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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戴方财在2018年邵阳市敬
老爱老助老“十佳”表彰活动中，荣获“十佳
孝子”称号。

这位出生于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桐龙
村的48岁苗乡汉子，不仅孝顺自己的父母，还
以实际行动关爱苗乡孤寡困难老人。平日里，
他尽己所能，慷慨解囊，四处奔波，扶贫帮困。
从2014年至今，戴方财获得的荣誉一串串：城
步“学雷锋先进个人”、邵阳市“优秀青年志愿
者”、邵阳市“最美扶贫人物”、湖南省“雷锋式
志愿者”、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艰苦创业 知恩尽孝

1999年，戴方财南下务工。一路打拼，
几经周折，2009年，他晋升为深圳一家台资
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戴方财5岁时就遭遇家庭重大变故：生
父因病去世。母亲改嫁后，他和哥哥姐姐随
母亲到了继父家。继父对他们视如己出，戴
方财则知恩尽孝。

继父连续三年承包土地种西瓜亏损，事业
小有成就的戴方财义无反顾为父还债。母亲
生病住院，他工作忙不能回城步，就让妻子随

侍在侧。父母平常的医药费，他全力承担，毫
无怨言。母亲去世后，他特意将继父接去深圳
同住，以便尽孝。

热心公益 助学先锋

戴方财现已成为邵阳市大邵公益志愿者
联合会副会长。他说：“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
利。如果我的努力，能让家乡更多的老人、贫
困学子受益，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多年来，戴方财一直在为公益事业发光
发热。2015年，长沙快乐公益组织在城步汀
坪乡、大邵公益组织在城步兰蓉乡开展助学
走访活动，苗乡村寨处处有他的身影。他和
大邵公益志愿者一起为汀坪乡独宿村小学
15名留守儿童送去钱物。所花的5000元费
用，全部由戴方财捐赠。了解到茅坪中学缺
路灯，戴方财率先捐赠6000元，并发动广东
城步商会的 30 位会员共募得 4 万元资金。
2016年，他再度解囊认捐1500元，帮助茅坪
中学安装好10盏太阳能路灯。

放弃高薪 返乡扶贫

2017年3月，戴方财放弃了深圳的高薪

工作回到城步，就职于湖南青柳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现在，他一边工作，一边做公益。

当年7月，城步遭遇洪灾。连续半个月，
戴方财带着志愿者访灾情忙救灾。他们争取
到壹基金价值62万余元的救灾物资，并通过
大邵公益平台发动会员捐款33134元，联系企
业捐款66872元。

戴方财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茅坪
镇骑龙村青钱柳扶贫项目的茶叶回收合同签
订。目前，这一产业扶贫项目已带动丹口、白
毛坪、儒林等乡镇5500名贫困人口发展青钱
柳产业脱贫致富。

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家庭实现产业脱贫，
戴方财联系企业为贫困学生家庭免费提供总
值20多万元的青钱柳树苗。为了更好地推进
家乡的教育扶贫，他一如既往地开展结对助
学、心灵关爱、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等公益服
务。今年，他引进“新浪扬帆计划”，解决6所
学校价值80多万元的图书、体育设施，为城步
贫困学子筹到价值6.5万元的校服……

戴方财：公益反哺润桑梓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阳望春

邵 阳 日 报 11 月 1 日 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杨能广
陈贤）“别人将‘扶贫车间’搬到
村里，而我们村将‘扶贫车间’搬到
村民家里来了。”10月28日，新邵县
太芝庙镇扶锡村党支部副书记刘
树香拿着村民加工的镜子向大家
自豪地介绍，这是乡亲们脱贫致富
的“宝”，“别看这些产品不起眼，其
实还卖到外国去了呢！”

扶锡村位于太芝庙镇最东
面，与商品经济发达的邵东县毗
邻。该村有村民1889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120户459人，2017
年已脱贫 58 户 235 人。今年年

初，太芝庙镇人大主席、驻扶锡村
脱贫攻坚联点干部唐慧忠在村里
走访时，了解到很多青壮年劳力
都在外地务工或经商，不少农村
妇女特别是贫困户虽有务工挣钱
的愿望，但由于要照顾老人和孩
子，只能留守家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村“两委”
了解到邵东县一些经营小圆镜
和鱼钩、服装的老板订单满满，
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国外订
单。由于当地劳动力价格相对
较高，所以他们有意往扶锡村实
行产业转移。考虑到这些小加
工业劳动强度不大，入行门槛较

低且技术要求不高，非常适合农
村妇女就业需要。于是，唐慧忠
和村“两委”成员积极牵线搭桥
将产业引过来，将“扶贫车间”开
到村民家里，吸纳就业困难群体
实现就业，手把手教技术，帮助
贫困家庭增收致富。

今年3月，由邵东民营老板
免费提供食宿，组织扶锡村部分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到邻近的黑
田铺镇接受制作小圆镜和鱼钩
的短期培训。然后，企业与村民
签订了加工协议，按件计酬，包
原材料运进和产品运出。

