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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司玉 王聘钊

住上新楼房，走上水泥路，在家门
口干一份挣钱的工作，这是定安县龙门
镇石坡村曾经的贫困户郑明清多年的
梦想。就在今年，他搬进了刚装修好的
两层楼房，用电脑打理着自己的生意，
从此，“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生
活成了历史。

村中从到处都是破旧瓦房变栋栋
楼房耸立，橡胶林从堆满落叶变处处肥
鸡觅食，泥泞小路变整洁村道，外出打
工的人们又重返家乡谋生……如今，定
安县龙门镇石坡村处处生机。

这个贫困山村巨变的秘密是什
么？日前，记者走进石坡村，探寻扶贫
解困致富的密钥。

准 找准产业鼓起腰包

“2000 年，石坡村人均纯收入是
1360元，2010年才刚过2000元。”问起
以前的石坡村有多穷，村支书、村委会
主任莫家忠凭着记忆，给出这样一个数
字。

郑明清对这些数字有着更直观的
体验，贫困对他来说，是仍旧住在爸爸
用火山岩盖的老瓦房里，每每遇到台风
天时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

龙门镇西南部地处火山岩地带，半
丘陵的山区大部分都是石头地，石坡村
有325户，1300多人，辖区面积3.6平方
公里，全村耕地面积只有2256亩。常
年来，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水稻、
甘蔗、花生，可人多地少，日子总是紧巴
巴的。

变化发生在2011年。
“许多农村的事不是‘没办法’，而

是‘不了解’。扶贫办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召集老党员、村民代表一起摆龙
门阵、话家常，了解村里的情况，群众
的想法，村民的困难。”定安县扶贫办
副主任陈绵军告诉记者，能发展新的、
高效的产业固然好，但是，由于许多贫
困地区农民素质不高，接受新技术、新
观念比较难，在研究石坡村的产业扶
贫时，通过充分与农民进行商讨，根据
该村林地多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扶
持“林下养鸡”产业为这个贫困村“造
血”。

如何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接受这
个想法呢？定安县扶贫办的做法是：先
富带动后富，对原有的养鸡散户进行扶
持，以养鸡户的成功案例，来影响和带
动其他的老百姓。

瞄准了“靶心”，根据“一村一品”的
发展思路，力量便积聚而来。

定安县整合扶贫、畜牧、农技等多
个部门的政府资源，帮助石坡村成立富
隆、龙茂村、望八达等三个农民养鸡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始终坚持做到四个统
一：统一购买鸡苗，统一组织饲料，统一
防疫，统一销售等，有力增强了农民的
合作意识，有效带动了全村农民。而针
对贫困户，由扶贫办免费发放鸡苗、建
设鸡舍，解决投入难题。

“这片橡胶林就是我家联产承
包的，林下可以养鸡，鸡的粪便还可
以当肥料。”石坡村养鸡大户莫裕军
说，自从有了政府的扶持，他挽起袖
子大干一场。如今，莫裕军的养鸡之
路走得越来越顺，规模也越来越大，
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纯利润约
7万元，下半年约出栏 8000 只，按照
目前的市场行情，还能赚上个十万
八万。”

看到原有养鸡户挣了大钱，村民们
也开始跃跃欲试。在政府的扶持和养
殖户的示范带动下，如今石坡村家家户
户都养鸡，走上了规模化道路，其中，年
出栏量2000只以上的农户182户，其
中贫困户64户。2014年，石坡村肉鸡
出栏量达70万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
跃升至9123元。

“可以说，是这漫山遍野的鸡，富了
我们一村人。”莫家忠说。

精 开对药方改变观念

一只只羽色光亮的肥鸡悠闲地在
橡胶林下啄食，郑明清的弟弟郑明锋满
脸笑容，还有十几天，这2000多只鸡就
可以出栏了。“一只鸡能卖到每斤12
元，平均下来，每只鸡纯利润有十块多，
一年下来，少说能挣十几万。”郑明锋还
盘算着，再过不久，就可以盖一栋像哥
哥家一样的两层楼房了。

可几年前，郑明锋还是个买烟靠赊
账的穷小子。家里两三亩的薄田，除了
种甘蔗也没什么事做，穷到老婆丢下一
儿一女跑了。

2014年，定安县开展建档立卡工
作，通过实行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逐
级审核的方式，找出最贫困的人，在对
劳动能力、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识别
的基础上，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
定帮扶措施。在石坡村委会的办公室
里，记者看到了贫困户的公示材料，“由
村民监督，做到公平、公正、透明。”莫家
忠介绍说。

