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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之十二
美丽乡村走前列 产业致富奔小康

导语

在五华县长布镇
青岗村，市、县人大代
表、村支部书记、主任
张玉华用近10年的辛
勤努力，改善了青岗
村的人居环境，以产
业带动了贫困户脱
贫，以党建+协会的形
式种植果合柿和有机
茶叶，带动青岗村村
民实现年人均纯收入
13000 元，实现 58 户
贫困户在家门口走上
致富路。

党建党建++协会协会 鼓励村民栽果种茶鼓励村民栽果种茶

市、县人大代表 长布镇青岗村村委主任、书记

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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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岗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
始种植果合柿，但苦于技术不足
与规模受限，所以一直都是零散
的种植模式。转机发生在 2011
年张玉华担任村主任开始，一直
苦于思索如何带动村民致富的
他，发现大田柿花虽然价格高，但
因产量问题，在市场上卖得并不
多，而且零散的种植模式，导致质
量有好有差。经过与“两委”班子
和当地果合柿种植户张军权反复
商量后，决定以党建为引领，成立
五华县大田柿花协会。以党建+
协会模式，聘请村里有劳动能力
的农户和贫困户到基地大力种植
果合柿加工成大田柿花，以产业
带动贫困户脱贫。

如何能加大产量并使更多
的农户、贫困户参与进来呢？张

玉华经过反复商量后决定加大
种植面积，以柿花协会的名义带
动本村和邻近 5 个村种植果合
柿，从以前的 300 多亩扩大种植
到 1500亩，为使肥沃的土地不被
浪费，挖掘发展“林下经济”在果
合柿树下种植大田特有的梅占
茶 1200 亩，梅占茶一年能采摘
3-5 次，在保障工人和贫困户长
期有活干的情况下不仅增加了
收入，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

在加大种植面积的同时，张
玉华积极组织村民参加技术培
训，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植果
合柿。柿子在养分充分积累后
选择在大好晴天进行采摘，摘下
来后去皮，然后将去皮后的柿子
置放在筛子上暴晒三五天，然后

逐个揉搓成浑酱状，接着日晒夜
露直至水分基本蒸发，表层自然
渐出白色粉状（俗称柿霜）便成
了色泽橙红、、肉厚质软、有蜂蜜
味的柿花了，成品完成后协会进
行回收。为解决阴雨天气会影
响柿花的质量，协会还投资购进
设备，建设了柿花制作厂房，有
效解决了阴雨天气柿花的烘干
问题。协会还对村民是果合柿
以每斤 6-8元不等的价格进行回
收，经过技术指导后的果合柿一
棵树 3 至 5 年后能收成 100 斤左
右，一棵树就能为村民带来 500-
600元的收入。协会为村民提供
集技术指导、就业、回收、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模式，村民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钱袋子越来越鼓，
都无不感激张玉华的付出。

整治整治++宣传宣传 以身作则带动乡村振兴以身作则带动乡村振兴
青岗村早在 2011 年张玉华

担任村主任开始，就已经走在前
开始了人居环境整治，重视文化
场所建设、公共文体、卫生设施
方面不断加大整治和投入。近
年来，结合县委、党委的工作要
求结合村事迹推进人居环境宣
传，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大力宣传乡
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形
成浓厚的宣传氛围。为营造人
人参与人人维护的良好习惯，张
玉华每周五组织村“两委”和党

员积极开展大扫除，做好示范带
头作用，发挥积极性广泛带动群
众加入到人居环境整治中去。
并聘请 4名专职保洁员每天在辖
区进行清理，对青岗村村民的生
活垃圾进行日产日清，大大保障
了村民的人居环境。

2017 年 开 始 进 行“ 三 清 三
拆”工作，共拆除了老屋 32座，猪
舍、牛栏 50 座，清拆出 10000 多
平方在乡贤和政府的支持下兴
建了村文化广场、长廊、篮球场、
公共厕所、村图书室等。如今的

青岗村，纵横交错的水泥村道，
新颖别致的路灯，清澈见底的溪
水，还有功能齐全的文化广场
等，俨然构成了一幅新农村建设
的崭新画卷。

在张玉华的辛勤耕耘下，青
岗村 2014年被评为“广东名村”，
2016年被评为“广东省卫生村”，
2017年被评为“五华县文明村”，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改革开放
40周年的“百村探索”中，青岗村
赫然在列，入选广东改革开放示
范百村。

