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长江日报讯（记者谭德磊 通讯员刘金
峰 方光红 实习生刘琪）10月17日，正值第
7个国家扶贫日，武昌区“消费扶贫月”汉街
市集在楚河汉街太极广场开张。来自武汉
市新洲区、江夏区，恩施州来凤县、宜昌市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等贫困地区的20多家精准
扶贫品牌商户现场摆摊，展销特色农副产
品，以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长乐蜜谷土蜂蜜产自五峰县柴埠溪大
峡谷，由山里散养的中华小蜜蜂采集成千上
万种野山花蜜酿制而成。我们的野生蜂蜜
色泽金黄，口味独特，纯净无染，被誉为‘蜜
之精品’，大自然中的‘黄金’……”展销现
场，五峰甜蜜谷家庭农场负责人向波涛热情
推介深山土蜂蜜，邀请市民品尝。

不远处，市民将来凤县的农副产品展销摊
位打了围。土猪肉、腊排骨、鲊广椒、野椿芽、香
椿腐乳……琳琅满目的深山土特产品成了抢
手货，大家纷纷下单购买。新洲区三店街展销
的龙丘瓜蒌，含有椒盐、奶油、五香等六种不同

口味，工作人员邀请消费者当场试吃。江夏区
现场展销刚采摘的砂糖桔，吸引不少市民购买。

洪湖藕粉、黄梅什锦豆粑、大别山黑木
耳、五峰土家腊味、新洲桃胶、藤茶香皂、黑
田园香米、媓鄂娘虾仁酱、羊肚菌……活动
当天，汉街助农市集共设置30个摊位，商户
现场展销的特色农副产品品类齐全、丰富多
样，货值达12万元，备受市场欢迎，产品销
售惠及当地贫困农户。

“消费扶贫打通了消费者与贫困户之间
的销售渠道，将质量好、价格优、特色强的扶
贫产品精准推向市场，实现产销主体的精准
对接，拓展了扶贫产品市场空间。”武昌区商
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以消费扶贫
助农市集为载体，整合全区对口扶贫与消费
促进活动，采取线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相结合
的方式，统筹资源推广销售扶贫产品，以消
费扶贫促脱贫攻坚，助力疫后重振。

据悉，“消费扶贫月”系列活动将持续到
10月底，为期半个月。

10月17日是第七个全国扶贫日，助力
消费扶贫，武汉消费扶贫专馆洪山馆正式开
业。自9月开业的武昌馆之后，这是武汉的
第二家扶贫专馆。

走进扶贫馆，货架上的产品琳琅满目，选
购的人络绎不绝。来自新洲的鸡汤、黄陂的
豆丝和蜂蜜、蔡甸的面条，都直接从扶贫企
业直送扶贫馆，省去了中间环节，让消费者
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好的产品，为扶贫企业
的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洪山区扶贫馆位于繁华的光谷商圈，
170 平方米的馆内陈列了两百多种扶贫产
品。销售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及小仓库三个
功能区分布井井有条。扶贫产品按照江夏、
新洲、黄陂、洪山、蔡甸等区域来划分，武汉
扶贫产品在馆内占比一半以上。除此之外，
还有市民喜爱的来自恩施、来凤、十堰等扶
贫地区的面条、茶叶、腊肉等商品。

洪山区扶贫馆由武汉市供销社所属子
公司武汉农村电商公司建设，是一家O2O

体验店。扫码支付，人脸识别，现代超市有
的，扶贫馆都不少。馆内的自助冰柜，陈列
着蔬菜、水果。刷脸开柜，拿取产品，关柜
门，自动按重量计算出价格，扫码或者刷脸
支付，全部过程只要一分钟。消费者还可以
扫码线上购买，线下取货，这种方式搭建扶
贫产品到消费者的最后一道桥梁，将消费扶
贫与“菜篮子”工程以及打造社区5分钟生
活圈相结合。

