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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管局对口帮扶五华县龙村镇南口村

瞄准“造血”产业帮扶
打造一支永不撤离的工作队

系列报道之六
巫飞玲: 从下岗女工到爱心企业家的华丽蝶变

——记五华县政协委员、市女企业家协会五华分会会长巫飞玲

●信息来源/五华县政协文史委
●图文/本报记者 丁文茂 陈利燕

导语 “自古英雄多磨
难，纨绔子弟无伟男。”对男人
如此，对女人更是如此。巫飞
玲曾经是一名普通的下岗女
工，她知难而上，逆风飞扬，秉
承客家女性特有的勤劳、智慧
和坚韧，奋发进取，获得了创
业的巨大成功。作为政协委
员，她对政协委员的荣誉与责
任有独到的见解,让我们来充
分领略一个现代客家女性的
动人风采……

●下岗立志 艰苦创业

巫飞玲的档案上，记录着她担任的
职务：梅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女企

业家协会五华分会会长、五华县笫十届
政协委员、陶然商行总经理、陶然居酒店
总经理、C＋车汽车服务中心经理。

从巫飞玲身上担任的职务就可以看
出她是个不平凡的人。但从与巫飞玲的
交流中她自始至终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个
平凡的女性，她说自己曾也是位平凡的
下岗女工，也曾经经历了下岗失业的痛
苦和徬徨。

巫飞玲出生在云南昆明，父亲巫捷
资是云南昆明军区某高炮团干部，那时
母亲跟随父亲在军人服务社工作。1984
年起，中学毕业后的巫飞玲先后被安排
到五华汽车配件厂、手表厂工作，在手表
厂当工人的巫飞玲在工作中勤奋刻苦，
吃苦耐劳，刻苦钻研机械知识，虚心向老
师傅求教，掌握了一手精湛的技术工艺，
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1996年，巫飞玲夫妻俩所在的工厂
实行了转制改革，一夜之间夫妻俩双双
成了下岗失业工人。下岗失业后的巫
飞玲内心虽然有过无比的徬徨、失落和
迷茫。她在最失落迷茫的时候想起了
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巫
飞玲回味起这句话，才真正体会到了话
语的深意，终于明白现在自己失业了，
但不能失志。

理顺思想后的巫飞玲便思考选择干
什么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她看到县城
有十多万人口，人要活下来首先得解决
衣食住的问题，而丈夫张志雄是市商业
学校烹饪专业毕业的，曾在县华侨旅社
当主厨，有一手精湛的厨艺。于是巫飞
玲夫妻俩马上分头行动起来，找地方、置
餐具，很快他们便在县公安局对面找了
间店面租了下来，丈夫掌厨妻子帮工的
陶然小食店便开张了。夫妻俩一有时间

便认真钻研学习厨艺，努力提高烹饪技
巧，功夫不负心人，在他们的苦心经营
下，陶然小食终于因它特有的风味、热情
周到的服务、厚道诚实的价格得到了社
会的认可。1999年10月，巫飞玲与丈夫
在毗邻县政府广场的沿江中路、楼高七
层、装修豪华的陶然居正式开张迎宾。
2003年，巫飞玲又投资在深圳宝安设立
了陶然居分店。头脑敏锐、善于审时度
势捕捉市场先机的巫飞玲看到社会快速
发展，城乡居民拥有汽车迅速普及，汽车
服务业前景广阔，她又一次大胆投入
100多万元在县城设立C＋车汽车美容
联锁店C＋车汽车服务中心。

从一位下岗失业女工成为创业的
成功女性，巫飞玲说：“从下岗女工到
创业成功过程经历的坎坷和艰难，使
我深刻地认识到：第一，人一定要自
信。第二，人一定要吃苦。第三，人一

定要善于学习。

●热心公益 反哺社会

“作为企业家应该以其创造的财富
回报于社会。回报越多，得到的社会信
任和肯定就越多。”“由于我的存在，使更
多的人生活得更好，使更多人的人生更
完美。”这是巫飞玲在采访中多次提及的
话题，也是她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

从很早开始，巫飞玲就不间断地为
家乡公益事业建设和扶贫济困等不遗途
力地捐钱出力，为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
的处于困境中的人燃点起希望之光。

今年七月，五华县水寨镇大岭村万
春枚家，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县妇联
干部和巫飞玲等爱心人士。原来，万春
枚在前不久的一场车祸，至今昏迷不醒
未脱离危险，仍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

后续还需要 ICU监护治疗，目前已经欠
医疗费 9 万多元，她家也因此陷入困
境。万春枚的老公是个聋哑人，而且是
无业农民，大女儿刚刚毕业还没有正式
工作，上有 70多岁的婆婆，下有小女儿
还在读高中，家里平时就依靠政府帮扶
和靠她在工厂里打工勉强维持家庭。
如今遭遇如此意外，巨额医疗费用犹如
沉重的大山压得万春枚一家喘不过气，
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
霜。巫飞玲得知此事后，立即与县妇联
的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和慰问金一起
来到了万春枚的家中进行慰问，转达了
社会广大爱心人士的关心，并积极呼吁
社会各界能够伸出援手，帮助万春枚家
庭挺过这一难关。

一直以来，巫飞玲作为市女企业家
协会五华分会的负责人，十分关注社会
困难群体，从十多年前资助郭田镇坪上

村自强不息小女孩黄国红读书，帮扶双
华镇军营村脑血管肿瘤小女孩张彩英战
胜病魔，回归校园;到现在，积极向政府
相关部门反映农村乞讨人员强化管理的
建议，无不体现着巫飞玲的热心公益，回
馈社会，关注民生的孜孜情怀。

