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

■■■■■ ■■■■■ ■■■■■

2017年2月3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A04 特别报道

点评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王丽娟

“人不能指望‘船到桥头自然直’，
一定要学会在绝处逢生。”去年刚脱贫
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岭门村村民王
成业，这句文艺范十足的心得体会，让
记者有些惊讶。

“母亲病重两年，本就‘底子薄’的
家庭早已入不敷出，去世后料理后事
时，把最后一头黄牛也卖了。”王成业
说，那时天空都变得灰暗，全家5口人
仅靠头顶的几片破瓦“遮风挡雨”。

“不能气馁，勤劳的双手才是改变
命运的关键。”王成业回忆道，岭门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黄海军的一句鼓励，
成了全家人的脱贫动力。

贷款养羊带来“第一桶金”

“发展产业才是脱贫长久计。”
2016年初，一家人通过彻夜长谈，选
定了脱贫产业——养殖黑山羊。“第一
书记帮我向省农信社贷了1万元，我
们又跟亲戚借了5000元，那段时间有
些不安。”王成业说。

下雨天，担心羊仔感冒；酷热天，
生怕羊仔中暑；平日里，王成业和哥哥

一天往羊舍跑好几趟，母羊生仔，兄弟
俩在羊舍一守就是一整夜。通过精心
照料，去年7月份，首批5只羊仔出
售，为王成业一家带来“第一桶金”
6000元。

“现在我把养羊的重任交给妻子，
自己要发展新产业。”王成业卖了个关
子，带着记者去他的“秘密”基地。

分工协作拓宽产业路

爬过几个种满橡胶树的山坡，50
余个蜂箱跃然眼前，“瞧，树洞里也有
蜜蜂。”王成业说，通过看电视夜校，他
知道野生蜂蜜是城里人的“新宠”，琼
中生态环境优越，“甜蜜”产业一定能
给自己带来新财富。

丰收期，200斤蜂蜜被装在一个
个干净的大玻璃罐中，王成业却有些
犯难，平时连县城都不经常去的他，怎

么能在最短时间里把蜂蜜卖出去？
王成业找到了黄海军帮忙，“我利

用微信群推广蜂蜜，帮他解了燃眉之
急。”黄海军说，没想到的是，第一批蜂
蜜卖出去后，王成业又找到了自己。

“我想问问大家，蜂蜜口感如何，
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微信号，我想在
微信上卖蜂蜜。”王成业说，“一锤子”
买卖不长久，销售蜂蜜，就要留住老客
户，拓展新客源。2016年底，300斤
野生蜂蜜销售一空，收入2.4万余元。

王成业一家的“战略规划”很明
确，目前，哥哥王成安负责养蜂，妻子
负责养羊，王成业则找致富新路子。
他把家里的10亩荒地，一半用来挖鱼
塘养罗非鱼，另一半拿来种桑养蚕。

他也总结了一套“致富经”——旺
季加把劲，薄利多销是王道；淡季勤思
考，紧跟市场潮流。

（本报营根2月2日电）

■ 本报记者 贾磊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感谢党，我们全都脱贫了！”农历
大年初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
镇共村的50户脱贫户到村委会办公
楼前拍下一张合影，他们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谢。

“能看到50户脱贫，我从心底里高
兴。”驻村干部隋耀达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一年多来，他见证了共村的大变样。

如今的共村，新的校舍已经投入
使用，村民喝上了干净水，原来黑漆漆
的村道上有了明亮的路灯，村里新铺
的4条村道便捷了村民的出行……

找准脱贫路子
全村一起干

来到共村，村民们引以为傲的不
是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农作物种
植，而是新年刚刚产下十多只小羊羔
的共村黑山羊养殖基地。

在别人看来，共村的产业帮扶可能
比较单一，但是村民们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和驻村干部一样，把帮扶产业当做
事业去干。从最初准备养羊修羊舍开
始，到第一批羊羔出生，隋耀达先后5次

组织村民、村干部到10多个市县，参与者
逾百人，形成的可行性报告有40多页。

谈及村里的“事业”，隋耀达滔滔
不绝。“共村的现实情况就是人多地
少，但林地多，草料自然也多，而养羊
技术相对简单，成本相对较低，效益
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养羊。”隋耀达说。

