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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救助困难
群众 427 户，发放救助资金 522.75 万
元。3年来，两任中石化挂职副县长，
接力奔跑，足迹遍布岳西县24个乡镇，
认真走访每一位求助对象。3年来，同
舟工程发挥“及时雨”作用，将爱心及
时送达需要帮助的对象，帮他们解急
救难。

岳西是大别山区深度贫困地区，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担当起中央企业
的社会责任？中国石化充分发挥中央
企业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补充作用，
积极参与同舟工程救急难行动，重点
帮助经政府救助后个人自负医疗费用
仍然过大的困难家庭，弘扬“同舟共
济、共渡难关”“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精神。

李云枝是岳西县石关乡中心幼儿
园的一名代课教师，每月工资 1200
元。丈夫刘南海在2015年被查出患有
甲状腺癌，经医治无效去世。当李云
枝还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她
唯一的精神支柱，正在读初三的儿子
刘诗萌却因双脚严重变形，无法正常
行走。2018年秋，在安医一附院确诊
为脱髓鞘腓骨肌萎缩症。

为了救治丈夫，家中已负债十多
万元，现在孩子又患病。该怎么办
呢？正当李云枝绝望无奈时，中石化
挂职副县长艾中华亲自上门走访慰
问。艾中华与李云枝交谈，了解她的
家庭情况。

艾中华安排同舟工程资金2万元
作为刘诗萌手术费，并通过中石化总
部相关部门帮李云枝联系北京宣武医
院的神经内科专家。2019年1月，刘诗
萌顺利住进北京宣武医院，对右脚进
行手术治疗。目前，刘诗萌右脚恢复
较好，整个脚面能着地。李云枝计划
暑假对孩子进行左脚手术。

“是中石化同舟工程和社会的爱
心，点燃了我生命的希望。我将坦然
面对未来的困难和风险，因为有许多
好心人陪我一起风雨同舟。我将在我
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用实际行动
来回报党和政府对我家的关心和帮
助。”李云枝说。

刘子依，9岁，来榜镇黄泥村人，患
白血病，1月23日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目前恢复较好。前后手术费用65万
元，轻松筹18.9万元，社会捐款5万元，
同舟工程安排救助资金3万元。

彭洪波，和平乡中纛村人。2018
年8月23日，骑车外出打工时严重摔
伤，左臂神经摔断，日夜疼痛，手臂失
去功能，在安庆市立医院就诊一个月，
没有起色，急需转往大医院进行手术，
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艾中华接到彭
洪波的求助信息后，来到彭洪波家里，
在充分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后， 从同
舟工程救急难资金里安排2万元，资助
彭洪波住进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现在已做了手术，正在恢复之中。

……
一个个案例，一个个资助对象。

艾中华走访核实，及时发放资金，持续
关注。当得知救助对象恢复良好，即将
痊愈时，他面露微笑；当看到有的病人
情况不容乐观，病情恶化时，他双眉紧
锁，思索下一步救助方案。

“岳西虽已脱贫，但群众的抗风险
能力差，一个普通家庭与一个贫困家庭
之间往往只隔一场大病。据调查，全县
大病中与肾病有关的就有300多例。
关爱这些大病家庭，确保群众巩固脱贫
成果，是我们要做的。”艾中华说。

李文华，19岁，石关乡石关村凤形
组人，汤池中学高二学生，目前休学在
家。2016年9月查出患尿毒症。2018
年7月11日，由其母亲徐结荣捐肾进行
换肾手术。前后花去费用30万元，原
本一个小康之家陷入贫困之中。得知
这一情况后，时任中石化挂职副县
长黄长水与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及
时来到她家走访慰问，黄长水还与
映山红爱心协会一起为她家发起轻
松筹，筹得资金 10万元。同舟工程
先后两次安排救助资金3.5万元，当
地政府为其家庭安排为 B 类低保 2
人，每月享受低保金500元，同时通
过“351”及“1579”健康脱贫工程，
为其报销部分药费。通过一系列组合
式救助，目前，李文华家庭生活基本有
保障。

一朵云碰撞一朵云，一片叶碰撞
另一片叶，同舟工程倡导爱心传递，
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中国石化扶贫干部联合岳西社会

爱心组织的力量，发挥他们成员多、分
布广、信息灵、情况清的优势，及时汇
集各处“急、困、难”的情况，与他们达
成长期合作关系，从同舟工程项目中
切块资金委托这些爱心协会参与到

“救急难”行动中来。
2018年，在中国石化“同舟工程”

救急难行动的影响和促成下，岳西义
工联合会、映山红爱心协会、山里人爱
心协会、天仙河爱心协会等4家爱心组
织联手成立“我们在一起”公益联合
体，以此激发社会爱心公益组织的活
力，推动岳西公益事业遍地开花，让众
多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用他们的微薄
力量汇聚成爱的海洋。

