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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在今晚8时播出的第23期《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中，屯昌县副县长王
宏向来到了节目现场担任主讲。他
结合实际介绍了当地的特色扶贫措
施，并深入总结了屯昌去年脱贫攻坚
工作的整体情况。

讲课伊始，王宏向便介绍道，虽

然屯昌县地属中部欠发达地区，但通
过扎实稳健推进 2016 年的扶贫工
作，全年有2637户共11765名群众
成功脱贫，7个整村推进村更是顺利
脱贫出列，将全县贫困率从去年年初
的11.04%降到了5.34%。

低起点、大踏步，谈及去年屯昌发
生的喜人变化，王宏向大方地分享了
当中“奥妙”——在县内全力推进五方

面“全覆盖”，巧打脱贫致富组合拳。
“此外，屯昌去年共为958户贫

困户完成了危房改造。”王宏向表示，
该县为全县679个村各补贴1万元，
配合村里资金为无法离村打工的贫
困户安排保洁员、小学保安等工作，
帮助其实现收入稳定可持续。

“我们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
基础上向下延伸，把屯昌县特色产业、

扶持政策、种植技术等内容刻成光盘、
印成书籍，并通过进行海南方言配音
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夜校的
教学效果。”王宏向还表示，该县已经
将扶贫干部下村工作和管理进行记
录并纳入年终考核，同时通过不断推
动实现五个“全覆盖”，积极唤起群众
的奋斗共识以实现脱贫致富的最终
目标。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第23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介绍屯昌特色扶贫措施

五个“全覆盖”巧打脱贫致富组合拳

儋州

今年将投2亿多元
力促2.7万人摘穷帽

本报那大 2 月 16 日电 （记 者 易 宗 平
通讯员李珂）记者今天从儋州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悉，2017 年
该市再鼓干劲，全年将帮助 2.7 万名贫困人
口精准脱贫退出，8个贫困村整村推进达标
退出。

为推进2017年脱贫攻坚，儋州安排扶贫
专项支出2.24亿元。其具体用途包括扶贫开
发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户医疗卫生补
贴资金，贫困残疾人家庭生活补助，教育扶贫
补助等。

除了直接安排扶贫专项支出，2017年儋
州安排53.12亿元民生资金，将对贫困户产生
多方面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其中，安排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6.53亿元，所提供的岗位，对
贫困户将起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作用；
安排农林水支出12.26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和
农业生产道路建设，种桑养蚕建设，农业保险
财政补贴，农民小额贷款贴息等，使贫困户直
接或间接增收；安排教育和文化体育支出
14.35亿元，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和农村文体设
施不断完善。

三亚

追求物质精神双脱贫
贫困山区举行联谊活动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孙婧）扶贫牵
红线，觅得意中人。日前，三亚西部贫困山区高
峰片区80余名单身男女青年跃跃欲试，通过参
加当地政府组织的联谊活动，努力实现物质精
神双脱贫，寻觅伴侣携手奔小康。

据悉，这场由天涯区妇联主办，区农林
局、抱龙村委会等单位协办的“精准扶贫牵
红线 欢聚高峰结姻缘”联谊会，近日在该区
抱龙村委会举行，80 余名男女青年踊跃报
名参加。开场的走秀和互动游戏，让现场气
氛不断升温，扶贫政策知识有奖问答与抽奖
环节，借助活动也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席
间，不时见到女青年害羞的神情和男青年开
怀的笑容。

活动后段的速配成功表白环节，更将氛围
推向高潮。2对男女嘉宾当场成功牵手，甜蜜
合影。“希望有朝气的年轻人，都能找到伴侣，实
现物质精神双脱贫，携手大步奔小康！”活动主
办方表示。

■ 本报记者 李磊

初春时节，位于五指山市毛道乡
毛道村南门村民小组附近一处山坡上，
十余亩从台湾引进的香水莲花正在山
间池塘里怒放。村民们正从水中采摘
莲花，打包分类准备出售。莲花瓣在阳
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香飘四溢，宛如
一处隐秘在大山深处的人间仙境。

