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16日 星期六 值班编委：张小卫 责编：黄悦平 编辑：巫寅婷 校对：麦琳

A6

他山之石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举措，也是农村
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新年开春，南雄市南亩镇
认真贯彻该市开春动员大会精神，大力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以“一镇一业”为抓手，推动茶叶产业
做大做强，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据了解，南亩镇有着种植茶叶的悠久历史。
2016 年，南亩镇通过走访、政企交流、村民座谈，
结合南亩本镇实际情况，引进南雄市山与山间生
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规划“一镇一业”
农村产业发展，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村集体和贫困户双增收，引领贫困家庭脱贫致
富。

“我自家种植了两亩茶叶，经济收入不错”。
贫困户殷文财说。在南亩镇，有很多像殷文财这
样的贫困户，种植了几亩茶叶，像他们这种分散
种植的茶农，可以自己采摘茶青后，通过合作社
按保底统一收购的形式，销往山与山间生态公司
加工成成品。茶叶成品，茶农可以自己去销售，
也可以贴上公司的品牌去销售，最终形成“种植、
产出、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

目前，南亩镇茶园茶叶种植规模达 3000 亩，
茶园施肥、修剪、采摘、除草、采摘等工作繁忙琐
碎，用人的需求量十分大，也带动了附近的贫困
户、村民前来就业，收入可观。以前的茶叶是只
做一季茶，现在发展做四季茶，产值也增加了几
倍，茶叶的消费市场，主要以南雄本地中高端和
珠三角为主。

下一步，南亩镇打算将茶叶成品在线上线下
结合进行营销，同时大力推动茶产业和旅游结
合，打造新型茶旅项目，真正实现以“茶”为媒的
产业资源转型，进而转化成“扶贫富民”的新动
力。 特约记者 蔡仁银

本报讯 近日，始兴县 2019 年首个投产项目
——韶关市骏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在东湖坪工
业园区投产。

据了解，骏东项目是东莞市骏东链接器有限
公司从东莞企石镇转移到始兴投资兴办的项目，
由该县外出乡贤冯传东先生投资开办。该公司
主要生产经营连接器、插接件、网管编织等产品，
总投资为 3500 万元，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可达 3000 万元。

一直以来，始兴都非常重视发挥始兴外出乡
贤的作用，加强与乡贤的沟通联系，以“真情”增

“乡情”，推动外出乡贤回乡创业，投身家乡的经
济建设，为始兴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骏东项目的建成投产是始兴县大力开展招
商引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的典范，也是该县外
出乡贤回乡创业、支持家乡发展的典型。越来越
多的乡贤发挥在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
优势，热心参与家乡的建设，积极宣传家乡、推介
家乡，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多牵线搭桥，提供
更多的信息、项目和资金，助力始兴加快融入珠
三角，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

特约记者 吴婷 通讯员 单君

本报讯 近日，马坝镇新饶屋村的村民奔走
相告：我们村有健身广场啦！他们劳动之余就在
广场活动，十分开心。

新饶屋是一个只有 18 户、80 多人的老区小
村，战争年代曾为革命作了很大贡献。在党的改
革开放和乡村振兴政策的阳光沐浴下，基础设
施、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村民渴望能在村门口的大坪上建一个小型健身
广场，丰富文化体育活动。经集资，地面铺好了，
但还缺买体育运动器材的经费。

曲江区老促会收到该村的诉求报告后，刘灶
金会长十分重视和关心，急老区群众之所急，多
次出面与区体育局领导沟通，希望得到支持。前
段，区体育局将一套价值近 2 万元的室外健身器
材无偿赠运到新饶屋村，村民很快安装好并投入
了使用。

新饶屋村的干部群众高兴地说：“区老促会
又为老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我们对新农
村建设更有信心了。” 李向晖

本报讯 日前，新丰县总工会有关领导走访
慰问贫困大学生小黄，将工会组织的关怀、温暖
和新春的祝福送给贫困大学生。

小黄是大二学生，母亲是下岗工人，属于单
亲家庭，兄妹俩全靠母亲打散工维持生活，家庭
生活非常困难。得知这一情况并核实后，新丰县
总工会迅速将小黄的母亲许某纳入帮扶对象，并
连续两年资助小黄读大学。