像郑明锋这样的贫困户，得到了重
点帮扶。莫家忠告诉记者，没有启动资
金，就利用好扶贫政策，向农信社、农业
银行等申请小额贷款，一个贫困户不
行，就三五户联保，由政府扶贫资金贴

息。再加上扶贫办发放的鸡苗、建的鸡
舍，郑明锋干起了养鸡。

“你看那钢结构的鸡棚，都是政府
帮我们建的，台风中几乎没有什么损
失。”郑明清指着远处，橡胶林里新建
的鸡棚结实稳固。2014年 3月，定安
县扶贫办利用中央扶贫资金，投入
68 万元建设 94个钢结构养鸡棚。现
在，石坡村80%的养殖户都用上了改
建的钢结构鸡棚，大大提高了抗风抗
灾能力。

除了资金上的投入，技术培训也
是一个接一个。因为初涉养鸡产业
没有经验，郑明锋的鸡苗死了不少，
定安县扶贫办就把农技专家请到村
里给养殖户们上课，“什么样的鸡病
该吃什么样的药，老师们讲得一清二
楚。”郑明锋说。记者了解到，仅2014
年，石坡村就举办了4期培训班，参与
培训人数493人次，农民实用技术提
高明显。

令人欣喜的是，产业上的改变，带
来了群众思想上的转变。在技术培训
班上，养殖户们争先恐后地提问，在镇
上的茶点，村民们讨论的不再是彩票，
而是交流养殖技术。“大家都把心思放
在了脱贫致富上，干劲儿十足。”这样的
变化，令陈绵军很是欣喜。

思想脱了贫，日子就越来越有盼

头。靠着扶贫办配备的电脑和办公桌
等设备，村里的养鸡专业合作社通过在
网站发布供货信息，搞起了网上销售。
不仅如此，石坡村还在定安县的扶持
下，打出“富硒鸡”品牌，经过包装的“上
树鸡鸡蛋”连续4年参加省冬交会，产
品供不应求。

变 整治村貌留住人

过去，扶贫工作像是“撒胡椒面”，
每个村都多少给一点，基础设施建设更
无从说起。2014年，石坡村被列入“整
村推进”示范村建设，定安县按照“设施
建设美环境、产业扶持促增收、文化扶
持增活力”的工作思路，加大扶贫、农
技、住建、林业等部门的资金整合力度，
投入近500万元，迅速改变贫困地区村
容村貌和生产生活条件。

随后，一股建设热潮在石坡村掀
起：3.45公里的村道硬化了，25个沼气
池建起来了，垃圾收集站也建起来了；
猪舍牛圈搬到了村外，20户危房也已
改造，此外，村民文化室、篮球场、舞台
等逐渐落成……“以前，村里没有个像
样的村民休闲娱乐区，现在建起了文
化广场，坐在这里休息一下，风景又好
又凉快，晚上还能和大家跳跳广场
舞。”石坡村村民王春荣对村里的变化
赞不绝口。

如今的石坡村，整洁的村道旁是一
栋栋崭新的小洋楼，文化广场乐声喧
天，农家书屋满藏诗书，村屯美化连线
成片……“大家都说，这哪里像农村？”
莫家忠告诉记者，以前的石坡村脏乱
差，年轻人并不愿意待，剩下的都是妇
女和老人，可自从“整村推进”后变了样
貌，年轻人逐渐回来了。

在山之源富硒农家鸡育肥基地，
记者见到了返乡创业的卢传亮。“过
去，村里都是土路，下雨一脚泥泞，到
处都是牛粪、猪粪，一不小心就要踩
中‘地雷’，污水横流、蚊蝇乱飞。”卢
传亮告诉记者，他十几年前就外出打
工，月薪已达7000元，可去年回乡时
看到村里的变化，就决定辞去广东的
工作，回到石坡村投资40多万元发展
养鸡产业。

卢传亮凭着新的思路和方法，把育
肥后的农家鸡卖到了20多元每斤，大
大提高了产值，接下来，卢传亮还计划
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下午的阳光依然炙热，走在石坡村
的村道林间，一群群富硒鸡自在踱步，
而闲置甘蔗地，已经种上效益更高的山
柚、花梨、沉香，茁壮的树苗充满生机，
就像村民越来越美的生活。

