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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泪水，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长龙小
村贫困户李金才的眼里打转，也在他
的妻子林丽梅的脸上流淌。来到第
1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录制
现场，这一家人的心里百感交集。

曾经，李金才很穷。因为没有文
化，他找不到好的工作，家里土地本来
就少，所种橡胶的价格还连年低迷。家
里没米下锅，房顶豁着口子，两个孩子

长大了，没法再4个人挤在一起睡，只好
把床上的旧床垫搬到地上当床使。

屋漏偏逢连夜雨，李金才的小女
儿身体羸弱，常年生病让这个贫困的
家庭雪上加霜。巨大的经济压力，压
得李金才喘不过气来。令所有人都没
有想到的是，一向老实巴交的他竟因
为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16个月。

“他被抓走的那天，我甚至想过自
杀。可是我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
想了很久，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

家撑起来。”回忆往事，林丽梅泪流满
面。这个瘦弱的女人一边照顾一家老
小，一边坚持外出打工。

说起这段往事，李金才一句“对不
起”还未说完，就忍不住把头埋进妻子
的臂弯痛哭起来，“那400多天里，我
每天都想你、想孩子。我还记得，你去
探望时总是说，无论我判多久，要吃多
少苦，你都会等我回家。我常常感到
后悔，为什么当初走上了那条歧路？”

李金才和林丽梅终于在2016年

真正迎来了新生。刑满释放后，在驻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胡志勇的帮助下，
李金才进入橡胶收割点工作，并且加
入了养牛合作社，申请到了危房改造
补贴，预计年后就能住进新房。不仅
如此，他的两个孩子也得到了教育扶
贫政策帮扶，罹患眼疾多年的奶奶亦
通过医疗扶贫政策重见光明。

“我们一家，都特别感谢党和政
府，给了我重生的机会。”紧紧握着妻
子的手，李金才许下了一个男人郑重

的承诺：“以后，你就在家带孩子，我是
一个男人，我有能力养活你们。我要
为你们奋斗，让孩子以后不用再过这
样的苦日子！”

胡志勇介绍，在原本有115户贫
困户的长龙小村，和李金才一样充分
利用产业扶持、危房改造、教育扶贫、
医疗扶贫等政策，成功实现脱贫的贫
困户共有109户。他们带着脱贫的喜
悦、致富的信心，迎来了新的一年。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省质监局以产业助脱贫

陵水本号村
20户贫困户公示脱贫

本报椰林1月9日电（记者刘袭 通讯员 符
丹丹 张有豪）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将服务扶贫攻
坚战列入去年全系统重点，明确要求下属部门全
力做好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村扶贫联系点贫困
户的精准脱贫工作。近日，本号村20户贫困户公
示脱贫。

省质监局16个处室和直属机构与27户贫
困户结对子，在帮扶期间，各结对子单位筹措资
金为包点贫困户发放黄牛、鸡苗、鸭苗等帮助贫
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增加收入。考虑到养殖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还为贫困户发放饲料、防
疫药品等，出资建猪圈、牛棚、鸡舍等，最大限度
降低贫困户养殖成本。截至去年12月底，省质
监局共投入21万余元用于贫困户的脱贫。

省质监局扶贫注重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
结合。提高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实现“一人工
作，全家脱贫”。如安排一些工作能力较强的贫
困户，就近就业，目前已安排7人担任村保洁
员、扶贫信息员和植树护林员等，提高贫困户家
庭纯收入。

“回头浪子”在第16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现场表达感恩之情：

党和政府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检查组对你的帮扶成效很满意，
努力总会得到肯定！”去年12月31日
中午11时，当白沙农业科技推广服务
中心主任符进宏告诉吴桂英这个好消
息时，他想不到这竟成了一句诀别。

坐在白沙邦溪镇大米村委会的办
公室里，吴桂英紧绷了数月的神经终
于得到了一丝放松，但紧接着的是一
阵胸闷和心慌。

一旁的大米村驻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王亮发现了端倪，拉起脸色蜡黄的
吴桂英就往镇卫生院赶。但他们依然
无法跑赢死神。

那天中午，69岁的大米村委会石
皮村贫困户韦亚突正在卫生院就诊，
他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鱼贯而
入，唯独不见那个每天都来自己家里
嘘寒问暖的吴桂英。

“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我还能见阿
英最后一面！”面对告诉他噩耗的符进宏，
韦亚突无法平复情绪。他不敢相信，那个
像女儿一样的吴桂英，就这么走了。

“没有阿英，哪有新生活的希望？”韦
亚突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家里的扶贫手
册、医疗保障、教育补贴，都是当初吴桂英
一个字一个字给他讲解、填写的。

就在吴桂英去世的前一天，韦亚突
收到了她自掏腰包送来的棉被、大米、
食用油和400元慰问金，激动的老人拉
着吴桂英在家门口留下一张合影。

是吴桂英发自内心的关怀，让韦亚
突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就算不识字，他也
抢着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里回答问题。