对政协委员的头衔，巫飞玲不仅把
她当成是社会给予自己崇高的荣誉，而
更多的是责任。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受疫情影响，巫飞玲的酒楼及各
门店也不得不暂时关门歇业，面对因疫
情影响带来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巫飞玲
依然坚持以履行政协责任为己任，不但
第一时间带头捐物资到相关部门，还天
天用微信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普及疫情防
控知识。巫飞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
政协委员的担当，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报记者 丁文茂 陈利燕

根据省、市、区关于脱

贫攻坚行动统一部署，广州

市番禺区市场监管局于

2016年5月对口帮扶五华县

龙村镇南口村。南口村共有

416户、2656人，其中贫困户

59户、260人。在龙村镇人

民政府的指导及该局结对帮

扶努力下，2019年 11月南

口村全体贫困户和贫困村顺

利通过上级验收，正式脱贫

摘帽，脱贫率 100%。截至

2019年底，南口村人均年收

入达1.23万元，村集体收入

10.4 万元/年，较 2015 年帮

扶前2300元/年增长45倍。

党建引领促扶贫
决策项目谋发展

党建引领扶贫贯穿帮扶工作始
终。番禺区市场监管局驻村工作队坚
持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帮扶责
任。四年弹指一挥间，南口村已是旧
貌换新颜。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卢鼎同志和
党组成员先后 28次带队入村开展扶
贫调研工作，中层干部与贫困户开展

“一对一”结对帮扶。驻村工作队组
长、南口村委第一书记苏嘉威扑下身
子，扎根驻村扶贫第一线，同时，局领
导特别重视掌握驻村工作进展动态，
坚持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谈心谈话。
驻村工作队在局党组指导下认真抓
好村党支部班子建设，完善“三会一
课”制度，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落实村
书记遍访贫困户、村干部包片、党员
结对联系贫困户等制度。驻村工作
队召开南口村扶贫工作会议 49次，形

成工作周报 61份。同时，该局持续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每年认真开展“630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

县教育局专门派出干部温展翻担
任南口村党建指导员，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发扬熟悉民情优势、尽心尽
职协助驻村工作队和村委在扶贫项目
敲定、项目推进、发挥资金效能，大力
推动扶贫政策和帮扶项目落实落地。
同时积极争取教育部门的资金支持，
在村教育发展、疫情防控、七一慰问等
方面助南口村脱贫攻坚一臂之力。

因地制宜谋发展
“造血”产业显亮点

脱贫攻坚千头万绪，各村情况千
差万别。番禺区市场监督局驻村工作
队结合南口村实际，因地制宜，注意做
好村级产业布局，突出造血产业帮扶，
着眼中长期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主
打两个产业帮扶项目，一是与上市公
司广东温氏养猪集团合作，驻村工作
队和南口村委共同筹资 230万元，以
村集体占股82%入股五华县庚旺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生猪养殖基地。
公司实行以不考虑市场因素前提下，
给与南口村每头猪纯收入 200-400元
的经济保障。至今年上半年，第一期
猪舍基本建设完毕，第二期猪舍已完
成主体建设。预计该项目下半年开始
投产。基地养殖规模是年出栏 4000
头生猪，预计能给贫困户和村集体带
来50万元/年的收入。

二是与广州南粤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合作，引进南药牛大力种
植，建设牛大力种植基地。该项目属
于循环经济，且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至目前，南口村通过集约土地，在该
村撂荒田、矮山坡共计 35 亩，投入
112.1万元，种植南药牛大力品种近 6
万株，种植基地初具规模。驻村工作
队采取与广东思明药业公司签订包
收购协议，以包收购、预付款的形式，
保障村委会有收入源源不断。2019
年，村委会已收入 7 万元，到 2020 年
可增加到 15万元。确保该村产业项
目既兼顾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又结

合种植和养殖项目的有机搭配，既能
抵御市场风险实现稳定增收，又能带
动贫困人员在家就近就地就业。

此外，驻村工作队还投入41.88万
元建设了 50.4kw光伏发电项目，投入
25 万元支持寿康合作社用于茶园建
设，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形式，
每年固定收取2万利息。

今年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
复工复产和就业方面等困难，驻村工
作队多方协调，尽责作为，吸引了“环
艺电子”企业入村设厂投产，并做好
为企业申请场租补贴、说服屋主配合
进场装修等后勤保障工作。仅仅用
时 14天，企业已顺利落户南口村，解
决了该村近 60名富余劳动力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有效防止群众因受疫情
影响返贫致贫。

同时，该局不遗余力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例如投入 63.89万元新建南口村
党群服务中心；投入50.18万元开展村
组道路硬底化建设 5条 1000余米；投
入 18.6万元新建主干道路灯；投入 9.9
万元新建文化广场；投入 5.11万元进
行清理河道、购买垃圾桶和建设公共
厕所，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倡导乡风文明
翻开乡村治理新篇章

随着产业扶贫项目持续增效，南
口村集体分红收益逐年增加，为乡村
治理提供物质保障。驻村工作队起草
了《南口村村规民约》，指导村两委进
一步做好乡村治理工作，实现“脱贫成
果，人人共享”。今年起，南口村利用
产业项目分红的造血资金免除原来由
村民分摊的公共道路路灯电费，为南
口小学优秀师生颁发奖教奖学金。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收官
之年。下半年，该局将继续认真贯彻
番禺区《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的要求，
努力践行初心使命，全面落实帮扶责
任，指导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为南口
村开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打下坚实基
础，留下一支永不撤走的扶贫工作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