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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评论员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脱贫攻
坚好比是“炼丹炉”，检验着干部作
风、态度和能力的成色。

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这种体验，
一提起爬山，就会觉得很累，倘若肩
头再加上百十斤重担，恐怕更没人敢
言爬山。不过，有一种职业对此却毫
不畏惧，那就是搬山工。肩扛重担，
拾阶而上，本已是极艰难的事，而每
天还要于山上与山下之间往返数次，
岂不是难上加难？可搬山工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上山下山。他们心无旁
骛，脚踏实地，敢于扑下身子扛担子，
用双脚磨平坎坷，为群众提供便利。
脱贫攻坚担子很重，同样需要这样的
劲头，需要干部们带着感情驻村、扑

下身子干事。
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

扶贫有没有感情，关键看行动。有些
人嘴上常说着“感情”俩字，可真正需
要行动的时候，却是“大象的屁股”，
任谁也推不动，或者像旋转的陀螺，
抽一下动一会，不抽马上懈怠下来。
对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有认识没决
心，有态度没行动，有能耐不担当，扶
起贫来，脚不沾泥、身不入村，这都是
对工作、对群众冷漠“没感情”的体
现，都是伤民、害民的做派。脱贫攻
坚任务重、时间紧，容不得这样的害
民之举。

事实上，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
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把话说
得很重——“工作不力的班子抓紧
调整”“不能胜任的及时调整并不

予重用”……这意味着，遭受惩罚
的将不再局限于吃拿卡要、徇私舞
弊等违纪违规干部，还将包括那些
不 作 为 、慢 作 为 ，甚 至 不 会 作 为
者。这体现的正是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的态度。压力之下，
扶贫干部要积极行动，切实把自己
摆进去、把身子扑下去、把力量沉
下去，用超常规的抓法把扶贫工作
做好。

心头有感情，行动有力量。“带着
感情驻村”，就是要心系事业、脚下有
泥，把群众当成亲人，把扶贫当成自
家事，经常走到田间地头，坐到群众
中间，与群众拉家常、诉苦衷、掏心
窝、递真情，进而深入了解致贫原因，
努力群众激发脱贫动力，真正解民
忧、解民难；“扑下身子干事”，就是要

不惧艰难，敢闯敢干，针对脱贫中出
现的问题，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要求，因地制宜找良方、寻良策，力
争用超常规的方法，把脱贫攻坚工作
不断向前推进。

为官避事平生耻。脱贫攻坚是
一项必须完成、无路可退、容不得半
点松懈和麻痹的重大政治任务。在
本该讲奉献、显担当的时候，倘若遇
事避重就轻、得过且过，必然为群众、
为历史所耻笑。志不求易者成，事不
避难者进。我们在脱贫攻坚中建功
立业，既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为民
情怀，也要有撸起袖子、甩开膀子的
坚强韧劲。带着感情，心头就有了动
力；扑下身子，做事就有了方法。心
头有劲，做事得法，我们何愁不能开
辟脱贫攻坚新境界？

带着感情驻村 扑下身子干事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系列谈③

励志典型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刘伟

上午9时，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
地。在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
养豪村民小组，6头黄牛正在山坡上
吃草。烈日下，今年43岁的村民钟
茱莘动作麻利地割着草，不时转身看
几眼自己的牛，脸上露出满足的神
情。

钟茱莘家原来的日子还过得去，
丈夫在外当建筑工，每个月收入可
观。但在2011年，丈夫突遇车祸死
亡。由于钟茱莘是独生女，此时，公

公婆婆，加上自己的父母，还有年幼
的儿子，三代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
她的身上。

钟茱莘患有甲状腺瘤和胃炎，而
且要照顾家庭，因此无法到市区打
工，平时只能在自家的2亩地里种些
瓜菜。以前，年过七旬的公公帮人写
对联也能赚点钱贴补家用，但在
2014年，公公因病去世，全家人的日
子过得更加捉襟见肘。

