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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蒌浑身是宝，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和食用价值，更是贫困村潘岔村的‘扶贫
果’‘脱贫果’‘致富果’，真心真意感谢党和
政府实施的资产收益扶贫民生工程，给咱
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带领咱老百姓
脱贫奔小康。”魏家林激动地说。

魏家林家住裕安区西河口乡潘岔村，潘
岔村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村，全村没有像
样的经济林，水稻种植率低，且易涝易旱，
部分村民和祖辈一样在家务农，在几亩地
里刨食生活，年轻些的出门打工挣钱，看着
别村村民日子越来越红火，潘岔村却原地
踏步，是贫困户的魏家林，也想着怎么样能
脱贫，过上好日子。

2 0 1 8年3月份，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

了，通知建档立卡贫困户去村会议室开会，
说是有一项好的民生政策要细细地讲解给
大伙听。村主任培训说：“今年新增一项资
产收益扶贫民生工程，啥是资产收益扶贫
呢？就是政府出钱扶持村里的产业项目，可
是农业、养殖、乡村旅游等，财政投入的资
产归村集体所有，但收益量化给贫困户。我
们推荐的是潘岔村瓜蒌种植加工产业园项
目，主要生产加工瓜蒌籽，获得的收益按

‘保底+分红’模式分配，将扶贫资产收益大
部分折股量化给贫困户，让你们也成为股
东，不过这个股东是动态的，收益的资金是
为了帮助大家脱贫。”

魏家林听得认真，他想活了半辈子不曾
想过自己一个农民也能成为“股东”“股

民”，还可以享受分红。转眼间到了2018年
12月5日，村部召开建档立卡贫困户资产收
益分红大会，村主任挨家挨户上门通知大
家去拿资产收益分红，魏家林半信半疑，当
村干部把红彤彤的红包逐一发放至贫困户
手中时，魏家林才相信这是真金白银，红纸
包里的307元虽不多，但买米面油也够吃好
一段时间呢！小瓜蒌成为贫困群众的“扶贫
果”，党和政府实施资产收益扶贫民生工
程，给贫困户带来了真金白银。

为促进贫困户稳步脱贫，今年有关部门
安排有意愿的贫困户、村民、茶农、瓜农参
加新型农民技能培训，魏家林积极报名学
习瓜蒌种植技术，从土壤整治到田间管理、
从合理施肥到防病虫害，结合田间实践学

习。现在魏家林不仅可以参与分红，日常还
可以过去施肥打药除病害，秋收季节采摘
瓜蒌，今年到目前除了日常开销，魏家林手
里还有了结余。

瓜蒌扶贫民生项目不仅为贫困户带来
一笔稳定的收入，也为当地老百姓创造采
摘加工就业机会，腰包渐渐鼓了，村民脸上
的笑容洋溢，同时也激励了村民学习用“智
慧”生活，用“科学”吃饭，从到处寻找瓜蒌
加工到集众人之智，申请建加工厂，从使用
别人的瓜蒌包装袋到创建自己家乡土特色

“么奈香”瓜蒌籽，气味润绵，脆香特异，深
得乡亲们喜爱，和魏家林一样大家走亲访
友不忘带两袋。

近日，霍邱县邵岗乡上
郢村高中学生周薇贤接过邵
岗中心学校教师王佳送来的
捐资助学款，激动不已。三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周薇贤家陷入贫困，她甚
至一度产生了辍学打工的念
头。

原先周薇贤家在当地生
活还算过得去，父亲在村里
建筑工程 队干活 ，月收入
3000多元；母亲在家搞鸡鸭
饲养，年收入也挣得7000多
元钱。2016年春，父亲患上
了肺部慢性病，不久，母亲
也因身患类风湿住进医院，
不测的事变，让这一家人无
法生活，通过精准扶贫、结
对帮扶，让他们焕发出对生
活的希望。

2016年邵岗乡中心学校
定点扶贫上郢村后，该学校
领导班子及时跟进掌握贫困
户情况，采取因户因贫精准
施策，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落实。

