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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

专家团队“诊疗”扶贫项目
嘉祥对57个产业项目一对一跟踪服务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唐玉翠

6月20日，夏风吹过金乡县马庙镇车庙
村，杨树叶哗啦啦地响。树下的一片空地
上，90后驻村第一书记马诺正和村干部测量
空地的长宽。“等过几个月，俺村里建好了
文化广场，恁再来就不一样了！”她一手扯
着皮尺，一手拭着额头上的汗珠，用乡土味
的普通话和记者打招呼。

去年10月，马诺就有了想建文化广场的
念头，可村里的集体用地不是偏就是散，找
不到一块合适的场地。李家的一块宅基地废
弃多年，面积大、还靠近大路，可男主人说
啥也不让用。马诺了解到这家的女主人热爱
锻炼，就和村妇联主席仝新云一块去找女主
人谈话。“咱都是女性，说说知心话。”马
诺说，“这块地闲置这么多年，上边杂草丛
生，不少招蚊蝇。要是建成了文化广场，不
光你能跳广场舞锻炼身体，全村的人都到你
家的地方锻炼，你脸上也有光不是……”女
主人对邻村跳广场舞的人羡慕已久，慢慢地

就被说动了。她做通了丈夫的工作，同意捐
出宅基地建文化广场。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农村，她
们是影响发展、关乎稳定的关键群体，很多
事情上，做通了妇女的工作也就能做好全村
的工作。马诺本身是女性，又是金乡县妇联
派驻马庙镇车庙村的第一书记，驻村一年多
来，她以妇女工作为切入点，为老百姓干了
很多实事。

“媳妇长得再俊，娶到家里不孝敬老人
怎么也过不好”“当爹娘的整天不务正业，
孩子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去年5月，
国际家庭日当天，车庙村服务室里热闹非
凡，40多位农村妇女，你一句我一句，个个
成了“演讲家”。这是马诺举行的“村风家
风大家谈”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平常“大
门不出，二门不到”的农村妇女，从幕后走
到台前，围绕着村风、家风，说一说、拉一
拉。

一对平常关系不和的婆媳被拉到台上，
当着众人的面作了家风“演讲”。回家后，
婆婆不再挑媳妇的错，媳妇也不好意思再找

婆婆的茬，在邻居面前还直夸对方的好。后
来村里举行“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
这对婆媳还上了榜。

为了让农村留守妇女既能顾家，又能工
作。去年8月，马诺从县里请来了电商专家
和面点技师，将技术培训搬进了村。镇上几
百人的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光有车庙
村的村民，其他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听课。
如今，他们村已经有2户村民开始在网上卖
小米、大蒜等当地农产品。

“以前俺这里哪里过过什么国际家庭日，
哪里搞过电商、评过‘好媳妇、好婆婆’？马诺
进村，让俺这个偏远的小村活起来了、火起来
了！”车庙村党支部书记李跃东说。

看到村里的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马诺
连续两年开展“春蕾女童”行动，在六一儿童
节期间为18名留守儿童发放助学金，还利用
自己工作优势，组织巾帼志愿者协会、徒步协
会等来村里慰问，举行“寒冬送暖巾帼行”活
动，并以车庙村为起点，向全县贫困村献爱
心、做公益。

去年，陈春雪以590多分考上了大学，

可不幸的是父亲罹患癌症，她不忍心妈妈一
个人支撑起本来就困难的家庭，便萌生了放
弃学业的念头。“很多企业家都有献爱心、
做慈善的强烈愿望。”马诺说，为了帮助春
雪顺利完成学业，她发布了陈家感人的事
迹，并通过金乡县女企业家协会联系到当地
女企业家资助陈春雪上学。

赢得了妇女、儿童和困难群众的心，也
就聚齐了全村的民心。她刚来时的车庙村随
处可见土坯房子，村服务室里及膝的荒草长
了一院子，村里的土路一下雨就成了小河，
乡亲们卷着裤腿蹚水过路……

她打算先修村服务室，再修路。可是守
着有限的资金，她怎么算都不够用，当时建
筑材料涨价，更是雪上加霜。听说了马诺的
事迹，一位邻村的施工队队长，把价格降到
每 |平方米60元，为村里硬化了1400平方米的
“超值”路面。路修好以后，马诺趁热打铁
在村里搞了一场大扫除。除杂草、清小广
告、清运碎石……她和党员干部带头，几十
位群众也加入进来义务劳动，场面热火朝
天，村子焕然一新。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森 童 振华 志宇