“通过委托爱心协会，放大了同舟
工程资金效应，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得
到及时救助。”艾中华说。

为更好地实施同舟工程，岳西县
民政局出台《同舟工程—中国石化参
与“救急难”行动实施细则》，明确规定
了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及救助程序等，
让同舟工程救助资金发放有规可依、
有据可行。

“我们在救助中坚持公开、透明、
公正原则，发动民政、爱心企业、爱心
协会广泛参与，让救助对象不仅获得
资金上的帮助，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树
立战胜困难的信心。”艾中华说。

吴传攀

同舟共济担责任 风雨携手献爱心

时值初夏，岳西县冶溪镇琥珀村
茶园基地郁郁葱葱，茶叶修剪整齐，茶
园风光如画。春茶才了，夏茶上市。
村民们用采茶机采摘夏茶，隆隆的机
器声，茶农的欢笑声，田间地头充满了
农家的欢乐。

“我家有11亩茶叶，今年茶叶收入
有3万余元。茶叶是我家增收的主要
渠道。通过发展茶叶，我家已于2016
年成功脱贫。”琥珀村中湾组村民刘纯
方说，他采有鲜草800斤，装满了8大

袋，准备送到茶厂出售。
中午时分，琥珀村双寨茶厂内前

来出售茶草的村民络绎不绝。当天茶
草收购价格每斤在0.8元至 1元之间。
琥珀村为推动茶叶产业链发展，通过
招商引资，引进茶叶龙头企业，负责收
购、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

琥珀村位于岳西县冶溪镇的东北
端，全村辖 18 个村民组，587 户 2176
人。2014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35
户 519 人，贫困发生率 23.85%。近年

来，该村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逐步形
成以茶业为主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
经济，尤其是做大做强夏秋茶产业。
通过开发夏秋茶，茶农有了双倍效
益。全村现发展茶园2180亩，均按照
无公害质量标准生产。该村先后获评
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一
村一品”示范村。通过“一村一品”产
业扶贫，该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7%。

岳西县于 2018 年在全省率先脱

贫。在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该县
因地制宜，着力推进“一村一品”，实
施产业扶贫，实现“村有当家产业、
户有致富门路”，巩固脱贫成效。目
前，该县有省级“一村一品”专业示
范村镇8个，市级“一村一品”专业
示范村32个，县级“一村一品”专业
示范村28个。全县“一村一品”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2732元，高于全县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以上。

吴传攀 王节晴 储佳佳

“金叶子”助农增收脱贫

在岳西县城东前冲巷200米处，有
一家老许理发店。店内大约10多平方
米，摆有理发椅子和一个供顾客坐的沙
发。5月25日，笔者来到该店时，店主
许忠晓正拄着拐杖为顾客洗头、理发。

“老许待人真诚，服务周到，收费
低廉。我这么多年都在这理发。”王贯
琼老人等待理发时，向笔者介绍起许
忠晓的事迹。

许忠晓是岳西县天堂镇余安村许
屋组居民，今年61岁。6岁时因高烧患
上小儿麻痹症。当时家里兄弟姐妹
多，家境贫困，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
被评为二级残疾。他 18 岁时为了谋
生，学习掌握理发手艺。他靠一根拐
杖，每天往来于毛尖山乡、温泉镇和天
堂镇20多个村民组，上门为群众理发。

许忠晓凭着理发手艺挣钱赡养70
多岁的老母亲，帮助三哥娶亲成家，抚
养侄子长大成人，而自己至今未娶。

“父亲去世时我15岁，哥哥患智障，我
决心担起照顾整个家庭的重担。”许忠
晓说。

2001年，许忠晓当选为许屋组村
民组长及余安村残疾人专职委员，
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村
民组长期间，许忠晓带领村民发展茶
叶，架桥修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多
年来，许忠晓坚持为全村残疾人代办
残疾证。“许多残疾人不知办证的流
程。只要能帮到别人，我多跑点路算
不上什么。”许忠晓说。

2013年，许忠晓将理发店搬到城
东前冲巷。进了城，但他理发收费仍和

在乡下时一样，从最初的5元到现在的
7元。“有人叫我收贵点，我没同意。老
百姓赚钱不容易。我是党员，有义务为
群众服务。”许忠晓说，他每天为10多个
人理发，一个月能挣到2000多元，除去
房租、水电，管自己生活开支够了。

自2013年起，许忠晓承诺为余安
村、城东社区50多位五保老人义务理
发，其中大多数都是上门服务。每个
月初，由余安村党支部书记骑着摩托
车，载着许忠晓挨家挨户为五保老人
洗头、修面、剪发。

“许师傅每次帮我理完发，我感觉
倍有精神。”余安村狮形组谷有胜今年
80岁，瘫痪多年，许忠晓每月上门为他
理发。“虽然我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只
要我能行动，就会坚持为他们服务。”

