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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助脱贫
抱团养野猪
脱贫有盼头

1月13日，饲养员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红林农场富林种
养专业合作社的猪圈内给野
猪喂食青饲料。

据介绍，去年6月，该农
场在昌江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投入360万元引进
500头野猪发展商品野猪养
殖项目，如今存栏已达1200
头。合作社采取“农场+合作
社+职工”模式，由农场出资
吸收扶贫困户66户入股。

从 1 月 9 日开始，首批
100头野猪陆续出栏，销售收
入达10万元，合作社收益约6
万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朱辉 杨耀科 摄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早在2013年，我们就建议王兴
珍夫妇申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们身有残疾，发展产业艰辛，应该享受
政府帮扶。”1月8日，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长征镇南什村党支部书记王植顺
告诉记者，这些“照顾”当时就被王兴
珍一口回绝了。他坚持自己发展产
业，不仅供子女读书，还新盖起了两栋
二层小楼，成为全村种植大户。

在去年底长征镇举行的脱贫攻坚
表彰大会上，因增收成绩突出，带动贫
困户致富，长征镇政府给予了王兴珍
夫妇“身残志坚创业致富带头人”荣誉
称号，并邀请他在表彰大会上与大家
分享致富心得。

能过上好日子，王兴珍夫妇付出
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

近日，阴雨绵绵，山路被细雨浸过
后泥泞不堪。记者见到王兴珍的妻子
刘丽香时，她正一步步挪下山。她要
在大雨来临之前，将家里的20多只羊
全部赶回羊舍。这段并不算陡峭的山
路，对因患小儿麻痹症而造成腿部畸

形的刘丽香来说，举步维艰。
1988 年，王兴珍和刘丽香结婚

了，他平日里除了割胶，就是在家照顾
行走不便的妻子。1993年，王兴珍因
一场交通意外，造成三级肢体残疾，左
手丧失劳动能力。

“那时候真的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回忆起那段日子，刘丽香泪流不止。

然而，王兴珍并没有被苦难打
倒。“我们放弃了，孩子怎么办？”他的
这句话，让妻子也振作起来。

这三年，每天天未亮，王兴珍就割
胶、收胶水，上午去田里干活，中午回
到家又忙着喂家禽，傍晚，他还要挑着

自家种的蔬菜到镇上农贸市场卖。日
复一日，他凭着“拼命三郎”的精神，积
累财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因为夫妇二人手脚不便，中午回
家吃饭，会耗费很多时间。因此他们
每次上山干活会带干粮，在山上一呆
就是一整天。

提及当初为何毫不犹豫就把贫困
户的名额让给别人时，王兴珍说，虽然
自己身体有残障，但可以克服，现在家
里收入还说过得去，应该把帮扶机会
留给更需要的人。

如今，王兴珍夫妇把在常人看来
不幸的小家庭经营得有声有色：家里

种植的400株橡胶已经开割，300株
槟榔全部挂果，3亩益智收获颇丰，40
亩马占树也有10年树龄，2000株油
茶树也马上到达收获期，饲养的肉猪
和山羊长得壮硕……

今年，王兴珍夫妇还加入了种桑
养蚕合作社，试种桑树5亩，希望蚕宝
宝能为自己吐出“金丝”。

回首过往，王兴珍说，“政府一直
倡导‘扶贫先扶志’，我能脱贫致富，就
是因为有志气。无论多么艰苦，勤
劳是唯一出路，面对苦难，首先要做的
就是不能服输！”王兴珍说。

（本报营根1月13日电）

琼中王兴珍夫妇身有残疾却不服输，凭“拼命三郎”精神三年拼出两栋小楼

身残拒当贫困户 带领村民奔富路

本报那大1月13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程远杰）儋州市大成镇
南吉村，在一棵300余年树龄的大黄
皮树下，刚完工的公路平整地向前
延伸。“现在到这里游玩，交通条件
便利多了，这么美的环境，我都不想
离开了！”近日，到南吉村游玩的江
西游客范婧婧对爱人说道。包括南
吉村在内，改善乡村旅游交通等条
件，是儋州实施乡村旅游脱贫项目
的内容之一。

根据《儋州市发展乡村旅游脱贫
工作方案》，2016 年，儋州市投入
3187 万元进行乡村旅游示范点建
设，以点带面，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直
接惠及贫困户173户781人。

这些乡村旅游脱贫项目，涵盖儋
州市4个乡镇5个村。

其中，大成镇南吉村投入资金
728万元，建设入村旅游公路，硬化
村巷1820米，建成了百年黄皮果园、
黄皮采摘园和田园观光亭台及农家

乐等。
大成镇新营村投入资金450万

元，建设树状大门、慢道系统、停车场、
观景平台、栈道、荷花塘和文化室等。

和庆镇美万新村投入资金1200
万元，硬化慢行道面积1124平方米，
建设中心广场、休闲驿站250平方
米，铺设木栈道1689.6平方米，修建
3个景观亭，建设体验区及修建5200
平方米停车场、配套建设照明及给排
水工程等。