帮扶之初，该乡中心学
校多次进村庄入农户实地走
访，通过与贫困户座谈，摸
清致贫原因 。 掌 握 贫 穷 因
素，他们针对34个贫困户的
实际情况，一户一策、逐户
指导进行帮扶，通过整合扶
贫资金，发展扶贫特色养殖项目，为15个具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购买鸡鸭苗，不到一年，贫困户张红金在教师
张银翠帮扶指导下，学习养殖经验和技术，年收入增加
5000元，成功实现脱贫。

为了给贫困户精准施策，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发挥出教书育人的培训能力，贫困户张志传夫妻俩都是残
疾人，对生活失去自信。帮扶教师吕道霞多次上门，耐心
宣讲国家扶贫政策，树立劳动致富光荣，给他们增添了生
活信心，并协调办理政府无息贷款购买适合张志传使用的
卫生清扫垃圾车一辆，在家门口实施稳定收入。

贫困户周仁红告诉记者，是帮扶教师史福琴让他一家
人重获新生，20 14年妻子聂玉芹身患癌症，为给妻子治
病，他欠下近10万元外债，妻子去逝后，一家三口人走投
无路，史福琴老师三天两头来他家，帮助他母亲提供打扫
卫生公益岗位，介绍他进厂里干活，还帮助女儿进小学读
书，去年他家进行了危房改造，多亏了史老师的帮扶。

“我们通过办理低保、联系就业机会、提供技能培
训、申办危房改造、改水改厕、争取扶贫项目收益分红、
帮助土地流转等方式努力增加贫困户收入，精准施策结对
帮扶，让他们早日脱贫。”邵岗中心学校副校长、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员谢文全说。9月底，上郢村7户21人已向村里
递交了摘帽申请书，全部实现脱贫目标。

脱贫还要确保不返贫。驻上郢村工作队队长曾祥发介
绍，他们整合资金在村外空地建设标准化厂房并成功签约投
入使用，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万多元，同时解决了6名贫困人
员就业难题；争
取 劳 动 就 业 部
门 和 企 业 的支
持，对贫困户进
行种养技术、手
工编织等专项
技能培训，提高
就业能力，实现
稳定增收。

初秋时节，舒城县干汊河镇复元村打
石山千亩油茶林挂满了果实，呈现一派丰
收景象。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无人管
理的荒山荒地，到处杂木丛生。2011年，舒
城县东森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引进德昌良种
油茶苗种植，在复元村打石山投资新建了
千亩油茶林。

舒城县东森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祝远仓说：“2011年，复元村打石山栽
了700多亩油茶，20 13年又增栽了300多
亩。从2016年开始，油茶林就采摘果子，当
年的果子是很少的，但到了2017年，产量达
3万多公斤，2018年产量达5万多公斤，产
值约20万元。预计2019年油茶产量可望达
10万公斤。”

近年来，干汊河镇把发展油茶产业作
为丘陵村农民脱贫增收的主导产业来抓，
通过良种推广、大户引领、林农参与等多种
形式，大力发展种植油茶。按照“公司+基
地 +农户”的运营模式，先后引进东森公
司、康元公司等企业和大户参与基地建设，
目前，已经在复元、正安、春塘、朝阳、严
冲、泉堰等村形成油茶林面积3500亩，挂
果面积3000亩，年产量约20万公斤，带动
当地近100户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油茶生产，
实现年增收5000-10000元。其中，东森公
司在春塘村建立的油茶扶贫基地、扶贫车
间，帮助当地贫困户就业，每月获得工资收

入约2000元。如今，干汊河镇的油茶经济
效应日益显现，漫山的油茶树已成为当地
群众致富的“摇钱树”。

干汊河镇大力发展油茶产业铺筑脱贫
路，靠特色产业支撑脱贫，通过土地流转建
立油茶基地，使当地农民直接获得稳定的
土地流转收入，从油茶的种植、采摘到管
理，也使当地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增
收；靠政策扶持帮助脱贫，通过政府引导、
政策扶持，整合水利、林业、交通等涉农建
设项目资金，完善了油茶基地内“山、水、
田、林、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帮助当地群
众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当地贫困
群众铺就了脱贫致富路。