（本报定城4月18日电）

定安县石坡村找准产业、转变思想、改善环境，曾经的贫困村摘掉“穷帽子”

一套组合拳，打下扶贫攻坚战

海南农村奔小康 样本调查

记者手记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
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
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
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关注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 本报记者 赵优

多年来，国家每年都将扶贫列为重点工作之
一，各地也年年有计划、年年有资金 ，但许多地
方仍走不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出现资金
投入较分散，效果不够显著的问题。我省扶贫开
发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扶贫措施针对性
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明确等问题。

扶贫是场硬仗，也是必须打下的攻坚战，需
要多管齐下。要让困难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出路在哪
里？记者从定安县石坡村的经验来看，“集中扶
贫资金、集中扶贫对象、集中解决问题”的精准
扶贫，和以“环境整治、产业扶持、文化扶贫”三
驾马车拉动的整村推进，是整合扶贫开发资源
的有效实践。

“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
确保扶贫到村到户。”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扶贫新模式——精准扶贫。所谓精准扶贫，
就是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也不能用手榴弹炸跳
蚤。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
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
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
困地区。

摸清底数是基础。实施精准扶贫，首先要摸
清贫困人口，找准病灶。记者了解到，2014年，石
坡村按照建档立卡自上而下、贫困识别自下而上
的原则，以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的方
式，确保公开、客观、公平识别贫困户66户，并以
此为基础，识别情况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
帮扶措施，实现有效脱贫。

产业支撑是关键。确立什么样的产业来做好
扶贫的保障？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更是一个长远
性的问题。加强产业发展，就要做到扶勤不扶懒，
增强贫困户自身的“造血功能”，为脱贫探索一条
可持续的路子。就我省来说，多年实践证明，发展
种养产业是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可靠途径，可充分
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和致富能人的辐
射带动作用，建立以“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形式
的经济共同体，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找准适合当地
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以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
发展格局，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记者在石坡村采
访时发现，资金成了不少农民产业脱贫的“绊脚
石”，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应了解贫困农民资金需
求，降低贷款门槛，创新还款方式，进一步撬动小
额信贷资金积极投向贫困地区农村，破解贫困农
民发展经济资金紧缺难题。

自我提高是根本。首先要整治村容村貌。贫
困不贫困，可从村庄风貌上一看就知，这不仅是群
众生产生活的要求，也集中体现着脱贫之后的习
惯和行为方式。乡村整洁、卫生、美丽，是脱贫后
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其次，要革新思想观念。
大力开展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使贫困户发挥自身潜力，明白靠天靠地不
如靠自己，自觉参与扶贫开发，用自己双手、靠自
身力量拔掉穷根。

（本报定城4月18日电）

扶贫开发
要瞄准“靶心”

本报石碌 4月 18日电 （记者黄
能 通讯员钟潇虹）连日来，昌江黎族
自治县抓紧时间完善酒店接待条件，
搭建活动场所和各展区，以迎接即将
到来的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
三”主会场活动。

据悉，活动拟邀请各方嘉宾、参赛
队员、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1200多

名。目前，昌江有14家宾馆酒店获得
定点住宿接待资格，能够提供1080间
客房共1800张床位；有5家餐厅被设
为集中用餐点，可同时满足2000人自
助用餐。

在该县文化公园广场，黎锦屋和
苗绣屋的搭建安装即将完工。广场附
近的“三月三”活动特色商品展销区的

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美食
一条街的框架结构已基本完成。特色
商品展销分为A、B、C三个区共171个
展位，主要展销来自东南亚、香港、海
南各市县以及昌江各乡镇的特色商
品，包括花梨、沉香工艺品、藤凳、黎
锦、陶制品等，以及乌烈羊、霸王山鸡、
竹筒饭等特色美食。民俗体育趣味竞

赛活动目前准备就绪，届时将有8项趣
味活动精彩上演。

此外，文化公园内，工人正在积
极布展，昌化江畔木棉红全国摄影
展、书画奇石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海南少数民族风情摄影展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展将让人们更好地了
解昌江。

完善酒店接待条件，搭建活动场所展区

紧锣密鼓备战“三月三”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

记者今天从第七届海南书香节组委会获
悉，本届海南书香节主会场及各分会场活
动将于4月23日同时启动，不仅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并且覆盖全省的18个市县。