奖学助教 圆梦前行
导语 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县各镇、村、企业积极

开展奖教助学活动，有效地在全社会形成“学生
努力读书、教师努力教书、家长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进一
步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坚定广大学子立志成才的
信念，推动教育振兴发展。

张玉华说，代表就是以
“人民代表为人民”，2011年
开始担任县人大代表，2017
年开始担任市人大代表，担
任代表已有10个多年头，作
为代表他始终履行着一位代
表应有的职责，时刻关注着
群众的需求，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也在不停的思索
着，如何才能使乡村发展越
来越美丽，道路出行越来越
顺畅。近年来，长布镇经济
飞速发展，商贸活跃，加上旅
游景点，庞大的车流、人流使
道路基础设施损坏加大，主
要街道严重破损，严重影响
群众的出行和生活。群众反

映的热点就是张玉华作为人
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在前年
两会上，张玉华就提交了关
于重点做好道路维修硬化的
建议。提出了讲省道238线
大田至嶂下道路升级改造、
大田至长布新圩路段改造、
新圩十字路口红绿灯设置的
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上
级的支持并已经落实，得到
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在今年
县两会中张玉华提交了关于
请求设立长布镇高速路口的
建议，建议落实后将大大方
便长布镇群众的出行。

张玉华说，接下来他将
通过人大组织代表参观学

习，学习好的经验，结合村实
际情况和村民的意愿带领两
委干部共同努力，把青岗村
建设得更加美好。

学习学习++担当担当 认真履行人大职责认真履行人大职责

本报讯 9月1日，是新学期开
学第一天，为全力打好“除隐患、防
事故、保安全”交通安全整治攻坚
战，五华县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辅警
深入到辖区各中小学学校周边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加强学校
门口的疏导引流，缓解学校周边道
路交通压力。

此外，宣传民警走进课堂为学
生们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通过
播放交通安全课件、视频等宣传形
式，结合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
地讲述步行、骑自行车等一系列交

通安全知识，让广大学生牢牢记住
乘坐公交车上下学注意事项、过马
路注意事项等出行需知。同时教
育学生们要自觉抵制随意横穿公
路、乘车不系安全带等不文明交通
行为，增强学生们自我保护意识和
交通安全意识，减少校园及周边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避免涉生交
通安全事故发生。并向他们发放了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资料，切实增强
广大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
护、自救能力。

（县交警大队） 本报讯 近日，由团省委、省文明办、省
民政厅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0年“益苗计
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持行动暨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广州市团校圆满结束。
本次大赛共吸引了935个公益志愿项目申报
参评项目大赛，其中225个志愿服务项目进
入复审环节，经过初审、复审、路演答辩等环
节的激烈角逐，我县志愿者联合会的“山乡天
使”——关爱五华边远山区留守老人志愿服
务项目获评“省级示范项目”荣誉称号，为
全省16个获此殊荣的志愿服务项目之一，
并将获得3万元的项目资金扶持。

“山乡天使”志愿服务项目是由我县志
愿者联合会会同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
妇幼保健院、县明鑫医院医务人员组成医
疗志愿服务队伍，主要针对我县贫困山区

村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开展的志愿服务活
动。本项目重点突出了“技术下乡、药品下
乡、知识下乡”的特点，并采用“线上+线
下”方式开展活动，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等
媒体平台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活动，线下每
月组织开展“义诊+普及知识”志愿活动，
让边远山区群众享受县级医疗服务。

自2012年12月至今，该志愿服务队已
走遍县 414个村庄，惠及百姓 5万人次以
上，送了价值 50万的药物及 1万册健康教
育宣传丛书和 2万份宣传手册，参与志愿
者人数2000多人，让留守村民特别是老人
掌握了常见病防治的健康知识与急救知
识，逐渐树立“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的
健康观念，促进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丁文茂 周 裕）

我县“山乡天使”志愿服务项目
荣获“省级示范项目”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活动于9月5日至12日在我县足球小镇
举行，全省 23 个代表队运动员等共约
900多人参加本次活动。

