合的
产业扶贫思路。随后，又与当地几家大
的电商平台签订合同， 对村民种植的
红薯包技术指导、包上门收购，让群众
吃下“定心丸”。

“扶贫工作队还把电商扶贫培训
班开进了村部，红薯片加工制作技术
及高产栽培技术课听得我心服口
服。”45岁的贫困户王玉怀告诉记者 ,
“2017年， 我参加扶贫工作队组织的
电商、微商等各种培训5次，都是免费
的。通过培训观摩，我开了眼界，学到

了本领， 去年我种的红薯又多又大，
产量翻了倍，加上价格上涨，净赚一
万多元呢。”

“县人大常委会筹资11万多元，建
起了全镇首个自动化薯粉加工厂，对
贫困群众种植的红薯进行免费加工，
减少了手工劳累之苦。”扶贫工作队队
长朱强指着崭新的薯粉生产设备介
绍,“去年10月投产后， 共免费加工薯
粉1350公斤。同时，通过培训观摩、技
术指导、加工服务、网上销售，2017年
全村共种植红薯158亩， 亩产2200公
斤， 加工的3000公斤红薯片、1000公
斤红薯粉很快被抢购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