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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领头雁

■ 本报记者 马珂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乐东黎族自
治县大安镇礼乐村村民卢亚中的家，
一点也不过分。妻子几十年的“怪病”
拖得这间小小的瓦房里，几乎只剩下
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已经旧得掉渣的木
柜子。

“一个人有病，一家子受罪。”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普通家庭不可
言说的“痛”。

在省内，像卢亚中这样因治病挣
扎在贫困中的家庭有1万多户，涉及
人口超4.96万。近期，省卫计委组织
开展调研，为贫困患者建档立卡。精
准的健康扶贫正在加快步伐，向贫困
患者家庭走来。

自付医疗费
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海南今年
有501.43万人参加新农合，参合率达
98.17%，已连续8年达95%以上。人
均筹资由470元提高到540元，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已实现即时结算报销。

“可是一旦涉及到重病、慢性病，
报销外的自费部分对于一些家庭而言

依然是沉重的负担。”参与因病返贫因
病致贫调研的省卫计委财务处处长吴
桂珠说道。

在调研过程中一户家庭让吴桂珠
和其他参与的同事们记忆犹深，甚至
有的人还掉下了眼泪。

“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是地中海贫
血，男主人有病卧床，女主人有比较严
重的妇科病，一家人目前没有劳动力，
有病也不敢治。”吴桂珠说，现行的医
疗保障和救助恐怕都很难解决这个家
庭的问题。

卢亚中的妻子在30年前突然四
肢无力，从此便瘫在了床上，至今全身
肌肉都已经萎缩。

“家门口的小医院看不了，就带她
到大医院看，省里的医院看不了，就带
她去广州看，家里的那点钱都折腾完
了，想看也没得看了！”卢亚中说起这
些无奈地摆了摆手，他说因为家里经
济条件实在支撑不起，在后来的20年
里，他也只能这么眼巴巴看着老伴儿
瘫在床上，自己也要留在她身边照顾，
没办法外出打工。

“我们看到太多来了医院，却治不
起病，只能回家熬着的患者，心里真的
不好受。”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孙羽1990年参加工作，类似于甲状腺

肿大十几年没钱治病的患者他曾在调
研时发现很多。

惠民医院
探索特困群体健康扶贫

“看到了看到了！”7月 13日中
午，五指山市内省二院、海南省慈善惠
民医院五官科病房里传来一位吴阿婆
兴奋的声音。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阿婆吴琼荣
今年79岁了，因为患有严重的白内
障，又是低保户无钱医治，近6年来，
她一直生活在一片浑浊的世界里。7
月初，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
子的村子，来到五指山接受惠民医院
免费治疗。手术后，恢复视力的吴阿
婆抓着护士的手，边笑边流着眼泪。

2009年针对我省中部地区困难
群众和少数民族同胞“看病贵、看病
难”问题，省民政厅联合原省卫生厅在
五指山市省第二人民医院创立了海南
省惠民医院。2010年，海南省惠民医
院更名为海南省慈善惠民医院。医院
主要为五指山、琼中、白沙、保亭、乐
东、昌江和陵水等中南部7个少数民
族地区的特困群众提供慈善惠民医疗
救助服务。

“不限病种为城乡低保对象、农村
五保对象、优抚对象和市县政府确定
的其他特困群众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慈善惠民医院院长陈仲介绍。

资金来源方面，除去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支付费用，特困人群的自付
费用85%由民政基金解决，15%由医
院承担。据了解，这种全部免费治疗
的“惠民模式”医院目前在国内是唯一
一家。医院挂牌至今，已经免费救助
惠民病人2.12万余例。

除此之外，陵水从5年前就开始
了有关“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的探
索。今年4月，陵水修订了《慈善会重
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专业委员会基金
管理办法》，贫困家庭就医在基本医疗
报销、民政救助后付费达到3000元的
即可再救助80%，这不仅降低了起付
线，还提高了报销比例和封顶金额，进
一步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缓解了群
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大问题，进一
步发挥出医疗救助体系的“兜底”保障
功能。

建档立卡
救治因病致贫返贫人口

据了解，此次省卫计委联合省内

民政与公安部门对因病致贫、返贫的
人口进行了调查，总人数约 4.96 万
人。目前省卫计委根据调查情况拟
了《海南省健康扶贫工程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报省政府。