这是南门村位于半山腰的“莲花
山”种养基地，这种“合作社+贫困户”
的新型种植产业，正带领着南门村的
贫困户们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

荒山坡变身“空中花园”

谁能想到，仅在一年前，这座“空
中花园”还只是一座荒山。

山脚下的南门村地处五指山腹
地，长期以来，满山皆是丛林密布的
原始森林。有限的土地资源，单一的
产业，村里贫困户不少。

去年3月，毛道村委会的干部们在
第一书记符坤的带领下，几经走访发现
了这座还未开发的山坡。符坤说，当时
一个利用这处荒山发展种养产业基地
的计划在他脑海中形成，而最适合这里
的经济作物便是香水莲花。

随后，村委会干部带领村民清理了
山坡上的乱石，打通了水坑与水源地之
间的沟渠，引来活水。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积水坑变身为池塘，村里从台湾引
进香水莲花品种，开始在池塘里试种。

贫困户尝到了花香的甜蜜

当第一批莲花种下开花后，村里
也同时为莲花联系好了销路，一个依
靠香水莲花种植为主，家禽、鱼类养

殖为补充的养殖基地也随之成立。
种养基地按照“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运作，由村里的致富能手黄进
冲和黄海青负责这个种养基地日常事
务，村里贫困户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合
作社，并按照自己的能力选择种养产
业，农产品由合作社统一管理销售。

南门村贫困户黄大荣因小儿麻痹
症造成腿部残疾。山上种植基地落成
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其他两户
贫困户一起选择种植了一亩左右的莲
花。去年夏天，当莲花池里的第一批香
水莲花香弥漫山林时，黄大荣等贫困户
也收到了第一笔分红，迅速脱贫。

到今年年初，在黄进冲和黄海青
的带领下，山坡上养殖基地初具规模。

四季花开让贫困户脱贫

曾经自然条件恶劣的山窝里冒出
一个花香遍地的空中花园，村民为这座

山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莲花山”。
得益于五指山温暖潮湿的气候，

香水莲花一年四季都花开满池。黄进
冲算了一笔账：一亩香水莲花一年可以
收获9000余朵，由公司统一收购加工
成花茶，销往全国各地。每朵莲花的
保底收购价为0.5元，贫困户们每种
植一亩莲花，就有近5000元收入。

如今，南门村已有10户贫困户
加入到莲花山的综合种养产业中来，
都已脱贫。去年年底，一条1.2公里
的水泥盘山公路也将莲花山种养基
地和山下村庄连接起来。

黄进冲说，下一步村里准备再扩
大香水莲花的种植规模，拉动村里更
多的贫困户一起干。他憧憬着，待发
展到一定规模，漫山遍野的莲花成为
一道景观，可以借助莲花山优美的环
境，发展农家乐旅游，用乡村旅游经
济带领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五指山2月16日电）

荒山坡上建起“空中花园”，不少贫困户依靠种植香水莲花脱贫

五指山：花香四溢氤氲甜蜜生活

陵水

扶贫招聘会
639人现场签约

本报椰林2月16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
讯员符宗瀚 胡阳）2月15日上午，陵水黎族
自治县在县文化广场举办2017年首场就业
扶贫招聘会，吸引约 3600 名求职者和贫困
群众进场应聘。共有 639 人与企业签订就
业协议。

此次招聘会也是我省2017年“春风行动”
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陵水分会场。招聘会设
有就业创业政策服务区、职业技能展示区、返
乡创业区以及信息采集区四个区域，87家招聘
企业提供了旅游、餐饮、酒店服务、销售、市场、
生产以及房地产物业等3107个岗位。现场人
头攒动，来往的应聘者络绎不绝。

在现场指导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副局长
周法圳称，陵水的就业招聘组织工作非常扎
实，这场活动达到了宣传引导、服务对接、政策
落实三个到位的良好效果，为陵水的贫困户劳
动力搭建了一个供需对接的良好平台。

