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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贫困户“阳光”脱贫
——淅川县新兴绿色产业扶贫调查

今年的麦收就要到了，去年的陈麦也
该卖了。前不久，老家一位大爷就准备将
自己去年的小麦卖掉。

大爷不识字，找来一个退休教师帮他。
粮贩用自己的天平秤称50公斤小麦，重量
与教师用自己的天平秤称得的数一样。大
爷就放心地让粮贩称了。

小麦快过完秤时，大爷感到重量不对，
就让邻居找来一台大一点的天平秤再校对
一下粮贩的天平秤。结果，让大爷气得想
抽粮贩耳光——500公斤小麦，竟然短了
65公斤。

原来，粮贩在天平秤上搞鬼，100公斤以
内，天平秤没有问题，但几百公斤、上千公斤，
粮贩的秤就有问题了。而不识秤的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检查粮贩的秤时，一般都是称50公
斤一袋的粮食，根本看不出问题。但几袋粮食
放在一起过秤，骗子的伎俩就容易得逞。因

此，农民朋友在卖粮时，要谨防上当受骗。
粮贩骗子一般专到偏僻村庄行骗，这些

村庄距离乡镇远，行骗后容易脱身；对于行骗
对象，骗子大都盯着老人、妇女，因为老人、妇
女一般警惕性不高，又没有反抗能力；粮贩骗
子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往往到外地行骗，
他们在当地行骗怕有人认出；骗子为了得手，
往往以高价诱人，往往以高出别人每斤0.1元
至0.3元的收购价引诱人们上当。

至于骗子的天平秤，早都被他们做过
手脚了。

因此，农民朋友卖粮时应当尽量将粮食
卖给当地的粮食收购站或熟识的粮贩。如
果真要卖给陌生人，也要多长个心眼，尽量
找人帮忙，老人和妇女千万不要一人在家卖
粮，更不能一人在家把粮食卖给陌生粮贩。
万一受骗，即使报警也不好破案。3

薇军

近日，笔者回乡下老家，发
现村里设立了“村民说事室”。
据老乡们相告，只要村民有怨
气，心里有疙瘩，都可以到“村民
说事室”里找村干部。

村干部通过跟村民拉家常，
问题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
解释，让村民消怨气，解开疙瘩，
使一些村民的矛盾或纠纷在“村
民说事室”里得到化解。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
的发展，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
也产生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
群众的各种诉求也随之而来。
如果对群众的诉求不理不问，敷
衍、应付、回避，群众遇到难事、
烦事找不到能说事的地方，矛盾
就会越积越多，小事就有可能变
成大事。而恰当的解决办法，就
是正视群众的合情、合理、合法

诉求，创设一个情感和法治的调
解平台，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
合理、依法解决。

“村民说事室”的设立，实现
了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平等、良
性互动。通过这个平台，广大
群众享有了参与权、知情权、监
督权，为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了保证，
推动了村民自治从法律制度层
面向具体操作层面的转化。同
时，村民可以消除对邻里的误
解，避免对干部的猜忌，将一些
邻里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纠
纷、小事等及时化解。

可以看出，“村民说事室”不
失为解决村民矛盾纠纷、干群关
系紧张的一个好举措。设立“村
民说事室”的做法，值得各地农村
学习借鉴。3 寥卫芳

“村民说事室”设得好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迅猛
发展，很多农户添置了大中型旋
耕机、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再
加上外地前来跨区作业的农业
机械，全国各地农业基本上形成
了机耕、机播、机浇、机收一条
龙，实现了机械化。这是一件大
好事，它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
率，同时大大地降低了农民劳动
强度。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各地
农村从村庄到田地几乎都是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遗
留下来的土路，这些田间羊肠小
道根本满足不了当今大中型农
业机械过往需求。更为甚者，一
些沿路农户毁路造田，使本来就
不宽阔的小路变得更加弯弯曲
曲，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再加
上沿路防汛抗旱的沟渠坑塘参
差不齐的分布，使得大中型农业
机械在土路上行驶如履薄冰，机
手们更是提心吊胆。就连各家

各户的常用机动三轮或四轮，来
往运输时也得小心翼翼。他们
担心：轻则，农机碾坏沿路两边
农户庄稼，引起农户与机手或农
户与农户的纠纷；重则，造成车
翻人伤的严重后果。

尤其是到了三夏或秋收大
忙季节，遇到多雨天气，由于小
路排水不良，道路泥泞，大田庄
稼已经成熟透了，大中型机械还
不能及时上路进地收割，严重阻
碍抢收抢种，广大农户和机手只
能望机兴叹。

道路难行，经济难兴。群众
利益无小事，各地基层组织应急
群众之所急，抓住当前麦收前修
路的黄金时机，迅速组织起来，因
地制宜修好田间道路，做到畅通
无阻。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疏通好
最后一公里，为农业机械化作业
提供便捷通道和用武之地，为夺
取农业大丰收铺路搭桥。3

束子生

修好田路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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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任振宇