武汉市扶贫办负责人在洪山区扶贫馆

开馆仪式上表示，消费扶贫专馆专柜专区是
消费扶贫行动的重要创新。

目前，青山区扶贫专馆正在建设中。除
了“商超化”的消费扶贫专馆，武汉市还在机
关单位、企业的小超市、小卖部，开设消费扶
贫专区，并在街头巷尾布设无人值守的消费
扶贫专柜。今年底前，将建设 50 个专馆、
100个专区，布设1000个专柜。明年，专柜
数量将突破2万个。

（长江日报记者潘璐）

扶贫工作队来了，大半辈子挑水吃的村民吃上自来水
10月12日，长江日报记者驱车前往将军

山，沿着蜿蜒狭窄的盘山公路，经过1个多小
时的车程，抵达将军山村。深秋的将军山沿
途风景如画，山下是黄橙橙的稻田，山上金黄
的柿子挂满枝头，村庄一片宁静祥和。

65岁的董应山家住三组朝阳垴湾，去年
下半年通上自来水。他热情地邀请记者来到
后院，参观他家厨房新装的自来水和过滤设
施。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出，董
应山告诉记者：“我家的自来水经过净化过滤
后，水质很好，甚至可以直接喝。”董应山家祖
祖辈辈都住在将军山，从道观河水库引自来
水上山之前，村湾也曾小规模修过自来水设

施，但水质不好，水压也不稳定，要是遇上下
雨天，水都是浑浊的，还夹带着泥沙。

“精准扶贫改造农村安全饮水，对我们
真是好！现在吃水标准提高了，不管下雨下
雪，一年365天都不担心吃水问题，生活品
质芝麻开花节节高。”他高兴地说道。记者
看到，在董应山家的卫生间里，电热水器、淋
浴、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自从通上安全
稳定的自来水，家里需要用水的这些电器都
发挥了作用。

村民余良喜对吃水难记忆犹新。他回
忆，村里通自来水之前，村民只能从沟渠、堰
塘里挑水吃。住得远的村民需要在家里备几

个大水桶，每天走1公里多山路，挑水回家，来
回两三趟。有条件的地方就打水井，从高位
引流山泉水到井里，再用水管把水引到家里，
要是遇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因水流太小，水
管容易被冻住，甚至造成管道爆裂。

对于吃水难的问题，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员也感触颇深。武昌区公安分局长岗山村
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周锦先介绍，该村
通自来水之前，因水压不够，电热水器放不
出来水，连水管都被泥巴糊住了，成为了摆
设。队员们两年前驻村时，住在山上连澡都
没法洗，只能简单擦洗。为解决平时的生活
用水，队员们就开车下山，用矿泉水桶装好

水，再运送上山，管上一两天，每个星期要下
山拖两次水。

将军山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13个自然
湾。去年下半年，全村275户、1138名村民
均通上自来水。“村民从此告别靠天吃水，生
活用水有了稳定保障。”村党支部书记邹春
林说，自来水的水压稳定、水质更好，也不受
干旱、雨雪等灾害天气的影响，一年四季确
保24小时供应，让村民吃上“定心丸”。

“我家挑了大半辈子水吃。”65 岁的村
民余金华感慨，现在党和国家的精准扶贫政
策好，让住在高山上的村民也能吃上自来
水，享政策的福。

五级泵站引水上山，自来水“爬了150层楼”
“山区老百姓多年盼望解决吃水难题，

我们也急切地想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新洲
区水务局供排水科科长余得胜表示，地处新
洲东部将军山的将军山村、长岗山村、琵琶
垴村因地势高、交通不便，村民饮水困难，是
该区最后一批未被纳入自来水集中供水的
农村。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新洲区把这几
个偏远村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作为民生解
困项目予以立项，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政
策、资金支持。2018年，该工程方案获得市
级批复，市、区两级投入专项资金 1850 万
元，实施五级转压泵站和供水管网建设工
程，将道观河水库的优质水源引上将军山，
每级泵站提升高度约80—100米，五级转压
引水提升高差约450—500米。相当于自来