兰洋镇南罗村投入资金431万
元，改造南罗村舞台、水塘、村落道路
两侧、村子建筑、入口、栏杆、环村路水
沟1500米等。

南丰镇马岭排村今年落实资金
378万元，建设内容包括苗族村民住
房苗族风貌改造设计、马岭排苗族村
委会办公楼苗族风貌改造设计、村庄
入口门牌苗族风貌设计、庭院道路景
观带绿化设计、村中道路硬化设计、
排污系统等。

下村开课讲扶贫政策、养殖技术

屯昌“特色课程”助脱贫

本报屯城1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记者今天从屯昌县政府获悉，自开展脱
贫攻坚工作以来，屯昌县结合实际，结合扶贫政
策、产业养殖技术、农民小额贷款等内容，深入
各镇、村开展特色教学。

特色教学课程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知识，也
激发了他们的创业之心。屯昌县乌坡镇青梯仔
村村民吴才伟，曾在外打工十余年，今年通过特
色教学班，得知屯昌香鸡养殖扶持力度大并学
得养殖技术，决定返乡创业。目前，吴才伟已建
好香鸡鸡舍，并召集7户贫困户加盟成立合作
社，开始试养香鸡。

据统计，截至目前，特色教学课已开展9场
次。在每节课结束后，屯昌县电视台都把教学
视频制作成小课件，并刻录高清光盘交到屯昌
县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由该小组
下发到各镇，目前已发放近万张光碟。

昌江去年投6447万元
改造危房
大部分危改户可迁入新居过春节

本报石碌1月13日电（记者梁振君 特约
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科 徐健）记者今天从
昌江黎族自治县相关部门获悉，该县2016年实
施的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已全部完工，大部分危
改户可迁入新居过春节。

在石碌镇保突村“双特”户羊亚音一家共有
5口人，羊亚音患有严重眼疾，无法参加生产劳
动，儿子又患有重病，行走不便，家里的生计全
靠老伴捡拾垃圾和卖草药维持，生活十分困
难。去年昌江实施危房改造工程，出资12万元
为羊亚音盖好了新房。

据统计，2016年昌江共投入国家、省、县扶
贫资金6447万元进行危房改造，其中县级扶贫
资金4497万元，完成全年危改任务1300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93户，“双特”户230户。
昌江相关部门根据各危改户的具体情况，实施
精准扶贫政策，制定不同补贴标准，帮扶资金从
3万元到13万元不等。目前，全县C、D级的住
房户还有1223户，有关部门计划2018年内全
部完成危改。

开展社会救助扶贫兜底“一站式”结算

三亚贫困户看病
不用再来回跑

本报讯（记者袁宇）记者日前从三亚市人
社局获悉，为进一步简化手续，三亚正探索一站
式结算服务，贫困户本人可在就医的定点医院
享受相关服务。未来医保报销、大病保险赔偿、
医疗救助、慈善基金等手续不再需要在各部门
间来回跑。目前三亚已将大病保险补偿纳入

“一站式”服务。
近年来，三亚致力于探索实施“一站式”服

务模式。2010年，三亚市民政局将医疗救助纳
入社保结算系统，实现信息资料共享，民政救助
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即可同时办理医保和
医疗救助结算。2016年，充分利用社保结算平
台，三亚已将大病保险补偿纳入“一站式”服务。

据悉，三亚市人社局已牵头协调卫生、民
政、市扶贫办、市金融办、平安保险、人寿保险等
部门单位，协同研发相关软件，开展社会救助扶
贫兜底“一站式”结算，解决特困群体应享福利
待遇的一站式支付结算。

本报万城1月13日电（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黄良策）“我家有阉鸡46
只”“我家有老鹅7只”“我家有野生灵
芝10斤”“我家有山兰酒50斤”……1
月12日晚，在万宁市三更罗镇二村，
驻村第一书记史贻峰正在登记村民家
里可以销售的土特产，希望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在春节前把这些年货都卖出
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我们现在把农民手里的年货汇
总，统一到村里的电商平台销售，我们
正在发动身边的同事、朋友积极支持
购买，这样，城里的人能吃上绿色生态
食品，村里的人也能增加收入。”省海
洋与渔业监察总队的史贻峰被派驻到
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已经一年半
了，如何让村民们脱贫致富成为压在
他心头的事。