前不久，为感谢工会的资助，小黄特意给新
丰县总工会写了一封感恩信。信中称：“工会的
资助金就像久旱逢甘露、严冬回暖。感谢新丰县
总工会的帮助，让我不用频繁做各种兼职。”

在小黄的家里，县总工会有关领导勉励小黄
要珍惜学习机会，将来以实际行动感恩社会。要
求工会干部要力所能及为下岗工人许某和贫困
大学生小黄排忧解难，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城
市困难职工排查力度，让更多的下岗工人感受工
会组织“娘家人”的温暖，让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
生及时得到帮扶，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
满足感和幸福感。 李治文

在日前梅州兴宁市举办的首届农特产品展
销暨农电商交流贸易会上，兴福豪猪养殖场展出
的豪猪肉以每斤 68 元的价格被抢购一空。

带“刺”经济效益高

近日，笔者来到兴宁福兴梅子村的兴福豪猪
养殖场。只见这里山林葱郁，周边种有蔬菜、百
香果、茶树、柚树等，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走进
养殖场，一排排干净、整齐的猪舍映入眼帘。每
个猪舍大约圈养有三只身上披满黑白相间的棘
刺、形似“大刺猬”的豪猪。

笔者好奇想“撩撩”它们，这些小家伙身上的
尖刺立即竖起来发出齐唰唰的响铃声，嘴里还发
出“噗噗”的叫声，煞是可爱。奇怪的是，这么多
豪猪，却没有“猪味”扑鼻而来。老板赖妙灵说，
豪猪是杂食性动物，五谷杂粮、多种植物的根茎、
瓜果蔬菜都是它们的美味。豪猪食量小，每天食
量 300 克左右，排泄少，排泄物通过三级防污化
粪池处理后可作为蔬菜水果的肥料，豪猪养殖是
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产业。

接着，赖妙灵还向笔者介绍他在实践中精心
研制的预混料，豪猪饲养中拌以预混料对均衡豪
猪营养及提升肉质，增强其免疫力，缩短养殖周
期，以及增加产崽率大有裨益。现正在申请这方
面的专利，已与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合作进
行批量生产，让更多的养殖户受益，提升这个带

“刺”经济的水平和效益。

绿色食材受热捧

豪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当笔者谈起豪
猪肉的味道时，赖妙灵接过话茬说：“豪猪肉高蛋
白、低脂肪、含有各种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无
论何种烹饪工艺，都可做出醇香可口、风味独特
的美味佳肴；豪猪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脑、脂
肪油、心、肝、胆、胃、刺均可入药；豪猪可谓全身

都是宝。”他拿出跟人合作生产的豪猪刺酒、豪猪
油及豪猪刺粉胶囊向笔者展示说：“我多以种猪
形式投放市场，上次展销，没想到 68 元一斤的豪
猪肉竟卖到脱销，而且好评如潮，这更坚定了我
进一步延长和扩展它的价值，致力于打造一个以

‘豪猪哥’为统一品牌的豪猪产业链。”接下来，他
准备开设豪猪肉门市、全豪猪肉体验餐厅，挖掘
一系列豪猪菜品，把这种绿色生态的健康食材推
向餐桌，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既营养又保健的
科学膳食需要。

线上线下拓展发展规模

赖妙灵原来在深圳开连锁超市。2015 年，一
次小孩患病需补充营养，便从网上买来几斤“素
有动物人参之美誉”的豪猪肉给孩子吃。不曾
想，小孩很快就康复了。看到这么好的肉食市场
上竟没有卖时，他毅然回乡转向有“钱景”的豪猪
养殖。他诚于请教动物养殖专家，勤于同行交
流，善于摸索总结，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优质豪
猪的养殖技术和方法。至今出售豪猪量有 5000
多头，现存栏 2000 多头，发展养殖户 50 多家，帮
助 20 多户农户脱贫。

去年，“兴福豪猪养殖”成为国家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梅州会场的特展企业，并在第五届“创
青春”广东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优秀项
目”称号。

赖妙灵说，养殖豪猪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
成本低、效益高的养殖致富项目。他准备以“公
司＋农户”及“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提供技术指
导和培训，大力发展豪猪养殖户，并对有养殖意
向的贫困户先免费提供种苗，帮扶栏舍建设，等
他们有收入时再按成本价结算，他希望成为豪猪
养殖的“领头雁”，
带领大家共同富
裕！ 王剑

