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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没有资金，就得厚着
脸皮去要，找企业、找政府，坐在办公
室里可脱不了贫！”在前不久的全省
新任第一书记示范培训班上，昌江黎
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头村驻村第一书
记杨葵的一句话，让不少“抱怨”产业
发展资金短缺的第一书记们沉默。

杨葵有资格说这话。
从2015年7月到水头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以来，正是靠他“厚着脸皮”
四处拉赞助、筹资金，水头村这个有
112户贫困户的昌江第一大贫困村，
才建起了规模化的养殖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的日子一天天变好。

“厚着脸皮”

走进村里
去年7月，当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决定派杨葵赴水头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时，向来服从组织安排的他想
都没想便走马上任。

水头村是个黎族村落，面对这个
外来的“毛头小子”，村民充满着排斥
与不服的情绪。“除了村民，咱们村

“两委”班子成员文化水平较低、能力
有限，能给予他的帮助着实很少。”水
头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宝忠感叹道。

要顺利开展工作，唯有与村民交
心。在与村民们交心的过程中，杨葵
了解到几户村民计划着成立山猪养

殖合作社，他“厚着脸皮”拉着9户贫
困户加了进去，成立了昌江第一家特
种山猪养殖合作社。如今养殖场里
700头的存栏量，已足够帮助这9户
贫困户脱贫。

“厚着脸皮”

走出村去
后来，杨葵在村里陆续推动成立

了霸王岭山鸡和黄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面对村里逐步发展起来的养殖产
业，资金和市场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
难题。

杨葵说，县委县政府、镇委镇政
府、企业、经销商乃至自己的派出单
位，都成了水头村的支持者。

就在前不久，受饲料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响，原本 40 元每只的
霸王岭山鸡以协议价收购，合作
社的收益呈下跌趋势。

眼见年底将至，杨葵又“厚着
脸皮”找到了收购企业。每只霸王
岭山鸡从40元涨到48元。连收购
企业负责人都感慨：“冲着杨书记这
股劲，这价格我们也认了！”而第一
批出栏的1400只山鸡，杨葵也发动
学校进行采购，为合作社带来了11
万元的销售额，坚定了村民们的脱贫
信心。

“厚着脸皮”

留了下来
如今的水头村里，村民们一见到

杨葵，总会提醒他注意养伤。今年3
月，杨葵在组织村里活动时不慎扭
伤，造成右腿半月板断裂，但忙于脱
贫工作的他却等到7月任满才决定
手术。

“记得动完手术时，大家都劝我
别干了，可我哪里能放得下呢？”杨葵
说，虽然怀孕的妻子明年4月就要生
产，而且自己腿脚暂时还不方便活
动，但在村子里待得越久，他留下来
的信念也就越坚定，而他也成为了全
省为数不多、主动提出留任的驻村第
一书记。

作为从学校里走出来的第一书
记，杨葵也关心着村里大学学子的学
习生活。在他的牵线下，海经贸连续
两年为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发放了
共计11.7万元的助学金，他的手机
里，也存满了寒门学子们发来的感谢
短信。

迈着有些蹒跚的步子，杨葵现在
仍坚持每天到村民家里去坐坐，好多
人劝他多休息，杨葵的回答总还是那
句话：“到这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就得
想办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我怎么坐
得住呢？” （本报石碌12月7日电）

五指山
建设毛纳村乡村旅游示范点

村民盼发展旅游致富

本报五指山12月7日电（见习记者贾磊）
12月5日，筹备了半年的五指山毛纳村乡村旅
游示范点正式开工建设。村民们积极搬移各种
家用物品，自主拆除简易房屋，盼望早日通过发
展旅游脱贫致富。

五指山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毛
纳村的特点和优势，今年6月，该局决定在毛纳
村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利用这里的绿色田洋
风光和优质的环境资源，以及本地特色民族文
化，开展一系列乡村旅游建设，帮助村民增收。”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前期宣传和引导工作，
村民对此十分支持，在政府工作人员帮助下，部
分村民提早着手搬移老旧房屋，积极配合示范
点建设。

据悉，为了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落实扶
贫十项措施，五指山市积极开展旅游扶贫村庄
建设。截至今年11月底，该市已完成10个旅
游扶贫村的规划设计任务，为进一步开展旅游
扶贫村建设工作打下基础。

琼海
为5个贫困村改造升级供电线路

稳定电网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嘉积12月 7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冯玉）近日，琼海供电局为全市5个贫困
村的整村供电线路进行改造升级，打造安全
稳定的现代化电网，提高供电质量，助力精准
扶贫。