韦亚突家的新房马上就要封顶
了，那是在台风“莎莉嘉”肆虐之后，连
夜赶来的吴桂英主动帮他申请危房补
贴后才开工的。“我们就要住上新房
了，阿英你能看到吗？”韦亚突多想拉
着吴桂英，在新房的门前再合一次影。

桂花惜零落 黎山犹含英
——追记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干部吴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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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
第三方评估对接会召开

本报五指山1月9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
员王国军）今天下午，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
三方评估对接会在五指山市召开，对五指山市
整村推进房屋入住率、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贫
困户在享受政策上是否存在矛盾及脱贫攻坚计
划等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会上，五指山市从加强组织领导，精心谋划
部署，强化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对一年来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国务院第三方评估组对该
市精准扶贫工作进行评估，查实问题、总结经验，
以评促改，支撑决策，促进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

据了解，五指山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实
现脱贫1769户6761人，完成省下达年度任务
（6063人）的111.51%。8个整村推进贫困村全
部按标准程序脱贫出列，完成省下达年度任务
的100%。2016年，五指山市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9424元，同比增长11%。

海口送医下乡

贫困户在家门口
享受免费义诊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单憬岗）“我眼
睛发懵已经两年多了，今天医生给我检查还给
我开了药，我放心多了。”昨天上午，在海口市云
龙镇云岭村接受海口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义诊的
80岁贫困户占道周高兴地说，“政府不仅为我
们脱贫致富操心，还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1月8日上午，由海口分管副市长和海口高
新区负责人带队，海口三院医务人员走进云龙
镇云岭村，为贫困户检查身体、赠送药品、宣传
健康知识，让他们在家门口免费享受高水平医
疗服务，受到贫困户的一致好评。

“医疗扶贫是精准扶贫的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海口三院院长邓高鹏介绍说，此次该院共
派出心血管、内分泌、骨科、外科、神经内科、消
化科、眼科的7位专家为主的医疗团队，为当地
的48个病人、贫困户进行了医疗诊治，并免费
发放药品2400多元。

据悉，下一步海口将最大限度利用全市优质
医疗资源，定期安排医生到农村开展义诊活动，加
强城乡医院交流频率，不断优化诊疗业务，提升基
层医疗水平，让“送医下乡”可持续、真管用。

临高首个乡村露营地
让贫困乡村“增值”

本报临城1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吴孝俊）“这里可以露营、野炊、垂钓、采摘
火龙果、吃农家饭，还可以到农户田里直接购买
最新鲜的果蔬。”今天下午，临高县皇桐镇富雄
村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龙海，在临高首个乡村
露营地这样向几位来自海口的游客介绍道。

露营地位于皇桐镇富雄村美万村，四周是
几株百年参天古树、成片的田洋、小桥流水，环
境优美古朴。

“临高的生态环境一直都是不错的，但是由
于长期以来村民卫生习惯不好，村内垃圾成堆，
遍地牛粪猪粪，脏乱差的现象比较严重。”皇桐
镇委书记王开博说，去年12月，包点扶贫富雄
村的省烟草专卖局决定投入40万元，在带领村
民整治环境卫生打造“美丽乡村”的基础上，投
资建设临高境内首个乡村露营地，通过发展旅
游项目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盘活村庄可以利用的土地，改善村庄面
貌，筑巢引凤，让更多游客来到村里购买农产品、
品尝农家乐，增加农民收入，村庄才能发展。”龙
海介绍，目前美万村村民种植有瓜菜130多亩，
养殖土鸡近1000只，一批批游客慕名而来，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卖掉农产品，还卖出了好价钱。

去世前一天，吴桂英自讨腰包为贫困户韦亚突一家送去了节日慰问品，并
在他家门口留下了最后一张合照。 图片由白沙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提供

短评
■饶思锐

一腔热情来，两手空空去，惟留
香如桂；全力谋致富，尽心帮脱贫，但
愿魂长英。

吴桂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
层扶贫干部，但在扶贫工作中却巾帼
不让须眉。她对扶贫工作的忘我投
入，对贫困户的赤诚情怀，对使命担
当的竭尽所能，都让我们无比动容，
这种真情为民的扶贫实践值得我们
由衷赞赏，更值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
学习和效仿。

“妈妈有点累了”，坚强掩饰下的
疲惫，她不曾对人言说，更无丝毫埋

怨；两年未见的儿子回家，她却坚持
不请假，“放心不下贫困户”，简单的
话语却是内心的真情写照，即便放假
在家，她也放不下手头的工作；“没有
阿英，哪有新生活的希望？”贫困户的
至高评价比一切赞美都更加动听，要
得到这样的评价又需要付出何等的
努力？

斯人已去，干群同悲。我们要化
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接过吴桂英
手中的扶贫接力棒，完成她未竟的事
业；我们更要学习她始终把工作、责
任放在第一位，竭诚帮助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真心、真情，学习她公而忘私、
甘于奉献的高尚精神，并把她的伟大
精神弘扬传承下去，把她的伟大事业
继续发扬光大。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吴桂英走了。2016年12月31日，这个51岁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黎族女干部，倒在了扶贫的路上，没能看到帮扶户的新家封顶。
她是个很普通的干部，普通到工作了几十年，都没有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普通到工作了几十年，还住在略显破败的老房子里。
她是个很负责的干部，日常细致而繁杂的工作，她都能做得一丝不苟；为了贫困户期许的新生活，她可以放弃与两年未见的儿子多呆一会儿的机会。
这个普通的干部走了，却带不走人们对她的思念。