许忠晓说。
许忠晓2014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享受一系列扶贫政策。2017年，
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被安置到天
堂镇石桥集中安置点。他每月享受低
保 350 元，残疾人补助及护理费 126
元。“党和政府对我太好了。我要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以回报党和政府对我
的恩情。”许忠晓说。

近年来，许忠晓多次被天堂镇和
余安村授予“优秀党员”“先进个
人”称号。 吴传攀 储汪青

许忠晓：服务乡邻报党恩

近日，岳西县征兵办公室组
织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现场咨
询、展板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
形式，全方面、多角度向青年学
生介绍了2019年征兵入伍流程、
应征条件、优惠政策等相关情
况，对报名、体检、政考时间安

排及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进
行解答，面对面帮助青年学生算
好“政治帐”“经济帐”“成长
帐”，动员全县广大青年学生积
极投身军营成长成才。活动期
间，共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接
受现场咨询500余人次。

陈庆鹏 沈昊

岳西征兵宣传进校园

日前，岳西县茶叶局申报的
“2019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评估”已经结题。2019年岳西
翠兰品牌价值为 19.19 亿元，较
2018年的18.21亿元增加近1亿元。

岳西县将茶产业作为扶贫第
一产业来推进，在打造品牌，提
升品质上下功夫，大大提高茶叶
亩均收益和品牌价值。开发夏
茶、秋茶，提升亩均产茶效应。
由分散式自产自销模式，向规模

化、标准化、清洁化方向发展。
规范生产工艺流程，制作绿茶，
生产红茶、黑茶、黄茶、乌龙
茶，品种更丰富，价值更高。引
进规模茶企，组建茶叶联合体，
建成茶叶“大市场”。推进三产
融合，茶旅结合，把老百姓的茶
园打造成庄园，将庄园打造成游
客的乐园，让乐园变成了老百姓
增收的来源。

王节晴

创新高！岳西翠兰价值19.19亿元

岳西县青天乡立足“早实
施、早完工、早惠民”原则，实
施2019年民生工程。

该乡优先安排民生工程配套
资金，认真测算民生工程资金投
入，确保资金充足。制定民生工
程考核和督查制度，将日常考核
和年终考核相结合，形成专人负

责抓落实的良好态势。坚持民
生工程资金专款专用，切实保
障民生工程资金用到实处、惠
及于民。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扶贫夜校，宣传车等多角
度、全方位宣传民生工程政策，
提高群众民生工程政策知晓率、
满意率。 程果 王节晴

青天乡“四到位”实施民生工程

近日，岳西县头陀镇统一部
署，公安派出所、市场所、执法
大队迅速行动，开展集中打击非
法开设麻将馆、棋牌室赌博盈利
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围绕集镇区、各

村宾馆、饭店、棋牌室等重点
区域，开展摸排和集中行动，摸
排非法私设棋牌室10处，扣押麻
将机12台。行动起到良好的震慑
和警示效果，受到广大群众一致
认可。 刘会发 王节晴

头陀镇整治非法私设棋牌室10处

日前，岳西县温泉镇拟采用
众筹方式筹措东西营乡村振兴大
道项目绿化资金，绿化行道树初
定为银杏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温泉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东西营乡村振兴大道南起步
文大道，北至东营村村部旁，全
长 5.8 公里，总投资 2000 余万
元，为温泉镇自主投资建设项

目。为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振
兴建设，该项目绿化工程拟采取
众筹方式建设。届时参与众筹的
每个人均可在东西营振兴大道两
旁栽植一颗银杏树，悬挂众筹者
简介，由镇村统一管理或由众筹
者自己管护，预计东西营振兴大
道将于年底完成路基工程。

储炳新 吴传攀

温泉镇众筹建设乡村振兴大道

岳西县石关乡坚持“一手抓
管理，一手抓繁荣”，深入开展

“扫黄打非”工作，大力推进乡
村文化繁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

该乡突出抓好“护苗 2019”
“净网 2019”“清源 2019”“秋风
2019”“固边 2019”五个“扫黄打
非”专项行动，突出学校、市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对境内文印
社、书店、音像制品店、电脑销售

店的巡查力度。设立群众监督举
报电话，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乡综合文化站及各村农家书
屋等文化活动场所均实行免费开
放，深爱广大群众喜爱。

今年，该乡开展以脱贫攻
坚、扫黑除恶、乡村振兴为主题
的文艺演出30余场，放映科教电
影72场，红杜鹃群众文化活动中
心组织演出50余场。

王岳平 王节晴

石关乡两手抓文化工作

岳西县毛尖山乡板舍村牛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宜居宜业的乡村新景徐徐展开。小洋楼错落有
致，果蔬茁壮成长，河岸绿树环绕，基础设施齐全。2017年，板舍村投入270多万元，组织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搬迁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12户45人。该村把易地扶贫搬迁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同步实
施产业发展规划，确保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吴传攀 王节晴 储佳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