据介绍，该合作社以5000元为一
股，贫困户以贷款和政府发的4头羊
参股，每人贷款5000元，4头羊现价
约一万元，折算下来每人3股，而干部
和普通村民要求入股的，也是每人3
股。“股权相等，每人都享有公平的一
票，也好分配。”隋耀达说，合作社发展
的每一步，都是大家深思熟虑的。

产业上正轨
村民腰包鼓起来

“黑山羊合作社已经步入轨道，收

入会越来越多，这一点我有信心。”隋
耀达一边说，一边算着一笔账：目前
合作社有160只种羊，这些羊产生的
羊粪已经找好卖家，平均每车羊粪可
以卖 1500 元。除去过年产下的羊
羔，再过几个月这些羊经过繁殖，数
量成倍增长，每只羊按照市场价2000
元的价格卖出，参股的农民就等着在
家分红了。

隋耀达说，更关键的是，村民们的
观念已经彻底得到改变，不再“等、靠、
要”，一边发展种养产业，一边还忙着
打零工增收。

在黑山羊合作社，隋耀达兴致勃
勃的带着记者参观了羊舍，在他看
来，村民们辛苦了一年，终于摘掉了
穷帽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村民的
腰包会越来越鼓，黑山羊将成为共村
的“致富羊”。

（本报保城2月2日电）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宋祥达

符善南的家位于澄迈县福山镇敦
茶村洋道村民小组，出了门，就是大片
郁郁葱葱的果园，西线高铁福山站在不
远处的青山绿水间若隐若现。

两年前，符善南是全村唯一的贫困
户，往年春节拜年，他都不好意思出门。
而鸡年新春，他很高兴地聊起他家的脱
贫经历，说话声音都提高了好几个分贝。

“触网”趟出脱贫新路

“福山可是一块宝地，福橙、地瓜、
皇帝蕉、番石榴等品牌农产品，都是让
农民发家致富的‘金果子’。”敦茶村党
支部书记冯善祥说，在这个年人均纯收
入超过12500元的富饶村庄，不脱贫确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46岁的符善南告诉记者，他以前和

妻子主要靠外出打零工挣钱，家中近20
亩地由老父亲一人打理，父亲年事渐高力
不从心，家中丢荒的田地越来越多，他们
才决定回家种地。没想到，2014年，刨去
一年成本投入，他们全家的总收入只有不
到6000元，成为洋道村唯一的贫困户。

2015年6月，澄迈正式启动福山互
联网农业小镇建设，位于福山咖啡风情
小镇的互联网镇级运营中心当年底建
成投入运营，以“富硒”“绿色”“生态”为
特色的澄迈农副产品，身价一下翻了好
几倍，有的甚至数十倍。

这一年，符善南的同村乡亲陈利群
也回到了村里，发动成立了福山洋道石
榴合作社，并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成立
了当地首个村级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

作为贫困户，符善南得到了格外的关
照。陈利群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他，邀请他
加入合作社。福山镇党委副书记陈奕焰
作为帮扶责任人，带来了农技中心的专

家，到果园里手把手教他们管理技术。
“去年我们家的番石榴亩产翻了1

倍，价格则从原先的0.6元一斤，涨到
1.8元一斤，优等品在网上销往全国，高
达7.8元一斤！”说起“触网”的经历，符
善南喜不自禁。

新年还有新憧憬

得益于扶贫政策，去年底，符善南
家的危房完成改造。在结实敞亮的新
房里过第一个春节，他们又盘算起了新
的“致富经”。

“互联网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价
格，拓宽了销售途径，还带来了一批批
游客，乡村采摘游很受欢迎。”符善南
说，他已经和妻子商量过，今年要多种
几亩番石榴，再把新房装修得更有特色
一些，将来作为接待游客的民宿。

大年初五一早，在符善南进自家果

园巡视时，妻子苏秀月已和同村的姐妹
们忙着整理村庄的绿化带了，一簇一簇
三角梅和热带果木将整个村落雕琢得

更加精致。“环境美了游客才喜欢，我们
自己住着也舒心！”略显羞涩的苏秀月
这样笑着说。 （本报金江2月2日电）

槟榔收入5000元
蜜蜂收入24000元
鱼塘收入 10000元
黑山羊收入6000元（目前养羊 18只）
帮村民放牛分得6只牛仔

■ 本报记者 贾磊

2015年，隋耀达来到共村驻村扶
贫，当时贫困户数量占全村总户数的
2/3以上，“等 、靠 、要”思想仍然比较
严重，一些贫困户把脱贫的希望更多地
寄托在政府的帮助上，自身脱贫的积极
性 、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精准扶贫，就要从转变思想观念
上着手。一年多来，隋耀达带领村民扎
扎实实把扶贫产业当作事业去干，脚踏
实地走好每一步。通过切切实实的发
展产业，做好转变村民落后观念的工
作，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成效斐然。

