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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叶建之

一个协会+7个专业合作社+7000多万
年产值+……说的是成立于2012年的沅陵县
生态土鸡养殖协会，通过走“协会+”，短短几
年走出精准扶贫好路子，如今，旗下7个合作
社年销售土鸡120多万羽，100多户贫困户摆
脱了贫困，数千农户受益增收。

社会力量扎根社会， 正在精准扶贫大潮
中干得风生水起。

发挥自身优势， 进村入户结
对帮扶

截至今年10月，我省拥有各类社会组织
33000多个，社区5151个，专业社会工作与注
册志愿者近800万名，这“三社”力量，已经成
为社会建设、治理和服务的生力军。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2015年在《关于深入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
实施意见》中，明确要务求健全社会扶贫参与
机制，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便捷通道，着
力打造扶贫公益品牌。

去年5月，省民政厅、省扶贫办联合下
发《引导“三社”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实施方
案》，召开视频工作会进行推进，要求突出
包村包户包项目， 重点向51个国家、 省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武陵山、 罗霄山片区
县倾斜， 对公益扶贫捐赠所得税全面实行
税前扣除。 省民政厅还成立了“全省引导

‘三社’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协调项目进度、数据统计、督促落
实等工作。

进贫困村，入贫困户，争做精准扶贫示范
带动者！全省“三社”力量发挥各自优势，纷纷
开展结对帮扶。湖南省福建总商会积极响应
号召，去年8月，会长、企业负责人等10余人
来到联系点———属于武陵山片区深度贫困村
的溆浦县观音阁镇桐油坡村考察。看到水坝
冲毁、水渠失修，他们当即决定投入100万元
兴建水坝，维修10多公里长的水渠，解决农

田灌溉问题。现在，工程量已经完成一半，当
地老百姓一致要求将该工程命名为“闽商同
心坝”。省妇儿基金会募集近1亿元资金，围绕
全省51个贫困县，推出妇女、儿童帮扶项目
30多个，大批贫困母亲、农村留守儿童等得
到救助。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参与精准扶贫的
“三社”力量达4523家，结对帮扶13041户贫
困户。

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产业扶
贫来势喜人

“我今年种了4亩罗汉果，每亩结果9000
多个，收入1.8万多元，在合作社打一天工，赚
150元。照这样下去，我家不但能按时脱贫，
还能确保致富。”11月26日，新邵县潭溪镇光
明村60多岁贫困户周荣志开心地告诉记者，
湖南檀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当地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 扶贫模式， 种植中药
材，实行产、销一条龙服务，带来了贫困户生
活大变化。

檀瑞农科公司是湖南省富硒生物产业
协会的会员单位， 富硒协会是我省一家涵
盖产、学、研、销全产业链的社会组织，致力
于提供优质高效的富硒农产品、食品。在精
准扶贫实践中，富硒协会坚持党建引领，提
高政治站位，把协会党支部建在产业链，把
党员、技术骨干聚在产业链，让农民富在产
业链。

近年来， 檀瑞农科公司把原本并不盛
产我省的中药材鸡血藤、 罗汉果引种到新
邵县潭溪镇，大获成功。富硒协会党支部在
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 及时引导檀瑞等公
司，将新邵作为富硒中药材基地，把种植药
材与脱贫攻坚、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供给侧
改革结合起来。

檀瑞公司在潭溪镇光明、礼坪等4个村承
接委托帮扶贫困人口3001人，数量占到全镇
近一半，公司党员、技术骨干以脱贫一线为党
课课堂，为农户提供种苗、传授技术、实行保
底价收购，今年已种植罗汉果1400亩，天麻

310亩，鸡血藤1165亩，产销两旺。
省富硒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杨俊高兴

地对记者说，通过用心用情做精准扶贫，富硒
功能农业企业今年从过去的128个增加到
312个，实现了“100万亩富硒基地，产值20亿
元，带动200个村发展产业，让300万人受益”
的目标。

如今， 全省有不少像富硒协会这样的社
会组织，活跃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在为贫困户
创富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良性发展。

汇聚更多社会爱心， 放大结
对帮扶效应

除了在产业扶贫上大显身手，“三社”力
量还对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大病患者、
失能半失能老人、残疾人、孤儿、失学青少年
等困难对象进行帮扶， 一年内至少走访2次、
对每户帮扶物资2000元以上，汇聚起温暖的
正能量。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致力于“壹加
壹育人”公益项目，主要资助我省北部、西部、
南部贫困县家境特别贫困的优秀学生， 他们
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加入，放大帮扶解困成效，
先后有234名爱心人士参与“壹加壹”结对，
至今累计助学金支出270多万元。