详细了解钟茱莘家的状况后，新
坡镇党委、政府为她送来了“脱贫套
餐”：产业上，帮她购买了黄牛3头、
鸡苗50只、佛手瓜种子800颗，用于
增加收入来源；教育上，帮她申请教
育帮扶资金，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医
疗上，帮她申请医疗帮扶资金，减轻

经济压力。
“一个女人，能从3头牛养到7头

牛，这是很不容易的。”新坡镇镇委书
记陈坚说，钟茱莘不依赖政府帮扶，自
己努力学习种植养殖技术，不管天晴
下雨，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凭借自己
的韧劲，硬是让日子一点点好起来。

钟茱莘深知掌握技术的重要
性。“有些贫困户，拿到鸡苗、羊仔之
后，不到一个月，就因管理不善死了
大半，看着很是可惜。”于是，每期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开播，钟茱莘都会早
早去村委会占个好位置，认真记笔
记。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已经播了87
期，除了有一次儿子做手术需要照
顾，其余的，她一期也没有落下。不
能给牛喂太多饲料、每顿不能超过一

斤，种瓜菜要及时消灭蚜虫……这些
都是钟茱莘从电视夜校上学到的种
植、养殖知识。

近年来，仁里村开发旅游资源，
发展起旅游经济，村里经常举办农贸
集市，很多城里人来村里旅游，顺便
买土特产。头脑灵活的钟茱莘平时
挨家挨户收购鸭蛋、土鸡、鹧鸪茶，拿
到集市上去卖。“一个鸭蛋能赚2毛
钱，过年的时候，集市上的土鸡一斤
能卖20多元。”钟茱莘说。

放牛、喂鸡、种菜、打工……钟茱
莘每天都过得忙碌而充实。她还经常
给儿子讲述自己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上看到的励志故事，教导儿子要努力
学习，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钟茱莘说，公公生前一直嘱咐家

人，“人穷不可怕，就怕没志气。要勤
快一些，少给别人添麻烦，要靠自己
的努力让家里好起来。”

据了解，钟茱莘一家已于2016
年年底脱贫。2017年，钟茱莘家庭
人均纯收入达到6890元。

仁里村驻村第一书记周克乙感
慨道：“她最难能可贵的是，不仅生活
脱贫了，思想上也脱贫了，主动通过
自身发展实现勤劳致富。”

钟茱莘说，今年她计划把家里的
2亩地拿来种槟榔，在槟榔树上缠藤
子种丝瓜，在槟榔树下养鸡。“发展林
下经济，一举多得。村里游客越来越
多，东西不愁卖。只要舍得出力，日
子肯定越来越好。”

（本报海口6月3日讯）

海口仁里村村民钟茱莘自学养殖种植技术，主动通过自身发展摘掉“穷帽”

“只要舍得出力，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端午未到，粽香已浓。近日，位于
定安县雷鸣镇干埇村的伍荣昌实业有
限公司定安粽子生产基地内，炉火烧
得旺盛，一锅锅美味的定安粽子不断
出炉。“粽子虽小，包起来功夫却不
少。”干埇村贫困户陈海霞在粽子生产
线上忙碌着，加班加点赶制粽子。

虽然忙碌，陈海霞却不觉得辛
苦，因为粽子生产基地就建在家门
口，忙完工作便可以回家照顾家
人。“在家门口就能脱贫增收，这样
的好事谁不乐意！”她高兴地说，自
己每天能包五六百个粽子，一天能
赚300多元。

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定安根

据发展实际，做足农产品文章，扶持
“定安粽子”等一批农产品品牌发展，
延长产业链条，为群众不断拓宽增收
致富路。

“粽子是定安的传统美食，几乎
每个定安人都有一段粽子情结，对发
展粽子产业有很强的认同感。”干埇
村村委会副主任符永定表示，在定安
县政府的支持下，伍荣昌公司于
2016年进驻干埇村。粽子企业的落
地，不仅为本地的优质定安黑猪提供
了稳定销路，也增加了当地群众的就
业机会。3年以来，伍荣昌公司已为
干埇村及周边多个村的百余名贫困
户解决就业问题。

