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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六局四公司项目部精准扶贫侧记

厚植汉苗情谊， 帮助村民脱困

前不久，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
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 步履蹒跚地走
进了中铁十六局四公司都安T5标项目
驻地， 远远看到项目负责人吕耀宗从
办公室迎出后， 满脸褶皱的脸庞瞬间
溢满了笑容。 她紧走几步一把拉住了
吕耀宗的手， 忙不迭地将篮子里的桃
子塞进他手中， “这是给员工们的一
点心意， 感谢项目部对我们的帮助！”

这位老大娘姓韦， 是王司镇桃花
村的村民。 去年9月， 正值丰收季节的
桃花村里， 层层叠叠的稻田像金色的
瀑布， 让村民们乐开了怀， 可韦大娘
却忧心忡忡、 眉头紧锁。 原来， 桃花
村主要以山地梯田为主， 大型收割机
进场操作困难 ， 只能通过人力收割 、
人工搬运。 韦大娘的老伴常年卧病在
床， 儿子迫于生计远赴千里之外的广
州打工 ， 稻子如果得不到及时收割 ，
一年白忙活了不说， 来年的粮食都成
问题。

都安T5标项目一班人得知这一情
况， 立即组织三名员工挽起裤腿、 拿
起镰刀、 走进田间地头， 用五天时间
帮韦大娘把稻子收回了家。 “十六局
到我们这里施工后， 给我们村民办了
很多幸福事。” 韦大娘告诉笔者， 项目
部不仅保住了她家当年的收成， 而且
还先后帮助20余户困难村民收割水稻。
看着满满的收成 ， 闻着醉人的稻香 ，

村民们笑了， T5标人乐了， 项目部与
村民的心拉近了。

据项目部总工程师陈宜蒙介绍 ，
王司镇桃花村为苗族村寨， 因位置偏
远、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村民们思
想保守、 经济落后， 是黔南州都匀市
出了名的贫困村。 四公司都安项目部
上场后自觉承担央企责任， 将 “厚植
汉苗情谊， 助力村民致富， 建设央企
品牌”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采取各项
扶助措施帮助村民解决难题、 脱贫脱
困。

助力村民致富， 提升幸福感

2018年农历四月初八 ， 桃花村即
将举办大型民俗文化活动 “苗族风情
节”， 该项目部主动提出义务帮助村里
硬化活动场地。 由于时间紧迫， 项目
负责人吕耀宗带领现场技术人员冒雨
进行实地勘察、 制定施工方案， 出动
吊车、 装载机等机械， 经过五天加班
加点施工， 给村民建设了一个开阔的
活动广场， 并在活动当天抽调10位职
工在现场做交通疏导。

“十六局人的大力帮助， 提高了我
们的幸福值， 这份情谊我们要铭记在
心。” 村主任龙国琪在现场发言时代表
全村表达感谢之意， 并邀请项目部多
名职工共同参与此项活动 。 据了解 ，
该项目部上场以来共帮助该村参与
“四月八” “六月六” “九月九” 等苗
族风情节民俗活动设施建设12次， 并

帮助加宽了6公里的村道。 便利的交通
吸引了各县市苗族游客1000多人来村，
每次活动村民们都通过售卖农产品及
特色小吃增加收入5万余元。

扶贫更要扶志扶智。 由于该山区
土壤贫瘠， 人均耕地面积少， 耕种能
为村民们带来的收入少之又少， 而且
农闲时节的大量劳动力赋闲在家， 无
形中造成了资源和收入浪费， 项目部

秉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理
念， 引导他们走出单一的刀耕火种的
从业方式， 为40余位贫困村民提供力
所能及的工作岗位。

特困户村民龙国金到项目部打扫
卫生后， 每年的经济收入增加了4万余
元， 家里修缮了房屋， 改善了居住环
境。 贫困户韦老高在项目部帮厨后，家
里不仅购买农耕机械，还添置了洗衣机
等家用电器， 大大减轻了生活负担，提
高了生活质量。 如今， 他们逢人就说
十六局帮他们过上了幸福好日子。

产业扶贫是精准脱贫的治本之策，
都安项目一班人把握这一国家政策 ，
优先采购当地村民们的绿色蔬菜、 香
猪肉等农副产品， 使得村民们的农产
品有了更多的销路。 据了解 ， 都安高
速T5合同段自2018年5月份起， 每月在
村民养殖试点采购香猪及香猪产品 、
绿色蔬菜、 绿壳鸡蛋、 生态茶叶共700
多斤， 100多户村民由此受益， 每年获
得收入6万多元。

如今的桃花村已非昔日 ， 阔朗明
亮的砖瓦房， 宽敞整洁的小广场， 平
坦通畅的水泥路， 让村民们的幸福感
越来越高， “这都得益于国家的好政
策和十六局的帮扶。” 村民们为该项目
部的真情扶助点赞， 并为该项目的施
工生产大开绿灯。 据悉， 四公司都安
T5标在半年多的有效施工期内， 实现
了全线31个标段开工最晚、 进度名列
前茅的目标。

雇佣当地村民打扫施工便道

九月九地方民族文化表演

开辟活动场地

为为桃桃花花村村拓拓宽宽村村道道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都匀市王司镇桃
花村为苗族村寨， 因位置
偏远、 交通不便、 信息闭
塞， 这里经济落后， 是出
了名的贫困村 。 2017年
10月， 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都安T5标项目进入当地
后， 自觉承担央企责任，
将 “厚植汉苗情谊， 助力
村民致富 ， 建设央企品
牌”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采取各项扶助措施帮助村
民解决难题、 脱贫脱困，
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与肯
定。 职工们的扶贫行动不
仅提升了当地农民的幸福
感， 也促进了项目部工程
进度， 实现了名列前茅的
目标。

助力村民致富 搭建双赢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