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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驻村扶贫女队长两封信里的山乡之变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组建“乡村振兴顾问团”
“……对付贫困最重要、最可靠、最有效的

手段是要靠自己辛勤劳动，靠自己积极参与……

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己动手建设家园，用顽

强的斗志和勤劳的双手赢取幸福安康的美好生

活。”

摘自贺百炼《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封
信（2018）》

“刚到四境村，我关于乡村的

美好幻想就被戳破了。”7月23日，

坐在四境村新村部的大厅里，贺

百炼向记者讲述了刚进村子里的

情景，还没走几步，腿上就被蚊

子叮咬了好几个包。四境村当时是

省定贫困村，距离市中心70 公里，

距离县城 50 公里，土地贫瘠，经

济薄弱，村子里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94 户 279人，光低保户、五

保户、残疾人就有 159人，“刚来

的几天，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

但在与村里人接触后，冷静下

来的贺百炼慢慢打消了退缩的念

头：“我一定要带领村民们脱贫致

富！”

第一步，她从村干部那里要来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资料，可是

“他们不会使用电脑，资料全部登

记在纸上，纸张容易坏、丢”。

于是，来四境村的头两个月，

贺百炼和扶贫队副队长赵杰重新

走访了村里所有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并将他们的资料录入到自己带

来的笔记本电脑中。同时，她还抽

空到长沙、株洲等地脱贫工作做

得好的村子进行调研、考察，学

习他们的经验。

经过考察

发现，不少贫

困户存在严重

的“ 等 靠 要”

思 想。 对 此，

贺百炼写下了

第一封《给贫

困户们的一封

公开信》，希

望他们主动作

为，改变命运。“我鼓励大家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养鸡、养

鸭，种植蔬菜，也希望在外工作的

人能够回来发展产业。”

同时，贺百炼决定成立一个“乡

村振兴顾问团”。她拜访了从四境

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以及湘潭县的

优秀农民企业家，希望他们为四境

村发展出谋划策，并利用现有资

源，带动村民发展，“听了我的来意，

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村里的

蔬菜种植大户杨兴国还为贫困户来

了一场“我的脱贫故事”宣讲会。

在贺百炼的支持下，不少村民

开始尝试种植葡萄和百香果，更有

不少贫困户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

地，养起了土鸡。“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农产品公司上门收购”。

为村民打造现代化服务村部

在改变贫困户观念的同时，贺

百炼也用实际行动改变村里的面

貌。“村里的水、电及路面等基础

设施已经基本完工。”贺百炼介绍，

村部是一个简陋的房间，很多设

施不完善，甚至有一次，市里的

医院到村部为村民们免费体检时，

电风扇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万幸

没有伤到人”。

为此，贺百炼希望建一个新的

村部，不仅村民们聚会办事有安

全的场地，而且可以建立图书馆，

让村民的农闲时光充满更多的阅

读氛围。

贺百炼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上级

部门的认同，如今在进村的必经

之路旁已经建起了一栋占地 480

多平方米的新村部。

有了崭新的服务大厅后，贺百

炼决定推行办公现代化，以更方便

地为四境村村民服务。“我刚来时

看到的贫困户资料都是纸质档，如

果有电子版，工作将会省事不少。”

“村干部们的电脑基础完全为

零。”贺百炼告诉记者，于是她手

把手教会村干部如何使用办公软

件，如何保存、浏览。

村妇联主席杨利华表示，自从

学会了电脑操作，她们办公方便多了，

“文件、资料都存在电脑里面，我们

就打开电脑就有了，还不用到处找”。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四境小学焕然一新……王艳娇的学费有了企业

接力帮助，还有部分学生获得捐助……”