三更罗镇二村位于大山深处，全
村300户村民中，有90户为贫困户。
深居山中，大部分村民不愿离家外出
打工，这让史贻峰有些发愁。

去年，万宁在全市6个省级自然
保护区周边7个镇筛选符合条件的
贫困人员就地转化为护林协管员，
实施公益林生态补偿脱贫机制，增
加贫困人员收入。得知这一消息，
史贻峰坐不住了：“就近护林，基本
不占用打工时间，每月有1000元收
入，是脱贫的好路子。”经过劝说动
员，目前，二村共有51位贫困户当上
了护林协管员，工资基本能维持日常
家用。

成立养殖合作社、动员贫困户到
槟榔加工厂打工、在村里建设光伏发
电厂……几条腿走路，村民们逐渐

“动”起来了。现在，史贻峰又动起了
脑子，开始着手建立农村电商销售平
台。“我们二村的农产特产很多，以往
都是卖不出去，卖不上价格，如果搭上
电商平台，又会增加一些收入。”史贻
峰说，村里的益智、灵芝、牛大力等药
材品质好，阉鸡、五脚猪、农家鹅都是
绿色食品，目前他正在培训村民使用
微信，让村民借助电商平台进行网上
交易，多赚外快。

去年投入3187万元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儋州781名贫困村民吃上“旅游饭”
万宁三更罗镇二村第一书记
建电商平台

网上帮卖土货，
让村民多赚外快

大成镇南吉村 大成镇新营村 和庆镇美万新村 兰洋镇南罗村 南丰镇马岭排村

2016年，儋州市投入3187万元进行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惠及贫困户173户781人

访民心 送温暖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温暖送到贫困户家

本报椰林1月13日电（记者周晓梦 实习
生刘素雅 通讯员左浩）“种的苦瓜收了，我刚卖
出一些。”1月1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
仔村的贫困户石亚雄在家门口又见到了熟悉的
面孔，面对着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扶贫办、驻村第
一书记等人，他笑着介绍了自己的苦瓜收成。

当日，石亚雄不仅收到了“瓜菜钱”，还收到
了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慰问组送来的年货和祝
福。石亚雄的妻子患有癌症，家中三个孩子尚
且年幼，平时花销等费用一度让他恨不能分身，
既能去挣钱又能照顾到家里。

去年，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了解到田仔村在
种植豇豆、苦瓜等瓜菜方面有着优势，就帮扶田
仔村开辟了约20亩的瓜菜示范基地，并组织农
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帮助有种植意愿的贫困
户种植瓜菜。石亚雄加入了种植队伍中，现在
他种的瓜菜已陆续采收，这让他十分高兴。

2016年田仔村被确定为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定点扶贫村后，该厅通过扶持发展瓜菜种植、
启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多项扶贫措施，推进
完成脱贫目标任务。2016年上半年田仔村委会
有贫困户64户，截至2016年底，已脱贫51户。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通讯员 符才丽

“咩，咩……”刚到村口，远远就
听见了羊舍传来的啼叫声。原来，这
是一群刚刚出生的小羊崽在叫唤。

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饲养，东方
市老马村72户贫困户养殖的330只
黑山羊陆续进入分娩期，近日，羊舍
里多了124只羊“宝宝”。

“快看0942号，它在喂奶呢。”刚
走进羊舍，在合作社当饲养员的贫困
户刘丽萍就迫不及待地领着记者去
看她昨天下午接生的一对“双胞
胎”。这两只小可爱刚刚站稳脚，正
闭着眼吸吮乳汁呢。走在羊舍内，不
时可以看见小羊从栅栏空隙里钻出
来，跑到了过道上玩耍。这些新生命
的到来，让原本十分宽敞的羊舍，变
得有些拥挤。

原本是330只羊，现在增加了一
百来只，羊舍已经住不下了。贫困户
们连夜开会讨论决定在现有的羊舍
后面搭建一间70多平方米的临时羊
舍，把羊“分家”。

解决了“住房”问题，小羊崽的
“口粮”问题驻村第一书记曾剑锋也
早已谋划好了。“现在的20亩牧草肯
定不够，我们跟省农科院合作，今年
要在村里种80亩南瓜、47亩玉米、
40亩地瓜，解决羊的食料问题，同时
羊粪用袋打包，运去农田做有机肥。”
他说，下一步，他们要把羊粪利用起
来，发展循环农业。

预计今年3月，这124只小羊崽
就能出栏销售了，按照每只2400元
的市场价计算，可为贫困户带来经济
效益10多万元。

（本报八所1月13日电）

东方市老马村扶贫黑山羊生了124只小羊

村民抱着小羊喜洋洋

刘丽萍抱着小羊，对脱贫充满希望。 本报记者 罗安明 摄

乡村旅游脱贫项目涵盖5个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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