激发贫困地区内在活力，增强贫
困地区自身“造血”功能，是实现扶贫
工作目标的基本保证。从目前来看，
共村黑山羊合作社已经基本实现了

“造血”功能，但还需要制定一套完整
的规章制度，保障合作社运行、管理、
财务等多个环节健康运转。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精准扶贫，既要对贫困人口进行
精准识别与帮扶，也要对贫困问题进
行精准辨析与诊治。符善南一家的脱
贫经历就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信
息流通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互
联网+”能为精准扶贫带来新契机。

在福山，村级互联网运营服务站，
不仅让农民的优质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
高价销往全国各地，更重要的是，这些站
点发挥纽带作用，让福山有能力成为农
产品集散地，例如敦茶村互联网运营服
务站，如今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皇帝蕉集
散中心，规模效益释放经济红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谋划落
实好“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等
产业，就好比为扶贫插上了双翅，在提
高农村人口收入的同时，也提升了农民
的素质，解决了农村发展的难题。

■ 本报记者 郭畅

在扶贫过程中，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但到底应该授以何种“渔”
的技能，就值得费一番心思了。

王成业一家的脱贫故事给了我
们启示，只有传授市场营销技能，才
能抓住贫困“痛点”，为贫困户提供具
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技能。

帮贫困户树立市场销售意识，需
要扶贫干部逐步引导。电视夜校传
播的市场动态，干部引导和走访销售
点，让王成业了解到了野生蜂蜜的市
场行情，为发展适销对路的产品提供
了新的参考。

有适销对路的产品，还要合适的
销售渠道。对有需求的贫困户，“第
一书记”把最前沿的电商、微信等互
联网销售手段传授给山区村民，使其
掌握营销利器，进一步增加了脱贫的
信心与实力。

对于贫困户，既要手把手地帮
扶，还要引导他们在条件成熟时自
己去搏击市场风浪，只有这样，才能
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
能力，才能达到“扶真贫，真扶贫”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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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脱贫了
2016

保亭加茂镇共村在驻村干部带动下做大黑山羊养殖业

50脱贫户大年初一合影谢党恩

澄迈福山符善南一边勤劳种养，一边努力“触网”

贫困户的“互联网+”发家记

养羊养蜂养鱼又养蚕，琼中王成业一家紧跟市场“甩穷帽”

勤思加勤劳 日子红火火 扶贫还需
培养市场意识

“互联网+”为
精准扶贫带来契机

精准扶贫
观念要先行

村

人

户

自2016年9月我省吹响脱贫攻坚冲刺号角以来，全省各市县紧密部署，统筹安排，团结一心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奋战一线，冲刺百天，扶贫成效初显。海口、三亚等市县率先提前完成年度脱贫任务，多个市县积极扶助贫困群众奔跑在脱贫
路上，这些成效的背后，有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此，本报今天推出特别策划《2016，我们脱贫了》，讲述一人·一户·一村的脱贫经历。通过
我省去年20余万脱贫群众的缩影，反映我省脱贫攻坚成果，展现各方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付出，敬请关注。

编者按

贫困户脱贫前人均年收入 1200元/年
脱贫后人均年收入4600元/年

2016年政府向共村投入扶贫资金近1000万元
养羊合作社（基础设施）投入46.8万元

2015年底收入情况
王成业一家5口
人均年收入2260元

槟榔全年收入2800元
蜜蜂收入3500元
鱼塘收入5000元

2016年底收入情况
全家人均年收入9000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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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39户
铺设村道里程2790米

农历大年初一，共村50户脱贫户拍合影感谢党和政府。 本报记者 贾磊 摄

王成业在销售自家生产的罗非鱼。 通讯员 秦海灵 王丽娟 摄

符善南家的番石榴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