“总体思路是我们要更加精准
地对这类贫困患者提高医疗保障
水平，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并且对
患大病和慢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
进行分类救治，每人建立一份健康
档案，建立贫困人口健康卡，对重
病、慢性病患者进行跟踪随访，让
他们的病情不再加重经济负担。”
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也正在与民政厅协调研究，将惠
民医疗的救助范围扩大至全省贫
困患者。

“除此之外，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基层，进行精准治疗，提升基层
医院的诊疗水平，大力开展孕前优
生优育检查也是减轻贫困患者治疗
负担必不可少的途径。”该负责人
说，健康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省
内贫困地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得到及时
有效救治保障，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超4.96万，我省将建档立卡实施分类救治

健康扶贫为贫困患者“对症开方”

■ 本报记者 刘贡 刘梦晓
见习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黄祥

立秋后，定安县龙湖镇桐树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宁找到村中
党员莫淋商量说：“我看，香芋南瓜今
年还得接着种。”

去年，陈宁和莫淋两人自掏腰包
为村民摸索种养殖经验，但他们种香
芋南瓜亏了不少，今年种不种两人意
见相左。而在桐树村，像他们这样，
党员担风险自掏腰包探索成功后向
村民推广的种养殖项目不少。

在党员干部的带头下，桐树村用
了10年时间，从曾经的村道泥泞、村
庄破旧、吸毒成风，到如今的道宽路
平、新房林立、村民面貌蓬勃向上，摇
身变成远近闻名的致富村。

党员示范 学得技术再推广

“咩咩咩……”8月10日午后，桐
树村牧羊乐园的羊群沐浴着阳光，咀
嚼着新鲜牧草，羊舍干净整洁。“我们
每天给黑山羊喂食两次，还会加入一
些玉米饲料。这样养出来的黑山羊
才长得快，肉质好。”曾经生活贫困的
养殖户王育，如今成了养羊“土专
家”，而这些养殖技术都是从本村党

员那里学来的。
王育自2015年底加入桐树村天

堂山黑山羊饲养专业合作社，除了和
妻子日常看管羊舍的收入，去年年底
额外得到3000元分红，日子逐渐好
了起来。

桐树村“两委”7名党员干部牵头
成立的天堂山黑山羊饲养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2013年12月，以“村委会+
合作社+困难户”的扶贫模式，鼓励困
难户种植牧草、养殖黑山羊，带动农
民致富增收。

合作社创建之初并不顺利。陈
宁与支部党员每人出资10万元，凑
齐80万元盖羊舍，并在政府扶持下
购入 89只种羊。由于缺乏养殖经
验，仅仅两个月种羊就死了一半。

心痛之余，陈宁与支部党员们没
有就此气馁，自掏腰包将病死山羊拿
到省里去化验，再到琼海、万宁等黑
山羊养殖户家里取经、学习养殖技
术。一年后黑山羊养殖基地逐步走
向正轨，陈宁才号召村民加入黑山羊
养殖合作社。

目前，全村共有黑山羊养殖户
44户，存栏量1600头，年出栏量近
2500头，仅此一项年收入达125万
元。通过出租土地种植牧草，到合
作社务工，在合作社帮扶下养殖黑
山羊等方式。2015 年，合作社共
帮扶困难户 34个，户均收入逾 3.6
万元。

真情感化 扶贫先扶智

在龙湖钢材加工厂里，桐树村委
会居丁村村民冯雪升（化名）和15名工
人正忙着将钢材压成折叠状，豆大的
汗珠从他们的脸颊上一串串地滚落。
这15名工人中有9名曾是吸毒人员。

1990年，冯雪升与弟弟双双染
上毒品。那时候，桐树村吸毒成风，
偷盗、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时
有发生，连犁头上的铁都会被人偷去
换几元毒资。到2013年，桐树村204
户村民中就有49名在吸毒。陈宁改
变了冯雪升正在下坠的人生。

2006年，陈宁带着冯雪升到上
海戒毒，又通过朋友安排冯雪升在
上海工作。“那时候，陈宁并非党员
干部，身上也不宽裕，但路费、戒毒
费都是他掏，比我亲人还亲。”冯雪
升后来在上海做了2年物流，自己开
了3年水果店。2010年，店面到期，
冯雪升回乡创业龙湖钢材加工厂，
桐树村党支部、村委会又为工厂的
贷款提供担保。