据了解，本届海南书香节以“共沐书香
培育悦读新常态”为主题，六大板块的100
余场活动，涵盖名家讲座、文化沙龙、征文
比赛、经典诗文朗诵、海南文化手绘比赛、
琼剧文化乡镇行等内容。其中，面向广大
社会群体、小学生、大学生的活动各十余
场，面向中学生的活动则多达20余场。不
同年龄阶段、读者层次等均能在本届海南
书香节中找到合适自己的活动。

此外，活动还将采取多种方式，走进学
校近百所、部队5家、监区3个、社区5个、
农家书屋3家，引导全民阅读。

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 覆盖全省

海南书香节
23日启动

受益于精准扶贫，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全村325户农民全部养鸡，年出栏肉鸡70万只，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4月18日，五指山市水满乡方龙村，一场黎族婚庆展示节目彩排吸引了众多
游客和村民的关注。海南“三月三”传统节日临近，五指山市正加紧排练各种精彩
的传统特色节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本报五指山4月18日电（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余军军）今天上午，五
指山市毛道乡欢庆2015年“三月三”
节暨摄影美术邀请赛活动正式启动，
在五指山市率先奏响“三月三”节日
的乐章。这里的群众表演了民族元
素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除此
之外，还有钓鱼、挑水、藤编等比赛活
动。

五指山市毛道乡位于五指山市
西南方向，距市区16公里，是典型山
区乡镇，毛道乡境内生长着青皮、花
梨、编制藤器用的红、白藤等其他许
多珍贵的乡土物种，还有保国河、昌
化河流经。毛道乡的合亩制文化和
奇草、异木、山川、田野、村寨等独特
的风景。

今天上午，毛道乡政府旁的运
动场上，挤满了来自各村的村民，她
们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在有

奖竞猜环节，一些村民还获得了意
外的惊喜。舞台不远处，还有数十
件精美的藤编物品展示，有篮子、簸
箕等，很多都是非常实用的日常用
具。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反映和
展示毛道乡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
民俗风情、焕然一新的乡村风貌和欣
欣向荣的集镇建设成就，提升毛道乡
知名度、美誉度，毛道乡在庆祝2015
年“三月三”节活动期间，还举办海南
五指山“美丽毛道、幸福家园”摄影美
术邀请赛活动。

据悉，4月18日-9月18日是摄
影、美术作品投稿时间，五指山市文
联、市摄影家协会和市美术家协会将
组织专家组对作品进行评选，在10月
1日前后在毛道乡人民政府网站及相
关网站公示邀请赛获奖名单，毛道乡
将对获奖作品进行奖励。

邀美术摄影映乡野风情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刘操）记
者今天从2015年全省福彩工作会议上
获悉，2014 年全年海南销售福彩 16.57
亿元，同比增长3.45%，筹集公益金3.92
亿元，上缴所得税1057.35万元，福彩人
均贡献排名全国第八名，为推进海南福
彩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
以来，全省累计发行福利彩票67.2亿元，
筹集公益金16.31亿元，资助建设福利项
目459个，极大地改善了我省福利服务
设施建设滞后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孤儿
优待资金短缺的状况，为老年人、残疾
人、孤儿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
物质基础。

去年海南福彩筹集
公益金3.92亿元

五指山

昌江
本报婺源4月18日电（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钟

礼元）今天上午，海口与婺源的旅游互动新模式在江
西省婺源县正式开启。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带着
由海口部分旅行社、景区等涉旅企业代表组成的旅
游促销团来到这里举办了主题为“交换春天，相约一
夏”的推介会，同时与婺源当地的官方旅游机构、景
区、旅行社签署了多项旅游资源互换协议，进行深度
的区域旅游合作。

按照双方签订的旅游资源互换协议，从2015
年 5月至12月，凡购买了婺源旅游通票的游客，
可以凭有效凭证（景区门票）在海口红树林乡村
旅游区、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园区等景
区享受门票、船票、温泉票等旅游产品的价格折
扣优惠。除了双方景区在营销上进行互换互动
外，海口和婺源还将合作推出“交换春天，相约一
夏”主题电商交易促销活动，并在各自电商平台
促销推广。

“‘交换春天，相约一夏’促销主题的提出是海口
旅游促销的一次创新，通过两地旅游资源互换促进
两个地域之间的旅游协作，形成市场共享，联合促
销、合作共赢的局面，推动两地旅游产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互换景区营销共拓市场

海口和婺源
交换春天相约一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