据了解，油茶寿命上百年，四季常青，
浑身是宝。茶籽经过加工制成的茶油，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达90%，有降血压、血脂和软
化血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作用，被誉为

“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长期食用，
人的皮肤细嫩润泽，头发乌黑发亮，同时还
可加工成高级护肤化妆品；茶壳可提炼成
茶碱、烤胶，制造洗发香波等；茶树经深加
工可生产精油、皂素和茶粕等系列产品，可
作为重要的有机肥料、生物农药和机床抛
光粉；茶树干根可用作盆景雕刻材料，制作
工艺品，生产白炭，因而种油茶可谓“种一
树而创百业”！

日前，六安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重点水利项目
建设推进会在霍邱县召开，140多名参会人员到宋店乡留城寺村观摩。
重点贫困村留城寺村2018年结合土地增减挂项目圆满完成了占地226

亩、房屋274套的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并打造成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
一年来，该村还通过光伏发电、渔光共作，水面、闲置老村部等村集体资

产租赁和招商引资发展淡水澳龙、对虾、锦鲤养殖等多个项目，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2019年收入60万元，位于全县86个重点贫困村前列。

赵广才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文/图

金寨县银山畈，地处皖豫交界的山峦
叠嶂之中，如万山环绕的一颗明珠，闪耀
着纯天然的光泽，宁静、安详而又闭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散居在每一个山
脚下的小村庄，如刚做好的指挥官沙盘上
随意散落的几个碎屑，没有公路，也没有
电，落寞地放在那里。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银山畈一
片寂静，放眼望去，漆黑一片，呼啸的山风，
偶尔夹杂一两声的狗叫，家家户户的房子
里，透出微弱的光。对于喜欢夜间读书的人
来说，照明问题最为头痛。

当时的照明工具是原始的含油脂的松
树干做的。农民们在山上找到长在北风头
上、树皮外面带有白色的小蘑菇状的松树
砍回来，这样的松树含油量特别高，树身

也比油量少的松树重得多，很沉。松树砍回
来后，锯成一截截二尺多长的树筒子，用斧
头逢中对折劈开，一次次这样逢中持续地
劈，一直劈到树干成为大拇指粗细的小棍
子，就算可以啦，整齐地码好，到了天黑，就
点燃起这个，架在炉子上，用来照明。

这个含松脂的柴小木烧起来，有一缕
浓浓的黑烟，能把整个房间熏黑，并且还能
结成灰吊子，挂在房椽子上、墙壁上。

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汇
聚在这堆松脂的火光下，吃罢饭各自取走
一块燃烧的松脂，带到各自房间去，再往上
加松脂小劈柴。在这样的光照下看书写字，
特别不方便，因为有时会掉下松脂燃烧后
形成的火炭，不小心就烧了书本纸张，同
时，还要随时加上松脂，否则，“灯”就熄灭
了。

从来没有人家舍得点蜡烛照明，因为
买蜡烛的费用是当时的老百姓承受不起
的，再说了，小商店里也没有那么多蜡烛
卖。

随着国家经济的慢慢发展，到七十年
代末期，已经有了柴油和煤油灯，和燃烧松
树劈柴照明相比，那可是一大进步。

心灵手巧的人家，会找一个用光了的
牙膏袋，把牙膏袋的袋身剪开，卷成三四寸

长、筷子粗细的圆筒，圆筒里穿上棉纱线，
把这个小圆筒插进牙膏袋那出口的嘴里，刚
好牙膏头那个圆形的肩，覆盖在墨水瓶口
上，一盏漂亮的煤油灯就做成了。简单的
呢？就直接拿一个萝卜，横着切两刀，一个
厚而圆的萝卜片，中间戳个洞，找一根毛笔
杆子粗细的竹管往里一戳，竹管里放入棉纱
线，放在墨水瓶上，就是一盏煤油灯了。