如今，定安粽子已经形成一条完
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的定安黑猪养
殖、富硒稻米种植、柊叶种植等原材

料生产到中游的粽子加工制作，再到
下游的粽子销售以及粽元素产品营
销都颇具规模，有效地带动了当地人
增收致富。据统计，2017年，定安粽
子年销售量达到1800万个，销售额
达2.7亿元。

定安多个乡镇都引入了粽子厂
家，吸收贫困户入厂打工。同时，定
安粽子协会联合定安县多家粽子企
业，设立粽子扶贫资金，从企业的粽
子销售利润中抽出部分金额，在社会
监督下，捐助给贫困户用作生活生产
资金，助力脱贫攻坚。

5月26日，百余名游客来到伍
荣昌粽子生产基地，亲身体验包粽过
程，走入干埇村品尝红豆芋头梗酸笋
汤、菜包饭和定安鸭饭等特色美食。

这让陈海霞等包粽工人感到新

奇，“没想到包粽子和吃农家菜，也能
做成一门旅游生意。”而在粽子生产
基地厂房的外墙上，绘制了定安粽
子、小青梅等一系列憨态可掬的卡通
形象，工人们说：“就像景区一样洋
气。”

“此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美食之
旅，也是定安将粽子产业和休闲旅游
结合发展的一次探索。”定安县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定安将继续延伸
粽子产业链条，形成“粽子＋电商”

“粽子＋旅游”等业态，促进三产融
合；鼓励企业通过建设粽子主题农庄
的形式，将定安粽子与当地的农家黑
猪、土鸡和野菜等农产品捆绑售卖；
结合当地旅游资源，设计旅游产品和
生态路线，扩宽群众增收渠道。

（本报定城6月3日电）

延伸产业链，促进三产融合，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

定安“粽”出脱贫致富好前景
临高278名贫困户
获聘河道巡查员

本报临城6月3日电（记者刘
梦晓）记者日前从临高县水务局获
悉，该县优先选聘278名贫困户担
任河道巡查员，已举办河道巡查员
岗前培训班，这批巡查员将在培训
结束后正式上岗。

在培训中，省河长办相关专家
重点围绕什么是“河长制”及“河长
制”的由来、全面推行“河长制”的重
大意义和主要任务，以及河道巡查
员的工作职责、巡查重点等内容进
行系统培训。与此同时，结合临高
实际，专家还讲解了“巡河的基础性
保障问题”“如何开展巡河工作”“关
于巡河工作的管理问题”“下一步巡
河的工作重点”等内容。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业局在什玲镇届村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
在抓零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扶贫的专项工作中，保亭同时开展调查摸底、就业培训、就业招聘3项工作，让就业培

训和招聘贴近乡村，贴近贫困户。目前，保亭已在9个镇举办了9场招聘会，在30余个村举办了就业技能培训班，
收效良好。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朱跃生 摄

第89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陈蔚
林）第89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将于6月4日晚在海南综合频道（20
时）及三沙卫视（20时30分）播出。
本期节目将请来省扶贫办副巡视员
王远玉，分析我省在贫困人口识别与
退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同期节目中，还有来自三亚市
扶贫办精准扶贫信息化管理系统运
营工作人员冼赫，为大家介绍并展
示精准扶贫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具体
操作流程。

观众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收看本期节目。电视夜校播出
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
继续开放。此外，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栏目组的线下售卖活动，仍会继续推
出扶贫农特产品，观众可以进入活动
微信群详细了解每一期的活动内容。

就业培训班
“开”进村子里

台湾两岸农渔业交流发展
投资协会一行来琼考察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朱玉华 曾琦）今天，来琼考察的台湾两岸农渔业
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台湾华伟渔业集团董
事长黄一成一行与我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琼台
两地海洋合作交流进行座谈。双方深入探讨琼台
两地海洋合作，并就开展远洋捕捞合作、建设现代
海洋牧场、发展休闲渔业、构建一级渔货市场等项
目合作进行详细交流。