全村的吸毒人员都得到过陈宁个
人的戒毒资助。陈宁担任村干部后，
组建村巡逻缉毒小队，与多名吸毒人
员签订戒毒协议，帮助30多名吸毒人
员成功戒毒，继而帮扶他们创业就业。

“陈宁人好！”问及陈宁为什么这
么做，村民们的回答一致。

多业齐发 美丽乡村展新颜

桐树村传统产业以种植水稻、橡
胶、槟榔，养殖黑猪、鸡鸭鹅为主，效
益不高。近几年，在桐树“两委”党
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下，全村积极开
展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渠道不
断拓宽。除了发展黑山羊养殖业和
生态养殖业，桐树村开始引进高效
牧草、山柚、珍贵苗木以及香芋南瓜
等特色种植。

陈宁和莫淋种香芋南瓜的初衷，
是想把莫淋猪场的沼液利用起来，将
荒地变成沃土。2015年10月，桐树
村坡依村民小组的110余亩土地上
播下了广东韶关一家公司提供的南
瓜种子。该公司还提供技术，保底价
收购，达到标准将销往香港。

一季南瓜种下来，陈宁亏了8万
元。陈宁认为是气候和种植时机的
原因导致低产。莫淋却认为这片土
地的灌溉条件不到位，没有前景。“打

‘田头井’可以解决问题。”陈宁坚持
认为。

如今的桐树村，“村党支部＋合
作社＋困难户”模式成为扶贫特色，
130亩集体土地租赁的“书记项目”
成为党建扶贫的品牌。今年，桐树村
投资500万元建设的农家乐田园休
闲度假区即将面向大众开放。

（本报定城8月29日电）

定安桐树村从吸毒村变致富村：

党员自掏腰包种出脱贫“实验田”

8月24日，在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大平村委
会大边村民小组，养殖户抱
着黑山羊笑得合不拢嘴。

2015年开始，琼中湾岭
镇开始实行党建扶贫模式，
大边村民小组在大平村委会
党支部指导下成立富民养殖
专业合作社，从事黑山羊养
殖、牧草种植、有机肥生产和
销售等业务，致力于提高农
民收入，服务周边村民，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养殖黑山羊
脱贫喜洋洋

三亚饮水工程
解贫困户饮水难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见习记
者许世立）今年三亚确定的精准扶贫
政策中，基础设施建设是帮助北部山
区村民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记者从
三亚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北部山区
饮水安全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预计
2018年9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今年三亚市确定的114
户帮扶贫困户，大部分集中在交通不
便、水资源匮乏的北部边远山区。

临高7个村
整村推进精准扶贫
今年计划脱贫1万人

本报临城8月29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记者从临高县
获悉，今年临高将继续深入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实现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目标，完成临城镇文新村、头星村等
7个村的整村推进工作。

据了解，2016年临高将完成新一
轮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建立
全县扶贫信息网络系统。

临高县从地方财政资金中专门安
排2000万元作为扶贫生产发展资金，
主要用于扶持、引导一批龙头企业到
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帮助贫困地
区农民找准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支柱
产业。

■ 见习记者 许林 本报记者 邓海宁

“在大山里觉得读书不重要，现在去了城市
读书，再回来看看三派村，真正开始觉得要努力
学习改变家乡面貌。”家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三派村的19岁女孩张菲说道。

受益于昌江教育扶贫移民计划，2008年6
月小学一毕业，张菲就和姐姐张漂一起，从乡里
的小学来到县城的昌江民族中学就读。现在张
菲是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
9月开学就要上大二了。

王下乡是海南省最贫困的少数民族乡镇，
2006年之前，全乡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
的80%以上，当地学校初中毕业生连续15年没有
人考取普通高中。这似乎是个“死循环”：受教育
程度低导致贫困，又因为落后而认为“读书无用”。

“2006年秋季，县委、县政府改变扶贫思
路，把王下乡271名初中生整体搬迁到县民族
中学免费读书。”王下乡副乡长林克爱告诉记
者，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山寨接受县城优质教
育。只要是适龄的本地户籍学生，都符合教育
扶贫移民的条件。