“我是党员，又是村里的带头人，要多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这是鱼台县鱼城镇中东
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石信田的朴实
话语。石信田1992年10月入党，自1993年10月
担任鱼城镇中东北村党支部书记，至今已有
26个年头，他工作兢兢业业，敢闯敢干，热心
服务群众，带领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抓产业、惠民生，不断提升党组织服务
能力，村子发展越来越好。他先后获得鱼台
县“奔小康先锋”“农村致富模范”等多项
荣誉，今年7月获得全省“担当作为好书
记”荣誉称号。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为充分调
动群众的创业积极性，促进中东北村产业振
兴，石信田先后组织党员、群众代表等120
余人，分3次到寿光市参观考察，带领60余
户村民，筹资100余万元，整合土地150余
亩，大力开发市场前景广阔的园林景观苗木
培育种植产业，增加全村群众收入7 4 0万
元。按照“村里的工程村民干，村里的资金
村民赚”的思路，抓住惠河治理堤岸经济林
建设的契机，将村内3 1 6亩堤岸土地“盘
活”，承包给有果树种植经验的种植大户，
发展堤岸桃园经济林，促进集体增收20万
元。石信田瞄准特色产业，积极筹划中东北
村“百年油坊”打造工程，牵头建立古油坊
街合作社，树品牌、提品质，做强特色产

业。目前，中东北村苗圃种植园发展向好，
堤岸果树园林已初具规模。

中东北村为鱼城镇政府驻地，人口较
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民事事务与村民诉
求繁多。针对这一情况，石信田大胆创新工
作方法，着眼改进村级管理，以服务民生为
切入点，筹集资金100万元建设了中东北村
民生服务大厅，直接面对群众。创新开展
“民事代办A·B制”活动，由党支部书记A
和包村干部B集中坐班，将民事代办制度与
村“两委”轮流坐班制度相结合，公开民事
代办员联系方式，保证村民能找到人、办
好。“我的低保就是镇上包村干部和小石帮
着办下来的，俺一趟也没用往镇上跑。”提
起石信田，中东北村张伍茗大爷竖起拇指

说。
现在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石信田在

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上做起了文章。他积
极对接镇党委、政府，通过政府奖补、村民
筹措等方式，建成文化健身广场，发起成立
了中东北村“庄户剧团”“中东北村秧歌
队”和抡铁花表演队，茶余饭后广场上总是
音乐不断、舞蹈翩翩、笑声连连。在村里建
设了戏迷大舞台，每逢集会组织义演，动员
村民上台表演自编自导的传统戏剧、现代歌
舞等，把国家的惠农政策、新农村生活、尊
敬孝顺老人、科技致富等新人新事新风尚，
鲜活、形象地表现出来，为群众送上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

做好妇女工作，找到治村“金钥匙”
——— 90后妇联驻村干部马诺以巧治村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乔志宇 报道
本报鱼台讯 7月28日，鱼台县将举办第二

届中国·鱼台龙虾节，深度挖掘生态龙虾的价值
内涵，放大生态龙虾的品牌效应。

鱼台县充分利用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的优
势，大力发展淡水渔业。“鱼台龙虾”是中国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鱼台被评为“中国生态龙虾之
乡”和山东省十大淡水养殖强县之一。截至目
前，鱼台县藕虾共作面积6 . 5万亩，新增稻虾共
作面积4万亩，今年该县龙虾产量可达3万余吨，
产值达15亿元。

为举办好龙虾节，鱼台县高标准规划建设了
鱼台县龙虾广场。龙虾节期间，广场规划了鱼台
龙虾美食专区、鱼台特色产品展销区、鱼台名吃
展区、鱼台特色文化展区等，还将组织文艺演
出等系列活动。

第二届中国·鱼台龙虾节

将于7月28日举行

□记者 尹 彤 吕光社
通讯员 薛海波 报道
本报嘉祥讯 “今年猪肉价格不好，多亏

有专家帮我出谋划策，损失很小。最近价格稍
有回升，你回去告诉大家，扶贫收益绝对不会
少的，就让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吧！”7月6日
上午，山东建昊牧业种猪有限公司经理赵文建
耐心地给嘉祥县纸坊镇纸东村扶贫理事会成
员、贫困户贾庆贤一遍一遍地解释。看到县畜
牧局高级技师乔念民“靠”在这里，贾庆贤吃
了个“定心丸”，回去给大家“汇报”去了。

2016年下半年，纸东村将35万元产业扶贫
资金投入到建昊牧业，资金用来购买猪舍，由

企业租赁使用，企业每年给村里支付4 . 2万元
的租赁款，其中65%用于贫困户，35%用于村集
体收入。虽然前两年企业都准时将收益交给村
里了，但今年猪肉价格大幅跳水，建昊牧业遭
受了不小的损失。村里部分贫困户开始担心，
“要是企业赔了钱，我们的分红还能按时拿到
不？”村里的34户贫困户委托贾庆贤前来问
问。