夜幕降临，在琼海市长坡镇礼昌村，琼海供
电局的供电线路改造施工队伍还在抓紧施工。
礼昌村是琼海市整村推进扶贫村，针对村内电
压不足、低压线路运行时间过长等问题，琼海供
电局将对礼昌村委会6个自然村的供电线路进
行改造，确保198户农户的供电质量。

对礼昌村供电线路的改造，琼海供电局计
划投资130万元，增加3部变压器，优化供电布
局，改造380伏线路总长2415米，新建杆塔19
基，拉线13条，工程自10月份开工以来，目前
已完成50%。

据了解，在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中，琼海供
电局对全市5个贫困村的供电线路进行改造
升级，预计总投资172万元。截至目前，琼海
市石壁镇水口仔村、南通村，会山镇伽略村的
供电线路改造工作已全面完成；龙江镇深造村
供电线路改造工作完成95%，目前正在抓紧施
工。包括礼昌村在内的5个贫困村的线路改
造工程将于今年12月底全面完成。改造后，
村民用电安全性和可靠性将得到大幅提升，助
力农村产业发展。

定安
“爱心捐书万里行”扶贫捐书仪式举行

189名小学生获赠
700册书籍

本报定城12月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昨天下午，由中山大学
退休教授黄起鹏发起的“爱心捐书万里行”扶贫
捐书仪式在定安县龙河镇安良小学举行，安良
小学189名学生收到了700册爱心书籍。

据悉，安良小学是一所贫困子弟较多的小
学，由于地处偏远，办学条件有限，课外书籍极
度缺乏。黄起鹏得知后，用退休工资购置了包
括中外文学名著、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700册
图书，给孩子们送去。

据了解，定安认真抓好文化扶贫工作，不仅
开展多种形式的赠书活动，还在各个村庄建设

“基层党建+宣传文化室+村邮站+便民服务
站”的综合服务平台，增强农民及农村基层干部
自身“造血”功能。

屯昌
干部下乡宣讲扶贫危房改造政策

乡音宣讲扶贫策

本报屯城12月7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大家都知道，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大扶
贫政策的推行力度，尤其是咱百姓最关心的危
房改造政策。”12月3日上午，一堂扶贫政策宣
讲课在屯昌县新兴镇蕴沃小学操场开讲，屯昌
县副县长蔡积东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所有听课
贫困户的注意力。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扶贫危房改造
补助？补助应该怎么申请？每次能够申请多
少？在现场，蔡积东用乡音细细解答在场贫困
户的疑问，还从机遇、政策和方法等三个方面鼓
励贫困户，让他们在听懂政策的同时，积极利用
政策支持，早日脱贫致富。

“这样讲政策，很明白！一是抓住机遇，马
上就做；二是掌握政策，有条理地做；三是了解
方法，清楚怎么做。”当地贫困户王梓淋将蔡积
东的话编成顺口溜和其他贫困户分享，同时表
示，在明年6月前完成自家的危房改造工作。

宣讲结束后，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互动交流，
一起讨论扶贫政策内容，共商致富门路。

本报那大12月7日电（记者王
培琳）昨天上午，看着即将完工的光
伏发电设备，儋州市雅星镇飞巴村委
会大雅村小组的贫困户白应器欣慰
无比，这个周末完工之后，3千瓦的光
伏发电设备就可以为其带来每年
3500元左右的收入，目前全村有21
户贫困户即将从中受益。

省社保局定点扶贫村飞巴村一
带常年雨水较少，日照时间长，太阳
能资源丰富。根据该地区实际情况，

今年省社保局开始谋划为贫困村民
建设光伏电站，在为贫困户“私人订
制”产业脱贫方案的同时，辅助村民
脱贫。目前第一批21户的发电设施
已经正在施工，并将于本周末完工，
仍有16户贫困户正在申请，省社保
局计划第二批为其安装。

“对于有条件的农户可以直接在
房顶安装，没有条件的贫困户可集中
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安装，村民一起分
红。”今年10月份，光伏发电企业负

责人实地考察后，给出了具体方案。
省社保局扶贫干部陈鹏结合贫

困户的具体情况和贫困户意愿，立刻
开始了第一批光伏发电设备的启动
和建设。据介绍，第一批发电设备建
设主要是针对贫困户里的最困难者，
以家里缺劳动力或者有残疾的为
主。由于场地限制，目前21户贫困
户的发电设备均建在飞巴小学，每家
建设规模均为3千伏，项目建成后，
每户村民年收入将增加 3500元左
右。

白应器因母亲残疾，家庭贫困，
无法外出，省社保局根据他的意愿为

扶持建设鸡舍，3000只鸡的养殖规
模让白应器看到了脱贫的希望，而光
伏发电的额外收入也将“锦上添花”，
确保他能顺利脱贫。

据陈鹏介绍，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是飞巴村各项扶贫产业中的辅助性产
业，优点在于不占用村民的劳动时间，
不占用土地，不影响贫困户发展别的
产业。