当清晨的阳光照进淅川县盛湾镇瓦
房村村民王建华家时，他家屋顶的光伏
电站就开始了运转。对这个贫困家庭来
说，电表指针的每次转动,都意味着收入
的增加。

让贫困农户变成“电老板”，是淅川
县探索解决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解困的新
路径——政府为农村无劳力、无资源、无
稳定收入的“三无”贫困户免费安装家庭
光伏电站，项目产权和发电收益全部归
贫困户所有，从而让贫困户逐步脱贫。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生态“绿线”必须
保，耕地“红线”不能碰，让广大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必须探索创新，发展环境友好
型产业。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
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后，淅川县就
开始谱写“念好太阳经、唱好绿色戏、打
好生态牌”的绿色乐章，确定把一次投
资、多年受益、没有污染、见效较快的光
伏产业作为贫困户脱贫增收的新途径。

新能源“钱”途无量

5月 8日，笔者来到瓦房村，只见户
户房屋在光伏板的反射下格外醒目。“可
别小瞧这些板子，晒晒太阳就能挣钱。”
村民王建华笑着说。

一聊起光伏发电，王建华乐得合不
拢嘴。“俺家的光伏板，到现在建成不到
三年，去年我得到了 3000元的补贴，今
年已经得到555元的补贴。”村民都把光
伏发电称为“种太阳”，随着“种太阳”的
稳步推进，贫困户的生活悄然改变。

“以前扶贫都是送猪、送羊，不能从
根本上长久地解决贫困问题。政府出资
安装光伏电站，可以使农户持续多年收
益。”淅川县扶贫办主任石成宝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7752
户贫困户屋顶上安装了光伏发电板，这
种小型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已成为无
劳力、无资源、无稳定收入的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笔者来到淅川县上集镇关帝村，看
到村民屋顶上连片的太阳能电池板熠熠
生辉，强烈的阳光将光伏板照得乌黑锃
亮。

“原来家里烧煤做饭，每月光买煤球
就要花60多元，现在改成了用电，仅这一
项就节省不少开销。”说起自家的光伏电
站，村民赵全红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仓房镇侯家坡村贫困户李文德，指

着自家房顶上的光伏发电板对笔者说：
“这家伙发的电，不仅可以自家用，剩余
的还能卖给国家电网，这在以前，都不敢
想。”

据统计，自“光伏下乡”扶贫工程实
施以来，每户贫困家庭光伏电站年均发
电约3300千瓦时，按光伏电站使用寿命
25年计算，户均年净收益 1500多元，总
收益可达3.8万多元。

光伏农业挑大梁

上边光伏发电，下边生态种养，“农
光互补”综合发展模式，实现了生产资源
的综合高效利用。寺湾镇大柳村村委会
主任王锋告诉笔者：“发展生态农业是绿
色发展的主要途径，光伏发电为生态农
业找到了一条绿色发展的出路。”

如何做到农业种植和光伏发电两不

误? 该村的做法是：运用循环原理，采取
空中安装太阳能组件、地面种植薄皮核
桃，棚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棚下种植食
用菌等模式，大大增加了土地的收益。

据介绍，早在 2014年，淅川县政府
就与北京国电中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
约光伏电站项目，投资额达30亿元。还
签订了淅川县300兆瓦光伏电站及光伏
农业园项目等。

但用光伏农业种出“生态效益”并非
易事，必须持续发力。为此淅川县计划
用3年时间，建成“农光互补”的“光伏、油
用牡丹、茶业、果业、旅游”五位一体的新
型农业模式。2015年 9月，西簧乡龙岗、
大柳、杨庄等3个试点村实现了“农光互
补”全覆盖，这让其他乡镇、其他村庄的
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

如今，这种模式已经由西簧乡辐射
到了毛堂、寺湾、盛湾等许多乡镇，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绿色福利共分享

“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有了绿
水青山，就有了永远的金山银山。

盛湾镇云岭村村委会主任李元宏
说，通过发展光伏农业，现在该村不仅新
型农民有了工资，流转土地的农民也有
了固定收入。去年在香菇种植大棚里做
工的村民，人均月收入达到了 2000元。
太阳能发电与生态种植有机结合，实现
了电力和农业双创收。

该村村民周志民对笔者说，每年5月
到9月，是香菇种植大棚菌种的培育、装
袋、进棚的关键期，村民们一个个忙得不
亦乐乎。村民李同伟感慨地说：“是忙，
但忙得高兴。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事
业，也是大家伙实实在在的收入。”

淅川县农业局局长严国良说，以前
的发展只看重数字，现在考核的指挥棒
有了调整，环境倒逼的压力日益趋紧，以
光兴产，绿色发展，可以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仍有瓶颈待破解

如何让光伏产业扶贫更好地发挥减贫
效益？调查发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破解。

项目资金是头道关卡。2014年，淅
川县开始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到户项目，
当年共有 2008户贫困户受益。贫困户
王建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他家的光
伏电站总造价 2.4万元，财政扶持、公司
捐助和自筹各占1/3。