如贫困户担心的一样，赵文建现在确实很
着急。好在县里、镇里派来了专家、包保干
部，帮助想办法渡难关。

今年3月，嘉祥县组建了扶贫项目专家服
务团队，对扶贫项目实施企业实行一对一服

务。乔念民包保建昊牧场，他先从养猪的市场
规律入手缓解赵文建的紧张情绪，让其树立应
对市场的信心；同时帮助他加强养猪场管理，
查看猪舍通风和卫生情况，制定养殖防疫方
案，提高种猪成长质量，保证产仔率，降低养
殖风险。“有专家坐镇，我这心里踏实多
了。”赵文建充满信心地说。

嘉祥县扶贫办深入一线调研，发现很多村
扶贫项目建成后，虽然贫困户可以分红，村里
也能增加集体收入，但也有一些问题凸显出
来。嘉祥县扶贫办主任王悦景说：“前期选择
的企业肯定是效益好、有规模的，但也会受市
场、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波动。如何防范扶

贫资金风险迫在眉睫。”
今年年初，嘉祥整合农业、畜牧、科技、

水利等专业人员，组建了50余人的扶贫专家团
队，到车间厂房一线“把脉问诊”，3月底前
扶贫团队与企业签约，对扶贫项目实施一对一
服务，并建立三级联动机制，确保每个项目有
“行业部门专家指导、镇街科级干部包保、村
级扶贫理事监督”。

目前，嘉祥县57个产业扶贫项目都建了服务
档案资料，签约扶贫专家14人、科级干部和扶贫理
事会104人，从项目立项、实施、运营和管护实施全
过程服务，保证项目取得应有的收益。

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 记鱼台县鱼城镇中东北村党支部书记石信田

■最美基层干部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杨绍青 报道
本报汶上讯 近日，汶上县中都街道德和社

区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上多了几位新面孔，王长军
就是其中一位，他刚从农村搬来不久。“我原来
的党组织关系在老家农村，交次党费来回要好几
十里路。前些日子，我在社区微信群里发了个求
助信息，想把党组织关系转到居住的社区。社区
工作者很快就给了答复，并帮我办理了转接手
续。社区还为我们办理了孩子转学手续，太方便
了。”王长军对社区提供的服务赞不绝口。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居民社区
打破了原村(小区)居住模式，不少群众搬到新社
区后感觉，有些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找不到办事机
构，小区内物业也承载不了一些社会职能，社区
群众感觉办事难，没少跑冤枉路。

中都街道在社区管理服务模式上进行了创
新，以社区党建为总抓手，在原有城市社区区划的
基础上，划分了7个社区，吸收辖区内居住的党员，
成立社区大党委，利用党建平台，建设了便民服务
大厅，招募了14名社区工作者，打造社区微信和
020群众服务平台，零距离为群众提供微服务，让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汶上中都街道

建社区大党委作微服务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胡克潜 魏玉季 报道
本报汶上讯 夏天，西瓜是司空见惯的“大路

货”。那么，吊在空中、佩戴二维码的西瓜，你见过
吗？近日，记者在汶上县次邱镇西温口村的一处西
瓜种植基地里见到了这种拥有“身份证”的西瓜。

在基地的大棚里，一颗颗西瓜全部吊在藤上
生长，而且一颗瓜秧上只有一个西瓜。“一株苗只
留一个蔓，也只留一个瓜，别看少，却贵在精。”基
地负责人林凡华说。

林凡华自2010年开始种西瓜。“得益于我们当
地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科学的管理技术，我们村种
植的西瓜肉质清脆，瓤沙甘甜，市场上不愁卖。”林
凡华说，但是前几年，每到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
有许多外地西瓜被运到当地，冒充西温口西瓜进
行售卖，使西温口西瓜的声誉大大受损。

为了维护本土西瓜的品牌声誉，林凡华在种
植上苦下功夫，通过工厂化育苗、立体化吊秧种
植、膜下滴灌等方式，不断提升西瓜的质量。“立体
化吊秧种植既透光又透气，无论从外观色泽，还是
内在品质看，都比普通趴在地上的西瓜要好。”林
凡华介绍。

为了让顾客能够买到正宗的西温口西瓜，他
注册了“可心果”商标，实行“一瓜一码”，为质量、
品相、大小等符合要求的西瓜贴上二维码标签。用
手机扫描二维码标签，就能看到西瓜的产地、品
种、种植方式、施肥情况等信息，还可以在手机上
直接下单购买。

“有了‘身份证’再也不怕冒名顶替了。”林凡华
‘说，今年他的200亩西瓜，亩产8000斤左右，按每斤4
元钱，全部卖到北京各大超市，一亩地能收入30000
多元。“今年种少了，供不应求，明年我要扩大种植面
积，把‘可心果’绿色西瓜销往全国各地。”

西温口西瓜

有了“身份证”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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