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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临朐讯 （通讯员
马世波 祝红蕾 刘明志）如何让
贫困户自主迈开脱贫步子？在临
朐，163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107家
农业龙头企业，根据贫困村现状、
贫困户致富能力等差异，整合政
策、信息、项目、资金等资源，为
贫困户“私人定制”脱贫出路，宜
农则农、宜商则商，强化产业帮
扶，提升了贫困群众自我“造血”
能力。

寺头镇相亮山楂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马相亮介绍，合作社优先吸纳

贫困户入社，给贫困果农的种苗、
农资以低于市场价 2 0 %的价格赊
销，社员比散户每斤山楂多卖4毛
钱，入社的贫困户120户，每年可
让其增收500元至4000元。临朐的
各合作社还在精准脱贫中导入互
联网基因，相亮山楂合作社成立
了电子商务部，带动2 0人从事电
商行业，不到两个月就签下3000份
订单，卖出15000斤山楂。同处南
部山区、扶贫任务重的九山镇依
托合作社，在1 0个省定贫困村设
立电商扶贫服务站，仅高成利“九

山仟果”网店就为牛寨村签下4万
斤苹果的订单，村民多增收近20万
元。

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
一地经济、富一方群众，合作社的
“大手”，拉起了贫困户的“小
手”。而农业龙头企业的帮扶重在
“扶上马、送一程”，让贫困户聚
在产业链、富在产业链。

“农闲时节可以到厂里打工，
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再加上家里
种着芋头、花生，一年两三万块
钱，生活也有盼头了。”在潍坊盛

安食品有限公司，像王洪芹一样农
忙时务农、农闲时打工的“两栖”
贫困群众不在少数。除了吸纳贫困
户就业，公司还与有合作意向的果
品种植贫困户优先签订协议，保底
收购。

据盛安食品公司董事长王庆
安介绍，该公司利用1 0万元扶贫
贴息贷款，在蒋峪镇4个贫困村，
协调土地500亩组建新桃园，把分
散的种植连接成片，形成龙头带
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经营格局，
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规模

化，保证贫困果农的收入。公司
已帮助重点贫困村亓村、南蒲沟
等村5 6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年人
均收入增加3 0 0 0元以上。目前，
临朐县的7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3 9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覆盖农
户 3 万多户，其中贫困户 6 0 0 0多
户。

“作为贫困山区，脱贫攻坚要
选对路子，创新模式，精准发力，
观念扶志，能力扶技，产业扶业，
方能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该县
扶贫办主任王保利说。

临朐1638家合作社和107家龙头企业勇挑扶贫攻坚重担———

贫困户享受“私人定制”脱贫路

上周末，笔者的母亲喊来乡
邻，为即将出嫁的女儿做喜被。然
而，她却被村里的一位长者告知
“做喜被的绣娘必须是生过男孩
的，生女孩的不吉利”。嫁女儿做
喜被本来是一件喜庆的事，却因这
一封建陋习让喜事蒙上了灰色。

长久以来，重男轻女的观念就
像毒药一样荼毒着人们的心灵，农
村尤为严重。义务教育的普及，只
是让孩子们在老师那里学到了教科
书上面的知识。农村那些所谓的
“长者们”教授的这些封建陋习，
对孩子们的影响确是贻害终生的。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正月初一，家
长都不让做除了吃喝以外的任何事
情，地不能扫、被子不能叠、甚至连
说“不”字都不允许。长大以后，究其
原因，家长告诉说，他们的家长告诉
他们：正月初一干活就会辛苦一整
年，所以就这样代代相续，没有依
据，也无需讲道理。

像这样“无厘头式”的封建陋
习，看似仅仅是一个个笑料，其实在
不同程度上迂腐了人们的思想。试
想，若是听从了老者的“忠告”，那些
生女儿的绣娘们就成了乡亲们“避
而远之”的对象。这样的“待遇”无异
于精神上的“谋杀”。其结果就是大
家都想生儿子，都想办法生儿子，造
成了性别比例失调。况且，老者口中
的“不吉利”，无非是未生过男孩的
绣娘做了喜被，新媳妇婚后也会不
生男孩。可是，大家忘了，那些生女
孩绣娘的喜被，当初也是生过男孩
的绣娘给做的。可见，这一陋习除了
歧视女孩及其母亲外，并不灵验。

通过代际传递延续下来的封建
陋习不胜枚举，像男尊女卑、包办
婚姻、定额彩礼这样的封建陋习，
捆绑了农民，阻碍了农村发展。

新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长
辈们向他们传递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精神之美、价值之美。那些陋习就
不要再继续口口“传承”了。

一 些 糟 粕 习 俗
别再代代相传了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刘真真农村大众报平原讯 （记者魏