飞巴村贫困户符启攀，因老婆多
病无法劳动，家有3个孩子，其中一
个孩子还患有血管瘤，扶贫单位为其
安排了村里的清洁工岗位，也以光伏
发电做辅助，帮助其增加收入。

发展产业没有资金，就得厚着
脸皮去要，找企业、找政府，坐在办
公室里可脱不了贫！

到这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就得
想办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我怎么
坐得住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宣传
统战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2015年
7月赴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头
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人物名片

杨葵

第一书记语录

1
成立了昌江第一家特种山猪养殖
合作社，又陆续推动成立了霸王
岭山鸡和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 为贫困户找收购企业

3
在他的牵线下，海经贸连续两
年为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发放
了共计11.7万元助学金

工 作 亮 点

第一书记扶贫记

帮昌江水头村贫困户筹集资金发展特色产业

“厚脸皮”书记带贫困村民奔富路

省社保局为儋州飞巴村贫困户量身制定脱贫方案

主要产业“打头”光伏发电“保底”

本报万城12月7日电（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黄良策）老陶义工社慈
善扶贫工程启动仪式12月4日在万
宁市后安镇潮港村举行，标志着老陶
义工社打造的首个“义工村”正式成
立。包括老陶义工社实施的慈善扶
贫工程在内，目前，十元微爱团、万宁
爱心公益群等万宁民间公益力量正
积极参与到扶贫攻坚工作中。

潮港村贫困户陈更芳切实感受
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陈更芳一家4
口人，3人患有精神病，生活来源主要
靠陈更芳的妻子编制鱼网，收入微
薄。在当天的活动仪式上，从安徽省
过来旅游的尹庆平夫妇现场捐赠陈
更芳1000元。此外，为解决陈更芳
一家基本生活，老陶义工社联合光耀
海南同学会常态化帮扶陈更芳一家，

每月资助他们500元。
近两年，万宁民间公益力量逐渐

壮大，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用小小的
“微爱”，为贫困儿童带去希望，为独
居贫困老人送去温暖。

成立不到一年的万宁爱心公益
群群员已有800多人。此前，万宁爱
心公益群群员们来到龙滚镇田头村
85岁贫困户陈明梅家中。陈明梅50

年来一直照顾瘫痪卧床的儿子。一
个年迈、一个残疾，一间砖头垒成的
小瓦房，让群员们揪心不已。送上大
米、放下食油，“营兵霸士”“辣八妹”
等几位群员当场把几百元钱塞进陈
阿婆手中。

大大小小的民间公益力量与近年
来万宁市委市政府多种形式的扶危帮
困形成合力，让这座城市更温暖。

精准施策助脱贫

万宁民间公益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帮困

“微爱”流淌，万城更有温度

12月5日晚，在屯昌县乌
坡镇白毛坡村委会，村民们专
心致志地观看第六期我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学习脱贫致
富的经验和方法。自从电视
夜校开课以来，白毛坡村的贫
困群众学习热情高涨，每次开
课他们都提前来等候，整场座
无虚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邓积钊 摄

电视夜校充电
脱贫热情高涨

三亚举行特殊经验分享会

讲述致富故事
激起致富斗志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 （记者袁
宇）12月6日晚，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雅
林村委会的会议室座无虚席。一场特
殊的经验分享会正在举行，来自雅亮
村的残疾户周永安作为“特邀嘉宾”，
向雅林村的115户贫困户分享自己养
鸭致富的经历。

“我有高位残疾，不能直立行走，
家里养鸭忙的时候连嘴都要用上。”周
永安一开口，原本有些嘈杂的会议室
瞬间安静了下来。周永安的诸多切身
体会，引起了很多贫困户的共鸣。

为了激发贫困户内心脱贫致富的
动力，消除“等、靠、要”思想，共青团
三亚市委与爱心组织寻找贫困户身
边的故事，通过身边“可亲”“可信”

“可学”的事例，为贫困户们开展鲜活
的励志教育。当天的“特邀嘉宾”还
有芒果种植大户与育才成全果蔬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嘉宾”
们的分享不仅让雅林村的贫困户湿
了眼眶，更激起了他们内心脱贫致富
的强烈愿望。

“家里种了一些槟榔苗，安装了光
伏发电设施，政府还为我们提供了种
羊、种猪，条件可比当初的周永安要好
很多，我们也不能落后了。”听完周永
安等人的分享，雅林村贫困户黄峰说。

今年以来，三亚组织致富小能手
进村讲致富故事，让贫困户讲自己的
脱贫经历，以此激发贫困户对脱贫致
富的渴望。

杨葵（左三）与志愿者、村干部一起到贫困户家中宣传扶贫政策。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