这样的油灯，点燃了，油烟少，亮度高，
一瓶油能管几个晚上。最好的是《红灯记》
里那样带罩子的马灯，不怕风，又亮堂，然
而，山村里用的少，基本上是学校和机关单
位里的人用那样的马灯。

然而，要想熬夜看书学习，还是不行，
舍不得买煤油来熬夜，当时形容一个人不
会过日子，就说这个人：“白天游游荡，夜晚
熬油亮。”也就是说要把所有的活儿尽量都
安排在白天干完，不要在夜里点灯费油。那
时想写一篇文章点煤油灯，这个待遇还是
较少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显地感受到
国家的发展加快了。首先是通了公路，虽然
路面没有柏油，也不是水泥路面，然而，能
通车，已经让我们异常兴奋了！

接着，居然又通电了！
这在山村里无疑又是一个天大的喜

讯！
从梅山到南溪，从南溪到汤家汇到泗

道河，沿途看到竖立起来的松树做的电线
杆，为了给电线杆防腐，还给松树皮特意
烧黑，碳化，那笔直的电线杆，一眼望去，
如一排整齐的、等候人民检阅的队伍，真
是赏心悦目！

大家兴高采 烈 地 拉 了 电线，买 了 灯
泡，终于用上了电。然而，大家节省的心情
还是一样，基本上都是 1 5瓦的白炽灯泡，
并且经常停电，每一家的堂屋里，肯定安
装两个灯泡，一个60瓦的，是来客吃饭或
有什么事情用的，平时还是用一个 15瓦的
灯泡。读书人的待遇起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虽然说依然不敢经常熬夜，但适当的
时候，煤油灯和电灯兼用，还是可以熬夜
写东西学习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稳健，银
山畈的人家用日光灯代替了昏暗的白炽
灯，家家户户亮堂堂的，家长们再也不用
担心孩子们点电灯学习了，反而要求孩子
们挑灯夜战。一到夜晚，郁郁葱葱的山村
里到处闪耀着星星般耀眼的灯光。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的召开，随着习总
书记要求在2020年全部脱贫的战略目标
稳步推进，现在的银山畈，家家户户亮起
节能灯不说，连以前漆黑的街道上，都有
了一盏盏太阳能路灯，雪白的路灯杆顶着
太阳能板，如一株株挺拔的玉树矗立在街
道两边，在漆黑的夜晚，把这个掩藏在崇
山峻岭中的山村明珠，装扮得璀璨夺目！

山野乡村的那盏灯，折射出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老百姓的幸福生
活，此时的灯，已经再也不是蜷缩在斗室
之内的微光，而是走出家门、来到广阔的
天地，承接那来自九天之上的光芒，照亮
在人民的心间！

适逢周末清晨，回到老家霍邱县龙潭镇的乡下，徜徉在农
村田间地头，闻着夹杂着泥土芬芳的清新空气，望着如绿色地
毯般的秧田，一身疲倦顿时全消，走到稻田中间的田埂上，好
好地欣赏这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绿色画卷。

我从小就生在长在乡下农村，对于水稻、麦子这些农作物
自然再熟悉不过了，之所以对其陌生，那是因为自从参加工作
后，我就没有下过地干过农活了，也就没有再近距离与这些农
作物打交道。

80年代、90年代初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限，农民们大
都靠一亩三分地过活，插秧、割稻、种麦、收麦等，对于我们
这些80后的农村孩子来说，大都干过。看着这长势喜人的秧
苗，我想到了插秧，因为只有将秧苗仔细地插进水田中，它才
能茁壮成长。

30余年前的80年代，栽秧的时候，首先要把田地整理
好，用牛犁田、耙田，放水，然后再到秧田里，坐在秧马上拔
秧、扎秧、挑秧、甩秧把子，在做好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
才能开始插秧。