东方

34家粤企
招聘贫困劳动力

本报八所2月16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
员符才丽）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昨天
上午，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东方市政府主办的
2017年“春风行动”就业扶贫大型人才招聘会
在东方市体育广场举行。120余名贫困户劳动
力通过招聘会找到就业岗位。

昨天上午，东方市体育广场热闹非凡，来自
省内外的95家企业参加招聘会，其中珠三角地
区企业34家。记者发现，在招聘企业提供的3
万多个岗位中，既有对技能要求不高、适合贫困
户劳动力的一线普工或服务员岗位，也有针对
大中专毕业生的机械制造类岗位和企业中高层
管理岗位。

东方市就业局局长符天海介绍，本次招聘
会引入34家广东企业，设立了赴粤劳务输出
区。同时，为了提升贫困户的就业技能，特别设
置了职业技能展示区，引导55名求职者参加政
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

截至当天下午4时，本次招聘会与企业
达成就业意向人数525人，其中贫困户劳动
力120多人。

■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王佳

从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到不旷课、
不迟到的“模范学生”，从不打算让女
儿读高中到鼓励孩子接受更好的教
育，从不敢当众讲话到勇敢表达感恩
之情，贫困户林青身上，正发生着可喜
的转变。这些转变，都始于电视夜校
这样一个扶贫新模式。

电视、夜校、热线
三管齐下

“上学改变命运，知识挖掉穷
根。开办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是为了
给各位乡亲提供一个只需要花费时

间、不需要花费一分钱的上学机会。”
海南省委副书记、夜校工作推进小组
组长李军在电视夜校的第一堂课上
这样说。

2016年11月18日晚8点整，由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工作推进
小组主办的电视夜校正式开播，海南
省同期开通“961017”服务热线，由
各厅局负责限时解答贫困户所咨询
的问题。

电视夜校从敲定方案到正式开
课，仅用了28天时间。截至2017年2
月 15日，电视夜校栏目已经播出了
22期，在海南省网、海口市网平均收
视率为 2.33%、1.32%，平均每期有
195万人收看。

电视节目辅以课后讨论和服务热
线，共同构成电视夜校这样一个新模
式，有助于海南脱贫攻坚的开展。

“易学、易懂、易记、易用”
带动群众积极性

“多少贫困，源于民智未开。”正如
海南省万宁市北大镇中兴村驻村第一
书记吴亚弟感慨的那样，启迪民智对
于脱贫攻坚的作用不容小觑。而电视
夜校正是开启民智、增强脱贫致富积
极性的法宝。

贫困户林花靠每月145元养老保
险金维持生活。她原本对夜校持怀疑
态度，但在听完一期授课后，立刻被授
课内容吸引住了，接下来每期都提前
到教室听讲。她感慨，夜校的学习让
自己感受到了党对贫困群众的关心，
坚定了脱贫致富的信念。

林花的改变不是特例。是什么样
的授课内容让这些贫困户振奋精神，

主动寻求脱贫之路？电视夜校栏目的
选题十分贴合群众需求。从扶贫政
策、种养技术到产销信息、就业需求，
再到诚信文化、感恩教育等各种内容，
都涵盖在电视夜校的授课范围内。

“易学、易懂、易记、易用”，电视夜
校真正打动了贫困群众。节目着眼于
脱贫致富的成功案例，讲致富故事、分
析成功案例，将访谈、互动、现场表演
等多种形式相结合，深入浅出，将扶贫
政策、致富技能讲到贫困户心里。

好栏目遇上好干部

村民文化水平偏低，缺乏自我发
展的内生动力，是萦绕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三才镇乐安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柳
青心头的一大难题。电视夜校的开
播，给了他破题的思路。

电视夜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
模式，为脱贫致富工作提供了机遇。
通过组织观看电视夜校，原先有事才
见面的干部和群众每周至少能见两
次，干部离群众更近了，群众对干部的
信任也更深了。

为了不让听课流于形式，基层干部
们开动脑筋，以多种多样的课后活动来
帮助贫困户巩固学习成果。在三亚市
天涯区华丽村，贫困户们可以轮流提
问，并在农林技术员、致富能手主讲的