村民谢启泰是唐慧忠的帮扶

对象，他免费提供自己家的空房
子，组织近10名贫困留守妇女一
起制作小圆镜，每人日收入一般
在50元以上。稳定的收入来源，
加快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步伐。
村民李梅芳在家里加工成衣，旺
季时每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成
了村里勤劳致富的模范。

如今，扶锡村的家庭小车间
已发展20多户80余名村民“居家
挣钱”，其中有贫困户 9 户。“现
在，村民不出门务工，同样可以挣
钱养家，又可以照顾家中老小，农
忙的时候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在
家里搞小加工挣钱，真是一举两
得。”唐慧忠充满自信地告诉记
者，“下一步，我们还将增加‘扶贫
车间’数量，招纳更多人员就业，
让他们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扶贫车间”搬进门 “居家挣钱”有奔头

10 月中旬以来，

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紫

乡七里坪社区的 150

亩蜜橘陆续进入成熟

季节，金黄色的橘子

挂满枝头，好一派丰

收景象，吸引着不少

游客前来采摘。图为

10月27日，游客在采

摘蜜橘。

通讯员 严钦龙

阳望春 摄影报道

（上接2版）
我市坚持科技兴农，注重农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工

作。2007年，市本级农业六站两中心合并组建市农业技术
管理处。2015年，在全省率先启动农业科学研究院组建工
作。建院以来，承担省级以上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西甜瓜
品种选育和设施高效栽培等居全国领先地位，特色优质稻
品种选育、生态柑橘生产技术和高山蔬菜栽培达到省内先
进水平。邵阳市西甜瓜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被农业部认定
为首批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邵阳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园被
认定为第七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农村面貌全面改善 深化改革持续推进

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及精准扶贫工作的深
入推进，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明显加强。农村

“水利网”基本成型，全市现有各类水利设施近30万处。农村
公路“窄改宽”、自然村通水泥路、人安饮水、农网改造以及宽
带互联网等做到了全达标，村级综合服务平台、标准化卫生
室建设和农村广播电视“村村响”等实现了全覆盖，文化、体
育设施开始走进农村居住区。农村生态环境逐步改善，70%
的村生活垃圾实行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到60.49%，禁养区内养殖场全部退出，四级“河长制”全
面落实，水质水岸明显好转。全市建成户用沼气池16.4万多
口、大型沼气工程52处、中小型沼气工程2865处。美丽乡村
建设纵深推进，市级层面已完成四轮共72个村美丽乡村建
设办点示范工作；县级层面推进了800余个示范村建设。全
市共有34个村获评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我市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市形成了市、
县、乡、村四级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有效整合执法力量，
率先在全省成立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确保农业生
产安全。同时，扎实推进和深化农村各项改革，逐步解决了
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较好地调动了广大
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
革开放，为农业发展谱写新篇章。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
（记 者 艾哲 通讯员
何伟 张晓亮） 10月26日
下午，邵阳县文体广电新闻
出版局18名机关干部怀揣
民情走访记录本，分赴塘渡
口镇红石社区走组入户宣讲
文明创建政策和知识。这是
该局今年以来多措并举推进
文明创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该局多措并举围绕“以
德润身、以文化人”的机关文
化精神，有效地将文化育人
功能与环境建设紧密结合，
因地制宜努力促进机关文化
建设。该局大力加强机关院
落的环境建设，设置了文化

橱窗与文化宣传栏等，并充
分利用“新时代讲习所”这个
学习平台，打造精品文化品
牌，把文化涵养、主题教育和
作风效能建设融于一体，营
造了浓郁的机关文化氛围。

邵阳县文体广新局还
依托文化惠民活动平台，丰
富文明创建内涵。该局精
心组织和实施了“春节文化
走基层”“文明创建你我他”
等一系列力度大、覆盖广、
影响深的文化文艺下乡演
出活动。今年1至10月，该
局已开展文化下基层演出
活动 17 场次，开展公益电
影放映121场次。

坚持以文化人 和风细雨润心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金轶 李淑珍） 10 月 26
日，邵东县国土资源局机
关支部全体党员来到灵
官殿镇神前村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深入贫困户家
中嘘寒问暖、采集信息，
并为神前小学贫困学生
发放慰问金，帮助贫困户
销售百合 1000 余公斤、鸡
鸭 300 余只。

神前村于2014年被列
为省级贫困村。去年4月，
邵东县国土资源局扶贫工
作队来到神前村驻村帮扶，
安排 46 名扶贫干部，每人
结对帮扶 2 户贫困户。同
时，驻村扶贫队通过摸底调

查及联系相关部门，为118
名贫困适学儿童解决就学
问题；全村 39 户因病致贫
的贫困户，5人申请到大病
救助补贴，56 人被纳入慢
性病签约服务管理，重病兜
底保障 11 人；并争取安全
饮水工程项目资金33万余
元，争取道路扩宽工程资金
16 万元，争取高标准农田
改造项目资金200万元。

此外，扶贫队积极鼓励
该村贫困群众发展种养，成
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目前
已发展社员 30 余户，种植
百合 200 余亩，种植红薯
500 余亩，养殖生禽数千
只，让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
手，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真心沉一线 倾力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