想到当时的插秧，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
候，适逢周末或是节假日，我和大人们一起挽起裤腿，赤脚下
到水田中，拿起秧把，拆开捆秧的麦草或是稻草绳，左手拿着
一大把秧苗，右手拿着一根秧苗，弯下身子，面朝黄土背朝
天，把秧苗插到泥土里，插到手臂长范围内的距离后，再退步
继续按排插秧，就这样一直退到田尾，再从田头开始，直到一
块田栽完，再跑到另一块田继续。期间，我想到课本上学到的
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更加深了对这首诗的理解，让我
终生牢记勤俭节约，爱惜粮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工业化和农
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也在提高，农民们纷纷购置了东方红拖拉
机、手扶拖拉机，代替了过去用牛耕作，用架子车拉运农作物
的年代，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减轻了劳动力付出，加之
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农民们收成更好了，生活水平更高了，
干劲也更足了。

粮食是农业的基础。进入200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
业产业化的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条件得到
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土地整治让高低不平的田块连成一片，改
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土地质量和利用效率；农机购置补贴让
机械化程度低的农业装备结构得到改变，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
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农田水利建设让靠天吃饭的局面得到明显
改观，增强了防灾抗灾能力和灌溉保证率及灌溉用水利用
率……

时下，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投
入力度持续加大，加之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村公路硬
化了、生活用水干净了、住房条件改善了，农业生产现代化水
平提高了，农业农村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民生活更加幸福，
乡村文 明 焕发新 气
象，我的家乡正谱写
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
兴的壮丽篇章。

产业扶贫 分红增收
本报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王娟球

油茶成为脱贫“摇钱树”
卢贤傲 韩太聪 本报记者 谢菊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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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农村新变化
舒 通

很多人不知道，“斛”是什么。
斛，是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

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斛源于敕勒族，出自古敕勒族斛律

部族，属于以部族名称汉化为姓氏。据
史籍《姓氏考略》记载:斛姓为斛律、斛斯
等复姓所改，而斛律、斛斯均为南北朝
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姓氏，后来才逐渐
改为单姓斛。

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
斗、斛(石)、釜、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
石相通。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
制，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为一斛。

斛呈直口直壁的圆筒形，平底，腹两

侧各有一柄。《汉书·律历志》：“量者，
龠 、合 、升、斗 、斛 也 ，所 以 量 多少
也……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
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1976年6

月1日国家计量局度量衡史小组用小
米测得容量为20420毫升，当属汉代
斛一级的量器。

大别山区最常用的量器是斗和
升，量米时一升米一公斤(农村人叫两
市斤)，一斗米是十公斤(也就是20市
斤)，合是最小的量器，是升的十分之
一，斛是大的量器，量米时一斛为五
斗(也有演变为两斗的)，五斗也就是
五十公斤(100市斤)，也叫一石。

游客常参观位于金寨县金禾农业生态园里的农
耕民俗文化馆藏品之“斛”材质为木质铁箍，高48公
分，口径23公分，底径33公分，最大胸围118公分。斛
的正面文字“制斛”及火印；背面文字“光绪辛丑年/敦
德堂”。辛丑年为公历1901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
至2019年此藏品历史已达118年。

另一藏品“斛”的材质为木质铁箍，高30 . 15公
分，口径18公分，底径29公分，最大胸围93公分。圆筒
形，平底，腹两侧各有一柄。共有三道铁箍，分底口、
上口、胸部，正面有8字形铁提款，此处还有铁质标志

符号，上是日(太阳)、下是月(月亮)。文字
有“戊辰年黄长顺置办”，“黄长顺”是清朝
经商者的名字，也是堂号，经考证，相对应
的公历年份是 1868年，至2019年已经251

年。
该馆藏品中的斛，还有一件，同样是木

质铁箍，高31公分，口径19公分，底径38 . 5

公分，最大胸围93公分。无柄，有铁提款，并
有文字“光绪拾贰年/黄及三办用”，光绪十
二年是1886年，至2019年已有133年。

旧时量器：斛斛
漆 威 文/图

山山野野乡乡村村的的那那盏盏灯灯
赵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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