淅川县扶贫办主任石成宝介绍，起
初之所以让贫困户出一部分资金，一方
面是由于县财政资金紧张，无法包揽；另
一方面是出于让贫困户在电站使用和维
护上更加用心的考虑，但在实施过程中，
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拿不出钱来。因
此，在第二批项目中做了调整，贫困户自
筹部分统一从村级贫困互助发展资金中
借款，然后用贫困户的发电收入分6年还
清，利息由县财政统一贴息。

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建成后使用寿
命较长，贫困户脱贫后一般不会把电站
转让给别的贫困户。为扩大受惠面，笔
者建议各村利用村委会、敬老院、村小学
等公共屋顶和荒山空地等建设光伏电
站，让贫困村有集体收入，可以给贫困户
分红，老贫困户脱贫后退出，新贫困户随
后加入。继续探索完善贫困户受益机
制，让扶贫“阳光”普照到每一位贫困群
众身上。3

目前正是黄淮地区小麦灌浆的
季节。由于今年小麦播量大、密度
稠，加上春季雨水均匀，小麦大面积
出现黄叶病、赤霉病、白粉病等病
害。如不及时对症防治，损失将不可
估量。

据了解，大部分农民在防治小麦
病虫害时，并没有确定小麦得的是什
么病害，只是听卖农药的说打什么药
就打什么药，而集市上、村里卖农药
的并不是农业技术人员，对小麦病害
自己也分辨不清，有病害就让买农药
的农民喷打杀菌类药物，不是对症下
药，防治效果自然不理想。

一些农民就拔几棵患病小麦跑
到县城找专家诊断，对症买药进行防
治，防治效果就是不一样。去年老家
几位村民跑到县城找河南农大毕业

的小麦专家指导病害防治，结果小麦
亩产600公斤，而其他村民小麦亩产
400公斤。

近几年来，科技、文化、卫生三下
乡活动年年搞，大都是在乡镇集市上
搞活动，虽然也有专家到田间作农业
技术指导，但是，专家到田间毕竟次数
少、范围小，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

为此，笔者建议，农业科技部门
多组织、多开展科技到田间、专家到
田间活动，现场诊断小麦病虫害，现
场开药方，现场指导防治方法。农业
专家也可以在电视上开办小麦技术
专栏，通过电视向农民朋友讲解小麦
病虫害防治方法，还可以集中培训一
批农业技术骨干分散到各村田间地
头为农民现场诊断小麦病害，指导农
民防治。3 乔连军

□王天立

前两天，听一位乡科级干部

牢骚满腹地说，一个星期要参加

十几个会，一天参加一两个会很

正常，甚至一天要参加三四个

会。天天都在开会，咋会有时间

去抓工作落实？！

基层干部是一线工作的组

织者、实施者，工作的主战场在

具体的现场，如果天天让其泡在

会海里，就会违背让其身在一

线、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抓工作

落实的初衷，也会在群众中造成

一种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不良

影响。

据了解，会议多、材料滥，在

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是一种较为

普遍的现象。不可否认，各种必

要的会议是贯彻上级精神，部署

各项工作的有效载体，不可没

有。但是，无论大小事情都用开

会来布置，甚至“以会议落实会

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就实不可

取了。因此，科学安排会议，减少

合并会议，正是当前作风建设的

应有之义。作风无小事，细节见

精神。中央大力倡导改进会风，

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工作、解决

问题、提高效率。所以，除非是特

别重要的会议，必须召开外，一般

性的会议，能不开的就不开；能合

并召开的，就合并召开。

抓工作重在落实，干部应该

多在现场、少在会场，更不能闭

门办公、不下基层。据报道，湖

北宜昌市夷陵区每月第一周一

般不召开全区性会议，“无会周”

让许多基层干部从会场走向了

现场。全区性会议下降了 33%，

而各项工作贯彻落实的效果并

未打折扣。

“无会周”是转作风、抓落实

的创新。好处在于：一是各级干

部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深

入基层一线，更好地服务人民群

众；二是节约大量会议经费；三

是能给主要领导腾出时间，下乡

调研指导工作。若各地都能如

此，改进会风，转变作风，提高效

能，为民服务，真抓实干，相信各

项工作都能抓得更好。3

基层干部的
主战场不在会场

议论风生来函照登

期盼农业专家下乡来 农民卖粮须防骗

5月9日，在商水县平店乡雒庄村500多亩“万和园花卉”精准扶
贫产业基地，群众正在采摘康乃馨鲜花。近年来，这个村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扶贫，使贫困群众“流转土地当股东，合作社里来务工”，很快走
上了脱贫增收致富的道路。3 赵永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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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宜阳县莲庄镇涧河村头，有一根移动通信光缆电线杆，歪倒在路
边有一两年了没有人管。由于这一根电线杆长时间歪着，另一根相
邻的电线杆也快被带倒了。村民们期望有关部门管一管，将歪倒的
电线杆赶紧扶正，消除安全隐患。3 罗宜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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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光互补项目安装完毕，光伏发电下面将种植袋料香菇 杨冰 摄

施工人员正在给贫困户在房顶安装太阳能发电板 石雪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