新美）“孩子不爱学习，听听专
家有什么法？”4月9日，本报服
务新农村大讲坛家庭教育专场首
场讲座在腰站镇中心小学举行，
5 0 0 多 名 家 长 坐 着 马 扎 、 小 板
凳，听国内知名家庭教育专家孔
屏讲“如何了解孩子，做合格父
母”（右图）。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关心孩
子的健康成长。为适应这一需求，
本报服务新农村大讲坛将家庭教育
讲座纳入活动当中，并将留守儿童
较为集中的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作

为活动的重点区域。
本次讲座前，为了解当地家长

的听课需求，本报特别设计了调查
问卷，并将问卷结果汇总后提供给
本次讲座的特邀专家——— 山东青年
政治学院应用心理学教授孔屏。孔
屏根据调查结果量身定做，确定了
本次讲座的主题和具体内容。“今
天没去浇地，来听专家讲课挺值
的！”来自陈排村的家长肖学英告
诉记者。

“服务新农村大讲坛”是由农
村大众报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自
2011年5月以来，举办讲座50多场。

“感谢农村大众报送来这次讲
座！”腰站中心小学校长刘宝贵
说，“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孩子的命
运、不少家庭的氛围，会从此发生
改变！”

本报服务新农村大讲坛开讲家庭教育
腰站镇500多名家长进校园学习如何做父母

农村大众报曲阜讯 （记者花
宇 通讯员梅花 刘海韵）截至4

月8日，曲阜市过去一整年共完成
了223起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合同
金额1825 . 3万元。自去年4月9日印
发《曲阜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管理
办法》以来，曲阜市所有的村，不
管是处置资产，还是工程招标、产
业招商，一律要到交易中心进行。
不到交易中心公开交易的，不仅入
不了账、拨不了钱，还要倒查所有
私自交易的村镇干部。

按要求进行公开交易的资产，
包括村级的经营性资产如门头房、
资源型资产如林权、公共服务型资
产如机井。此外，农村工程建设项目
的招标、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也包

括在内。曲阜市农业局经管站副站
长曹洪伟说：“村集体就算卖一棵树
苗，也得在交易中心公开进行。”在
交易方式上，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拍
卖、招标等，并且根据农村实际和本
村村民意愿灵活调整。“比如，村里
要发包‘四荒’地，一般都以本村村
民优先。只要村民代表大会有这个
要求，交易中心就按村里要求组织
交易。”曹洪伟说。

最近的一笔交易发生在时庄街
道大柳村。经村委和村民代表决
议，大柳村打算重建四条南北街的
排水沟，并硬化排水沟两侧。这一决
定经公示无异议后，村委会于3月22

日向时庄街道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
心打申请报告，委托中心招标。交

易中心对竞标企业的资质、账务往
来进行了仔细核查，于3月31日由3

家企业当场竞标。在村民代表及街
道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经过两次竞
标，这项工程以15 . 63万元成交。在所
有产权交易过程中，都要走类似的
这一套流程，并要留档备查。

有了这个公开市场，村集体的
资产能实现保值增值。去年，时庄
街道的李官庄村有40间门头房需要
对外出租，一次租期5年。按照交
易程序，村民代表为所有的门头房
评估了租金，并公开张贴出来，作
为拍卖的起拍价。最终经过4轮拍
卖，有36间门头房被租了出去。这
36间门头房的起拍总价为319900元/

年，实际成交价为366500元/年，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46600元。吴村镇
崔屯村集体所有的4台闲置了11年
的拖拉机，原本以为卖不出几个
钱，没想到却通过两轮拍卖，以
35500元成交。

村级产权交易的公开进行，规
范了村级的权力运行，对村干部既
是监督也是保护。李官庄村支书孔
祥军说：“出租门头房前，送礼、说情
的人很多。我跟他们明说，最终能不
能租到，就看愿意出多少钱，我一点
忙帮不上。”4轮拍卖会，孔祥军仅出
席了一次。最后，不得不花高价租房
的人里，不少人都是村干部的亲戚。
这项制度实施的这一整年，曲阜市
农业系统未受理一件关于村级资产
交易的新增上访案件。

大到修路租房 小到卖树包地

曲阜村集体资产交易全都进了交易中心

“我们这些人，为姑娘时就开
始给人家剪兔毛；出嫁当了媳妇，
还继续剪。到现在时间长的，剪了
十几年了，时间短的也在七八年以
上。”姜翠萍说。

姜翠萍是一支女子剪毛队的
领队，全队16个人都是蒙阴县城关
镇萍子村的妇女。她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到各村给长毛兔养殖大户剪
兔毛。“车接车送，中午管一顿饭，

一个人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姜翠
萍说。除了蒙阴，她们还到费县、潍
坊等地帮着剪兔毛。

姜翠萍说:“我们周边村子，都
有妇女组成的剪毛队。干这个活，
很辛苦。不辛苦，作为农民，哪来的
钱？”

左图：剪毛队成员高雪梅正在
工作，她外出给人家剪兔毛7年多
了。（记者 孙成民 张天银 摄）

大山里的女子剪毛队

春雾放晴夏雾雨，

秋雾北风响，

冬雾慢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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