“小课堂”里现场学习，既能获得知识和
技能，也可以反映问题、探讨发展方向。

学知识、提问题、转观念，通过电
视夜校，村民们改变现状的主动性强
了，有了共同的目标，学习的氛围越来
越浓，人心也越发凝聚。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6日07版）

海南电视夜校：

从富“脑袋”到富“口袋”

琼中

山区贫困群众
手机里寻找商机
■ 本报记者 郭畅

“手机一响，订单就来。”是山区百
姓最期盼的事儿，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大家逐渐学会用手机销售自家
农产品，手机里蕴藏着的商机，正改变
着村民的生活。

“想不到不出家门，就能将鸡蛋卖
出去，太省心了。”近期加入黎母山什
隆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黎母山镇什
隆村贫困户王豪说，为了增加收入，他
将普通手机换成了智能机。

昔日，村民在家里，晒晒稻谷、喂
喂牲畜，大半天就过去了。如今，移动
互联网技术解决了制约农村几十年信
息不畅的短板，越来越多村民学会了
用手机学习、赚钱，还成了一种潮流。

手机为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产品
拓宽了新市场。琼中上安乡南流村
黎锦合作社负责人王兰，带领村里
31户村民织黎锦、卖黎锦。王兰说，
姐妹们在手机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黎锦的大小、花色、样式，只要客户有
需要，通过一张张“样图”，都能轻松
实现网络下单。

手机能为农产品质量保证搭建新
平台。琼中湾岭镇岭门村脱贫户王成
业，为了将蜂蜜的品质更好地呈现，还
玩起了朋友圈图片动态更新，现场对养
蜂环境、浓度测试等进行拍照展示，让
买家能更放心地“远程”购买。

手机还能成为农民学习技术的
“新教室”。琼中农业技术培训中心通
过微信群进行了多次竹狸、豪猪养殖
培训活动，村民们不用骑车赶到县城，
在家也能学技术。

搭上移动互联网这趟快车，农产
品“洋”起来，正成为助力山区村民“脱
贫致富”的一条途径。

（本报营根2月16日电）
2月16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姜园村贫困户孙颜华又采摘了近500斤圣女果。
据介绍，该镇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帮助贫困户种植圣女果摘穷帽。去年，孙颜华在政府帮扶下种植6亩圣女果，现

已收入近两万元，按现在每公斤8元计算，今年预计收入4万元左右。去年，十月田镇姜园村共投入产业帮扶资金58万
多元补贴种苗和化肥，帮助48户贫困户种植圣女果280多亩，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昌江：

圣女果畅销
贫困户愁消

文昌

工商部门牵头引线
企业漂洋过海来扶贫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日前，广东
瑞丰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知识产权品牌保护顾问甘小明，将一
袋袋化肥和慰问金送到文昌市东阁镇
地绿洋、红旗、群建三个村的所有贫困
户手中，这是文昌市工商局联合企业
开展“技术扶贫”的第一步。

这三个村共30户贫困户，其中6户以
种植辣椒为生，大多贫困户的种植面积只
有2至3亩。文昌工商局局长郭海燕表
示，文昌市工商局决定把培育致富产业
作为精准扶贫的突破口，采取资金扶持，
为种植户每亩补助资金500元，调动贫
困户的劳动积极性。同时邀请农业技
术专家举办辣椒种植栽培专题培训。

得知情况后，广东瑞丰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决定加大扶贫力
度。“只要扶贫村里的贫困户种植辣
椒，我们公司也将给予每亩500元补
助，同时还提供技术支持。”甘小明说。

下一步，文昌市工商局将牵头组
织相关部门和企业指导扶贫点村户建
立农业基地，大力发展辣椒种植业，成
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资金+技术”
刺激劳动力“脱贫先脱懒”，采用“合作
社+农户”的形式实现精准扶贫到户，
形成“一村一业”发展格局，确保贫困
户脱贫不返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