水坐上电梯，跨越150层楼。
区水务局介绍，此项工程共建设转压泵

站11座、供水管网超10公里，同步配建储水
水箱等供水设施。整个工程于2019年上半
年完工，实现了将军山上3个村600余户村
民户户通自来水，一户一表，抄表到户，享受
跟城区居民用水同等待遇。由于自来水全
靠泵站转压提升，据测算，泵站运转每年电
费约6万元，算上各项运营成本，每吨水的
成本约5—6元。而面向村民收取的水费依
然按照2元/吨的标准执行，其余差价由区
级政策给予补贴，让村民享受跟城区居民同
网同价。

据了解，将军山地势高、地形复杂，道路
陡峭、狭窄，作业面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
场施工，比平原施工难度更大。工程建设需

要的管道、混凝土、转压设备等设施、材料均
需要采用小型运输车辆运送上山。新洲区
林业、供电等部门也积极配合支持，解决管
道安装沿线场地腾退、林木修剪、转压泵站
运转供电等问题，为项目施工扫清障碍。

“作为武汉海拔最高村，将军山村集中通
上自来水，极大改善了当地群众多年‘吃水
难’的问题。这是事关脱贫攻坚的重大民生
工程，为巩固当地脱贫成果，带动贫困户脱贫
奔小康，过上好日子奠定了良好基础。”武昌
区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顺利推进，早日竣工投用，让村民喝
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武昌区驻村工作队在
做好产业扶贫等工作基础上，积极配合当地
有关部门，做好相关服务对接和施工保障。

武昌区法院将军山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第

一书记刘振华介绍，将军山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推进期间，武昌区驻村扶贫工作队发挥驻
村优势，配合新洲区水务、林业、供电等部门
及街道，帮助施工单位勘测供水管网上山线
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办理各类审批手续，
协调推进多级转压泵房选址、建设。他介绍，
每座泵房占地面积30-50平方米不等，修建
泵房需要占用部分村民的林地、土地。为确
保顺利施工，驻村工作队员们和村干部一起，
进村入户，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给村民做思想
工作，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为项目施工落
地创造了条件。施工过程中，村民们也积极
配合，有的甚至主动让出自家的地，为工程建
设出工出力，确保了饮水工程顺利完工。

（长江日报记者谭德磊 通讯员刘金峰
实习生刘琪）

帮扶单位带律师进扶贫村
为村民答疑解惑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周宇）“丈夫欠了赌
债，离婚时妻子要承担债务吗？”“篮球比赛中把对手撞
伤需要赔偿吗？”10月16日，市工商联、市委编办帮扶干
部走进对口帮扶村——黄陂区王家河街大雨尖村，开展

“扶贫日”走访慰问、送法律咨询等活动。律师苏利以案
说法，帮助村民了解民法典，并一一解答村民法律疑问。

村民吴先生替朋友咨询：张女士丈夫借债赌博，被
债主频频上门催讨时，张女士得知后决定离婚，那么，
她需要承担一定债务吗？苏利问答：无需承担。她进
一步解释，民法典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村民夏先生儿子在单位参加篮球比赛，比赛中因
争球碰撞，导致对手受伤，他询问对于对手的索赔要求
应如何应对？苏利告诉他，若无故意或其他特殊情况，
无需赔偿。“双方自愿参加篮球运动，意味着双方都有
接受该危险并自愿承担篮球运动潜在伤害风险的意
愿。民法典也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
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
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对损害的发生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帮扶干部表示，送法律知识进乡村旨在增强村民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法治意识，助力
法治村湾建设。

教育讲堂来到扶贫车间
教留守老人妇女教育孩子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娜 通讯员刘紫琳）10月17日
是我国第七个扶贫日,如今贫困户过得怎么样？生活
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上午9时，长江日报记者来到
黄陂罗汉寺街北新村，只见该村的扶贫加工车间两条
生产线忙碌运转，机器发出“嗒嗒”的清脆声响，几十名
工人熟练地制作包装盒。

北新村地处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最北部，是重
点贫困村。全村200余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33户，
贫困人口87人。2015年，硚口区教育局牵头负责的扶
贫工作队进驻北新村，开启了北新村的脱贫之路。