本报讯 日前，乳源大布镇坪山村委坪埪村外嫁
女相约回娘家，共思乡情，同念亲恩。这是大布镇积
极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体现，也是
传承和弘扬敬老孝亲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

活动现场，近百名坪埪村外嫁的“妹子们”披
着红围巾，在四只狮头的引领下，众人整齐地从村
口列队往村里走，有的已年过六旬，有的牵着或背
着孩子，走在前面的敲着锣鼓，挑着金猪和果篮，
场面异常热闹和喜庆。在通往主会场的路段，铺
上了鲜红的地毯，让回娘家的“妹子们”也走了回
红毯，过了把名媛的瘾。

一名长者一曲客家山歌，引来众多外嫁女的围
观，歌声中饱含着对外嫁女的祝福和关心，也激发
了她们热爱家乡，助力家乡实现乡村振兴的共鸣，
赢得了她们阵阵掌声。本次活动还有精彩的舞
狮、跳广场舞等文艺表演，为村民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演出，让村民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通过本次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春节内容，
增进了外嫁女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
凝聚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乳宣 摄影报道

乳源大布镇坪埪村近百名
外嫁女相约回娘家

共思乡情
同念亲恩

活动现场。

梅州兴宁一高价猪肉受热捧

“豪猪哥”致力打造豪猪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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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亩 镇 茶 园 规 模 较

大。 赖长杰 摄

南亩镇开春茶叶种植忙。

赖长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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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购彩欢乐多 韶关阿婆刮出100万头奖
2 月 11 日，春节假期上班第一天，大

家都欢欢喜喜互道“新年好，开工大吉”，
韶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迎来了刮刮乐
100 万元头奖得主！幸运彩民刘阿婆在
家人的陪同下，拿出一张“福彩 30 周年纪
念”刮刮乐彩票，经韶关市福彩中心工作
人员验票，确认该张刮刮乐中得头奖奖金
100万元。

逛商场把100万抱回家

据了解，2 月 9 日正是大年初五，刘阿
婆一家子趁着好天气，开开心心一起去逛
风度名城，逛完出来，刚好看到市福彩中

心在大门口摆的“刮刮乐”春节小卖场好
不热闹，时不时听到有人高兴地喊道“你
看，我又刮中了 10 块钱”。刘阿婆看到这
么热闹，一时兴起吆喝家人们过去看看。
她先是观望了一下看看其他人怎么玩，看
到大家都刮得这么开心，她终于忍不住出
手了，掏出20块钱从销售员手里随便挑了
张“福彩30周年纪念”刮刮乐票，用刮片把
号码一个个刮开来，由于年纪大了眼睛不

好使，刮完以后刘阿婆便把票拿给销售员
帮忙看看中奖没。当销售员看到第二行第
一个特别的数字“30”后，惊呆了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原来幸运的刘阿婆刮中了“福
彩30周年纪念”刮刮乐票头奖100万元。

一家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销售员高兴地告诉刘阿婆以及她的
家人们，他们中大奖了，奖金有 100 万，

刘阿婆和家人们一时愣住了还没反应过
来，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拿着彩票再认认
真真核对了一遍，确定真的是中奖了，一
家人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由于春节假期
彩票休市，销售员及时告知刘阿婆及家
人们要等年初七上班以后才能办理兑
奖，并嘱咐阿婆一定要保管好彩票原件，
到时候记得带上身份证到市福彩中心办
理兑奖手续。

这不，大年初七一上班，刘阿婆就在
家人陪同下来兑奖了，说起这次中奖刘阿
婆高兴地说道：“这是上天送给我的新春
大礼，我太高兴了，今年的运气一定旺”。
当问及奖金如何使用时，刘阿婆说：“年纪
大了，我想把其中一部分用于改善现在的
生活，把生活过得更丰富多彩，另一部分
存起来当作养老金”。最后，刘阿婆还说
道，“之前身边好多朋友都说骗人的，没承
想第一次买彩竟然就让我中了个大奖，以
后我可以拍着胸脯跟他们说，福利彩票是
真的，我还会买！”

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