怀化市志愿者协会聚合5000余名注册
志愿者、3000多公益小天使的力量， 帮助
1400多名贫困学生，还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合作成立微爱基金， 取得面向全国公募的
资质， 通过腾讯公益发布各种公益筹款项目
20个，募集善款300余万元。

株洲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茶
陵义工联合会，运用“社工+义工”服务模
式，以社工带动志愿者（义工）共同开展扶
贫工作，定期上门探访贫困老人，进行清洁
卫生、陪同就医、信息咨询、心理慰藉、情感
支持等活动。

“社工+义工”，促进了茶陵志愿者组织
的强大， 同时因为在对外资源链接和扶贫人
员名单筛选上做到了公开公正， 反过来增进
了大同社工中心管理规范、公开透明。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毛丹 巢进文

� � � �名片：
� � � �廖小庆，女，1990年生，澧县人，2016年6
月来到湖南商学院国教院担任辅导员。2016
年8月至今， 她在邵阳市新邵县潭溪镇兴东
村驻村扶贫。

� � � �故事：
� � � � 11月17日， 廖小庆从兴东村返回长沙
过周末， 一个小小的身影快速地跑过来，拉
住她大喊：“干妈！干妈！你是不是又要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吗？”

拉住廖小庆的小女孩叫刘佳，是她认的
“干女儿”，还在读幼儿园。刘佳的妈妈常年
在外务工，家境不好，她穿的衣服都是奶奶
捡来的，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廖小庆经常给
她洗头洗澡。冬天来了，廖小庆担心她冻着，
还特意在长沙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送给她。
看着孩子欣喜的笑容，廖小庆心里也觉得暖
暖的。

新邵县兴东村位于大山深处， 土地贫
瘠，交通不便。据统计，兴东村共有留守儿童
55人，其中无妈孩子占一半的比例，他们的
母亲有的病逝，有的出走。

“虽然我刚结婚还没当妈妈。 但是
这些孩子的遭遇 ，让我很心疼 ，很想给

他们一些像妈妈那样的关爱 。” 廖小庆
说， 扶贫工作之余， 她就去孩子们家里
走访，每个孩子家里她都轻车熟路，“他
们家境如何， 生活怎样， 我心里都有本
账。”

今年10岁的杨贵秀，母亲早年病逝，家
中只有父亲。 杨贵秀头发里长了好多虱子，
还有一股难闻的味，因为这样小朋友都不跟
她一起玩。

廖小庆带她买新衣服，带她去理发，教
她讲卫生， 还让其他小朋友不要排斥她。
现在的杨贵秀不仅干净漂亮了， 也开朗活
泼了。“她说我像她的妈妈， 整天跟着我，
即使我回长沙两天， 她都要发信息给我。”
廖小庆说。

除了照顾生活起居，廖小庆还帮孩子们
解开“心结”。一对五年级的姐妹，爸爸去世，
妈妈改嫁。因为爸爸的抚恤金，婆媳反目，奶
奶不准妈妈登门，妈妈去学校探望，两姐妹
也不见。廖小庆反复劝说，两姐妹终于明白
“妈妈不是故意要抛下她们的”，母女关系逐
渐改善。

“人一定要有志向。”工作之余，廖小庆
带着孩子们在村里的图书阅览室看书、讲故
事、做游戏，激励孩子们“敢于追求梦想，走
出山村，看更大的世界”。

因为廖小庆很爱孩子们，村民们都看在
眼里，也很支持扶贫队的工作。一年多过去，
村里的路通了，蔬菜水果有销路了，孩子们
也纷纷用上了新书包穿上了新衣服，村风更
加和谐，生活更加融洽。

廖小庆和丈夫拿了结婚证就来驻村
扶贫。“老公开玩笑说结了个‘假婚’，有时
候我们好几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 难得
回到长沙的家里， 廖小庆反而觉得不习
惯，她说，“这里晚上太吵，没有村里安静，
睡不着。”

18日晚上，在长沙的家里，廖小庆又接
到婆婆“催生”的电话，老人家急着抱孙子，
廖小庆说：“还是等我的驻村扶贫工作结束
了再说吧，以后我可以领着孩子回去看看美
丽的兴东村，自豪地告诉孩子，妈妈也出了
一份力。”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众人拾柴火焰高
———全省“三社”力量助推精准扶贫纪实 廖小庆：留守儿童的“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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