10月16日上午，硚口区韩家墩小学、崇仁路小学、
东方红CBD小学的名师走进罗汉寺街研子小学，让学
生们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教学体验。

2019年，驻村工作队在罗汉寺街道、村委会的共同
努力下，将村里的废弃仓库建成了1200平方米的扶贫包
装加工车间，让“村民”成为家门口的“上班族”。驻村扶
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张旭发现，车间工人多为留守老人和
妇女，文明生活、儿童教育等方面的知识较为欠缺。扶贫
工作队决定利用教育资源优势，邀请硚口区教育局下属
各学校到北新村开展“结对共建，文明北新”系列活动。

9月23日，北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亮早早来到扶
贫车间，认真听学硚口区长征小学老师邱丽芬教授的儿
童教育知识。“车间距离我家不过500米，不仅可以家门
口就业，还能照顾母亲，学习就业技能、家庭教育等知
识，对自己大有裨益。”杨亮告诉记者，他的母亲患有严
重慢阻肺，常年吸氧卧病在床。为了照顾母亲，2019年
5月，杨亮从广东回到了村里，开始在北新村扶贫加工
车间做工。如今，这个扶贫生产车间不仅是村民脱贫增
收的新渠道，还是他们接受文化教育的新场地。

扶贫工作队利用教育资源优势，在这里举办“硚口
教育大讲堂”。硚口区名师、特级教师多次到北新村上
课讲学，截至目前，教育大讲堂已举办30余场，有学生
讲堂、家长讲堂、党员讲堂，村民舞蹈培训、村民道德讲
座、国学讲堂等等，为北新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了解，2017年底，北新村实现整村脱贫，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都已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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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坐电梯”登上武汉海拔最高村

扶贫工作队多方奔走促成村民喝上放心水

武昌“消费扶贫月”汉街市集开张 深山土特产成抢手货

网红主播直播带货，线上展销扶贫产品。 长江日报记者谭德磊 摄

上图：武昌区法院将军山村驻村扶贫工作队进村入户，深入了解村
民用水情况。 驻村工作队供图

左图：将军山村村民董应山家中装了水龙头，喝上自来水。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

电商体验扶贫馆开业 自助购买价廉物美扶贫产品

（上接第一版）

长江日报讯（记者吴曈）10
月 17 日，是第七个全国“扶贫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
布关于表彰 2020 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的决定。卓尔控股董事长阎
志获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
献奖。

2020 年是脱贫攻坚进入决
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之年，为
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扬脱贫攻
坚精神，汇聚决战决胜磅礴伟力，
经严格评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决定表彰为脱贫攻坚作出
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今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设奋进奖、贡献奖、
奉献奖、创新奖、组织创新奖5个
奖项。根据获奖名单，湖北省共
有4人1单位获奖。

奉献奖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
生，表彰扶贫济困、甘于奉献，以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关爱贫
困群众，扶贫成效明显，受到社会
广泛好评的各类社会组织、非公
有制企业和公民个人中的先进典
型。

据悉，多年以来，阎志以积极
投身扶贫事业，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与贫困地区结成和
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创立“产业投资促进就业创
业，电商平台打造一村一品，资源嫁接培育特色产业，
扶贫基金托底教育医疗”的四位一体精准帮扶机制。

阎志带领卓尔企业以文旅产业切入产业扶贫，投
资逾百亿，在湖北黄冈、宜昌、孝感、咸宁等地布局一批

“农、文、旅、体、养”项目，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变成产业
优势，带动大量当地居民就业，助力贫困地区长效发
展。他组织实施“乡亲乡爱”精准扶贫行动，结对帮扶
湖北50个贫困村，助力特色农产品线上推广销售，培
育特色品牌，组织员工举办全省系列电商扶贫培训会，
为村民们普及电商知识。

阎志捐建了多所卓尔美好生活馆，设置书屋、综合
活动室、农村电商培训室等功能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
生活，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他积极助力教育、健康扶贫，设立卓尔爱佑贫困儿
童医疗救助计划，向孤贫儿童提供多病种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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