“教育扶贫移民充分考虑适龄学生的实际
困难，实施‘包吃、包住、包入学’和医疗费实报
实销的惠民政策。”林克爱介绍，这让家长们打
消了顾虑。 （本报石碌8月29日电）

实施教育扶贫移民10年

王下乡932名
“山里娃”城里上学

昌
江

■ 本报记者 郭萃 通讯员 刘伟

8月26日中午12时，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
精准扶贫产业帮扶服务队的“管家”吴坤秋、王
为雄冒着烈日，赶到东谭村委会坊门村贫困户
蔡汝平等人的养殖场，免费进行防疫、消毒，同
时也送来了防疫药品。

在坊门村，有5家贫困户，每户都有一位这
样的管家，为其提供一对一“定制式”服务，蔡汝
平便是被帮扶的对象之一。他说，“这些‘管家’
从生活、养殖、医疗上都会给我们提供指导和帮
助。”不仅如此，“管家们”还积极鼓励贫困户一
起搭伙进行牛羊养殖共同脱贫。

在“管家”的支持鼓励下，5个贫困户一拍
即合，决定把帮扶责任小组准备送来的牛羊放
在一起管理，蔡汝平打理出自家的2亩荒地作
为集体养殖基地，有过养殖山羊经验的蔡甫汉
帮大家做技术指导，5家人分别轮流看管。“有
地出地，有力出力，共同管理，共同收益。”养殖
场开启后，大伙儿干劲十足，可养殖场的防疫工
作成为了蔡汝平等人的心病。

扶贫“管家”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从5月到
现在，他们每周都会过来养殖场，进行消毒防疫，同
时告诉我们如何养殖。”蔡汝平告诉记者，“有了‘管
家’的帮助，我们可以放心地养殖了。现在养的60
只羊和5头牛都长得很好，很快就可以有收入了。”

据了解，为了精准配置帮扶资源，发挥干部
最大能动性，遵谭镇委镇政府积极联合卫生院
医生、中小学校老师以及组织镇村防疫员、农技
检测员等参与“精准扶贫贴心服务小管家”，组
成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医疗卫生、危房改造、社
会保障等5支服务队，为贫困户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龙华区遵谭镇：

村里来了扶贫“管家”

■ 见习记者 郭畅 通讯员 王丽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黎凑村，近年
利用村周边8800多亩热带雨林优势，林下种植
南药益智，去年仅这一项增加人均纯收入1万
元，变成了该县名气最响亮的“益智村”。

一进黎凑村，村民小组长王国仁指着村口
一栋漂亮的洋楼说：“瞧，这就是‘益智楼’，这栋
楼的主人村民王思伟，盖楼所花费的60万元均
来自益智收入。”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王思伟家200亩益
智，是三代人坚持培育的结果。“我爷爷从1983
年开始种益智，那时一斤益智卖几毛钱，家里只
种有二三十亩。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益智的价格
慢慢涨起来，爸爸也跟着爷爷一起种。”王思伟
说，到他这一代，益智面积更大了。

益智价格年年看涨，2010年每斤20多元，
如今已是每斤40多元。村民看到王思伟家种
益智赚了钱，也纷纷开始种植益智。王思伟去
年光卖益智苗就挣了6万元。

如今，黎凑村73户种植益智，收获面积
4078亩，年产值达489万元。林下，漫山遍野
的益智如给大山覆盖上了厚厚的绿毯。

王国仁说，今年村民们要主推“益智蜜”产
品。吸收益智花粉形成的蜂蜜叫“益智蜜”，将
其与晒干后的益智果炒在一起，有极好的去火
消暑作用。 （本报营根8月29日电）

黎凑村林下种南药

种植益智拔“穷根”
琼
中

海南省慈善惠民医院已经免费救助惠民
病人2.12万余例，除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

付费用，特困人群的自付费用85%由民政基

金解决，15%由医院承担

我省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家庭有 1万多户，涉

及人口超4.96万

健康扶贫目标：到2020年省内贫困地区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保障，因病致贫、返贫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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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帮扶学生4959人

“教育扶贫移民”工程实施近十年来

◆王下乡有932人
走出大山去城里上学

◆108人实现了大学梦

◆824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