摘自贺 百炼《 致 建 档 立卡 贫 困 户的 一 封 信
（2019）》

就在记者采访时，四境

村一位老人到新村部来为孙

女上交助学金申报资料。

老人名叫符志良，今年

70岁，他的儿子早年间去世

后，媳妇再婚。如今，他的

家中还有一个患有疾病的妻

子和即将上初中的孙女莲莲

（化名）。由于莲莲妈妈的经

济状况并不好，抚养莲莲的

压力就全在老人的肩上。

“虽然莲莲被评为低保

户，上学不需要学费，但是

生活费对于两位老人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贺

百炼得知这个信息后，立

即联系了湘潭市住建局和

其他爱心企业，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都为莲莲筹集了

3000 元助学金。。

村里的另一个孩子王艳

娇，2018 年考取了一所一本

大学，由于家境贫困，加上

2019 年，父亲又突患重病，

她的大学梦“岌岌可危”。

贺百炼一边为她进行“水滴

筹”，一边帮她联系爱心企

业，筹集到善款 1.7万元，解

了她家的燃眉之急。

一年来，贺百炼和驻村

扶贫队的同事们联合爱心

企业，已筹集善款近 3万元，

资助了4 名贫困孩子。

同时，贺百炼在市住建

局和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

下，为四境小学捐献图书室、

购买电脑、更换课桌椅，并

邀请知名教育专家为学生家

长授课，“主要是为农村的

学生家长传授一些比较新

鲜的教育理念，增加父母与

子女间的感情”。

为村里筹建卫生院

陈志科家是四境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之一，妻子患病，

陈志科因为耳朵丧失听力，

也只能靠卖苦力挣钱，他最

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副自己

的助听器”。

“一副稍微好点的助听器

需要两三千元，这对陈志科

来说，是不小的支出，他舍

不得。”贺百炼得知后，很快

申请到爱心企业支持，为陈

志科购买了一台助听器。有了

助听器，陈志科对生活充满

信心，很快找到新工作了。

如今，村里的贫困户在

吃、穿、住和教育方面的问

题正逐解决，贺百炼又带领

扶贫队和村干部开始关注医

疗问题。“目前，我们村子

在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支

持下，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的

卫生院，同时，四境村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享受凭身

份证在三医院免费诊疗（挂

号、床位等费用全免）待遇”。

或许不久的将来，一幅

山乡巨变的美景就将在四境

村呈现。

“陈志科有了助听器……三医院帮助我们在筹备

新卫生院；每户都有了家庭签约医生，购买了农村合

作医疗”。

摘自贺百炼《 致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封信
（2019）》

“四境村的新村部建成投入使用了，村里有了能容纳100多人的

大会议室，有了服务大厅、图书室……”

摘自贺百炼《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封信（2019）》

村民在新修建的
图书馆里看书

贺百炼到贫困户
家里了解情况

今日女 报 / 凤网讯（ 通
讯员 郑为）7月31日，中粮

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可华中公司”）

与苏宁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中可华中公司总经理郑

坚，湖南苏宁总经理窦祝平

及双方管理层出席签约仪

式。随后，双方进行“520 计

划合作伙伴”揭牌仪式。

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

携手在智慧零售、业务拓展

等领域建立更深层次合作，

线上线下相互融合强化，实

现双方资源共享，互惠共赢。

仪式当天，来自苏宁小

店的 30 名女店长们开启了她

们生动有趣的妈妈大学课堂

学习，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刺绣。

据悉，“妈妈大学”是

可口可乐公司针对全球妇女

开展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520 计 划”的一 个项目，

旨在通过零售商业技能培

训、经济资助和导师支持

等措施，在 2020 年实现 50

万中国妇女学习、成长，为

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创造更

多价值。

中可华中公司与湖南苏宁签约合作

7 月 23 日，湘潭市
湘潭县四境村的贫困户
家里迎来了他们的一对
一帮扶对象——湘潭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干
部，一起到达贫困户家
的，还有一张来自驻村
工作队队长贺百炼嘱咐
一定要转交给他们的红
色纸张。

今 年 45 岁 的 贺 百
炼是湘潭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的一名女干部，
2018 年 3 月， 新 一 轮
驻村扶贫工作展开，她
自告奋勇成为了湘潭市
湘潭县四境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那
张她叮嘱的红色纸张，
是她给村里 94 户贫困
户的第二封公开信。

透 过 她 写 的 两 封
信，可以看到一个乡村
正在发生改变的美好图
卷。

资讯

扫 一 扫，
分 享 不 一
样 的 扶 贫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