该活动首次由我县承办，今年以来，

足球小镇已经举办多场次的大型赛事，
包括华南地区最大型的青少年足球赛事
——2020传承杯“小甲A”足球挑战赛，
以及梅州市足球锦标赛、五华乡镇和县
直机关足球赛、五华校园足球四级联赛、
县长杯等。 （五华新闻）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于9月5日至12日在我县足球小镇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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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传 奖教奖学

水寨镇澄湖村
8月 29日，水寨镇澄湖村举行了

2020年度奖教奖学表彰大会，对 21名
考取优异成绩的优秀学子进行了表彰
奖励。

据了解，一直以来，澄湖村高度重
视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育，从 2015
年开始延续至今，坚持开展奖教、奖学
活动，对促进村内学风建设和育人方
面发挥着重要导向作用。此次表彰各
乡贤积极响应、慷慨捐资，共筹集
95100元。今年澄湖村的学子勤学奋
进，在学业上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在
21名获表彰的学子中，考取第一批本
科院校的优秀学子3人，第二批本科院
校 16人，小学升初中成绩优异学子 1

人，五华县中考状元1人。

河东镇平西村
8 月 30 日，河东镇平西村举行

2020年度奖学金颁奖典礼，会上共发
放奖助学金 2万元，对该村在高考、中
考、小学升初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32名
学生予以表彰和奖励。

据悉，平西村奖学基金会设立于
2013年，在村“两委”的重视关心下，得
到平西村外出乡贤积极响应支持，从
2013年开始以来，已连续坚持八年共
奖励品学兼优学生260多人，奖励资金
80多万元，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该村
先后在2015年出现了五华理科状元杨
文聪，2018年出现了博士生杨静婷，今
年出现了广州医科大学博士生杨晴。

河东镇太和村
8 月 29 日，河东镇太和村委会、

太和基金会开展“奖教奖学”活动。
此次奖教奖学活动对于小升初、初升
高、高升大、本升研的学子以及优秀
教师给予奖励。今年，基金会共对杨
春燕等 13名教师和李宏基等 30名学
子进行奖教奖学，共计颁发奖金五万
多元。

太和村委会、太和基金会为激励
太和村广大学子努力考学，今年已是
梁旭第四年举办奖教奖学活动，自
2017年开展以来，已有一百多位学子
及教师获得奖励，总计50多万元。

棉洋镇罗福城
8月 29日，棉洋镇罗福城举行了

2020年度奖教奖学颁奖典礼，表彰了
2020年为罗福城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
优秀教师，以及在研考、高考、中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基金会成立
以来举行的第一次颁奖典礼，对 41名
优秀学生和 27名教师累计发放了 20
万奖金，最高奖励2万元。通过这种奖
教和奖学的方式，把优秀的老师留在
家乡，鼓励学生奋发图强。

棉洋刘氏教育基金
近日，棉洋刘氏教育基金会开展

2020 年度励志奖学颁奖大会，对 100

名刘氏优秀学子进行表彰奖学，共计
颁发奖金27万余元。

棉洋刘氏教育基金会于 2015 年
成立，以励志奖学为机制，对于在升
中考录取了市、县重点高中的学子和
高考达到本科线的学子给予表彰奖
励。今年，基金会共对 16 名升中考
优秀学子和 84名考取本科线以上的
学子进行表彰奖学，共奖励 27 万余
元奖学金。其中刘志堂考取了华南
理工大学，基金会给予 1万元的表彰
奖励。

敏捷集团
日前，敏捷集团走村串户开展一

场别具意义的“一对一”结对帮扶贫困
学子的家庭探访活动。敏捷集团慰问
组先后前往华城、潭下、河东、双华等
乡镇，走进贫困学子家中，将助学金送
到他们的手中，关切了解孩子的生活
学习情况，鼓励孩子奋发向上，用知识
改变命运，培养兴趣爱好，提高综合素
养，全面发展。

据介绍，“陌上阳光”计划由广东
省敏捷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主要通
过与贫困家庭学生建立亲情式的结对
帮扶关系，为山区贫困学子提供助
（奖）学、结对帮扶等措施，助力贫困学
子圆梦，截止目前，成功结对帮扶由首
批48名五华贫困学子增至50名，助学
金金额累计达到19.6万元。

（综合五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