斯人已逝 留香如桂

在澄迈县老城镇大场村，吴桂英
的丈夫庄康坐在老房子里，手里的烟
一根接着一根；“我欠阿英太多了。”

1980年代，同在木棉糖厂工作的
庄康与吴桂英结为夫妻，日子虽清苦
却也有滋有味。1998年，庄康下岗，
一家人的生活马上拮据起来。“但阿英
总是说，凡事有她呢。”回忆起妻子的
话语，庄康愈发内疚。

当庄康外出打工，吴桂英就在家
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对此她从未抱
怨。她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常常陪在

儿子身边。
在四川工作的大儿子庄圣宏，年

底刚带着媳妇女儿回到海口，本想陪
着母亲欢度新年，如今却愿望成空。

“我劝妈妈，两年没见了，多呆一会
儿吧，但她说放心不下贫困户。”庄圣宏
说，当吴桂英赶回海口与家人团聚时，
已经是去年12月30日晚上11时。

匆匆与儿子儿媳见过一面，两年
多来的寒暄还没说上几句，第二天一
大早，吴桂英又坐上了最早一班回白
沙的大巴车，即便此时应是她的假期。

“在她心里，帮助贫困户脱贫是最
神圣的工作。”符进宏说，曾不止一次
听吴桂英说起贫困户的生活，那语气，
就像是在关心着家人的生活。

吴桂英就这么走了，没有留下什
么豪言壮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迹。她留下的只有一个理想——她想
让贫困户过上好日子，她想去帮助更
多人过上好日子。

而这其中，她却惟独没有想过并
不富裕的自己。

（本报牙叉1月9日电）

极度负责的扶贫干部

贫苦家庭的坚强女性
就连韦亚突老人自己都想不到，

帮助他盖起新房的阿英，自己还住在
破旧的老房子里。

白沙牙叉镇牙叉中路17-15号
的一幢二层宿舍，是吴桂英的家。这
栋修建于1980年代的房子，早已在风
雨的侵蚀下显得有些破败。

楼梯的转角爬满了青苔，厨房残
旧的瓦顶透着几束光，随意搭起的木
板墙上，贴着满满一墙的奖状。

在吴桂英的大哥吴坚厚印象中，

这个最小的妹妹一直是个能吃苦、有
干劲的坚强女性。“父母走得都早，阿
英高中毕业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吴
坚厚说，从糖厂到农校，再到农技中
心，即使工资不高，每逢过节她都会给
家人带些礼物。

“三个多月来，她都没怎么休息，
村民都把阿英当成了自家人。”大米村
党支部书记羊志龙说，好几次他都劝
吴桂英休息，但她总是说，村民的生计
还没着落，她怎么忍心停下呢？

“妈妈有点累了。”在吴桂英和大
儿子庄圣宏的最后一通电话里，语气
虽有疲惫，但仍坚持着回到贫困户家
里，站好2016年的最后一班岗。

吴桂英的小儿子庄圣达还记得，进
入大学前妈妈的嘱咐：“家里条件虽然
不好，但你要记住，学校里还有很多比
我们更困难的人，你要去帮助他们。”

庄圣达也的确遵照着妈妈的要求，
将原本可以申请的助学金名额让给同
学，即便此时家中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外债。

没能完成的生活理想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袁宇

“怎么能不高兴？这么多名家来给
我们写春联、送福字。”今天下午，乐东
黎族自治县佛罗镇丹村村民陈大哥拿
着春联高兴地说着。来自省文联脱贫
攻坚文艺轻骑队的艺术家和文艺志愿
者们在这里举办文化慰问活动。

“村民们都非常热情，你瞧，我们自
己带来的纸早写完了，他们就自己拿纸
过来。”轻骑队成员、省曲协常务副主席
李修林告诉记者，活动原计划下午5时
结束，结果推迟到了6时。

在2017年春节来临之际，省文联
组建10支脱贫攻坚文艺轻骑队走进扶
贫点，为群众们送去欢乐与温暖。当天

下午，第一支小分队就抵达了丹村。在
首轮下乡慰问中，轻骑队将在4天内先
后深入乐东佛罗镇丹村、三亚市吉阳区
中廖村等一些重点帮扶贫困村，为群众
们送去丰富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

省文联组建的文艺轻骑队由戏剧、
音乐、舞蹈、摄影、曲艺、书法等文艺家
协会的艺术家及文艺志愿者们组成，每
个小分队有10名至15名成员。

“好看！我们很少能看到这样精彩的
文艺演出。”村民李大姐说。晚上，伴随悦
耳乐声，艺术家们着妆登台，琼剧戏曲、变
脸魔术等精彩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我们的轻骑队不仅是要演好节
目，还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
合起来，真正发挥出文艺的作用，为脱
贫攻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省文联
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孙苏说。

（本报抱由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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