“琼台两地地缘相近，血脉相亲。”黄一成说，
台湾在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起步较早，一直以来，
台湾华伟渔业集团有意向与海南共同投资发展水
产品加工、休闲观光渔港建设管理、渔业科技等项
目。他表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对台
湾来说也是利好消息。他要将此次考察成果带回
去与台湾乡亲分享，期待与更多台湾乡亲一同来
海南投资兴业，共享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带来
的发展机遇。

副省长苻彩香今天在海口会见黄一成一行。

海南省企业经营管理
研修班开班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唐雪珂）由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海南省企
业经营管理研修班昨天在海口开班，受邀参与的
企业家达200余人。

此次研修班为时一年，以集中授课为主，采取
主题沙龙、实地考察、年度论坛、校友联谊、走进北
大等多种方式教学，通过学习带动，对学员进行一
对一辅导，为人才库的学员企业开设专栏，向人才
入库的企业提供融资、上市、法律、咨询等全方位
服务，助推企业发展。

昨天，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
英为在座学员传授了现代管理、团队建设的经验，
强调了“学习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拒绝学习就
是拒绝财富”“思路决定出路，心态决定状态”“最
佳的管理是适度管理”等理念。

三亚联动各方力量
细化脱贫攻坚工作
落实到乡镇村三级

本报三亚6月3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政府有关
部门获悉，该市联动打赢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先后在各区成立脱贫攻
坚大队，以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为
单位，构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级体
系，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全方位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有序展开。

根据部署，三亚在有脱贫攻坚
任务的乡镇设立脱贫攻坚大队，负
责宣传贯彻执行上级有关脱贫攻坚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抓好贫困
户建档立卡工作，做好扶贫检测统
计工作，拟定本乡镇精准扶贫工作
实施方案等；在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行政村设立中队，负责精准识别、精
准管理、精准帮扶、精准退出工作，
协调解决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负责贫困人口动态监测管理
和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制度的衔接
工作等；在有扶贫攻坚任务的自然
村（组）设立小队，进一步宣传贯彻
执行上级扶贫攻坚有关方针、政策
和措施等工作。

三亚市海棠区政府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区将实行常态化的信息采
集、核对、录入、更新管理制度，推行
贫困户信息二维码标识，进一步完
善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
精准退出等方面的资料，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上接A01版
白沙与海南人保财险再次开展合作，探索天然橡
胶价格收入保险的试点工作。

根据白沙制定的《天然橡胶扶贫增长极收入
保险实施方案》，贫困胶农较多、橡胶种植面积较
大且交通条件便利、收胶网点齐全的打安镇被选
中开展新一轮的金融扶贫试点工作。

“根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的专家
测定，以亩产橡胶60公斤、目标价格每吨1.6万元
计算，打安镇开割的44524亩橡胶投保总产量为
2671.44吨，总保费达427万余元。”潘孝信说，除农
户自交10%保费外，其余均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

国内首单天然橡胶精准扶贫收入型保险落户
白沙，潘孝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天然橡胶精准扶
贫收入型保险每吨的保险价格为1.6万元，承保
的海南人保财险则将根据地头收购价格给予经济
赔偿，按预计的收购价格计算，每吨天然橡胶将获
得约2800元的赔付。“加之今年我县橡胶‘保险+
期货’入市对冲，胶农所获得的赔付将较去年大大
提升。”潘孝信说。

“天然橡胶精准扶贫收入型保险进展顺利的
话，明年也会在全县铺开。”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
说，橡胶是白沙的支柱产业，也是农户脱贫的重要
产业，给橡胶“买保险”，就是给农户脱贫致富“上
保险”。

如今，不少白沙胶农的观念也已从原来的“开
割就亏”转变为“多割多赚”。“橡胶保险保不了一
辈子，致富还得靠自己。”道小村村民符丹丽笑道，
加上县里胶林更新政策的放宽，令不少当地贫困
户的脱贫信心倍增。 （本报牙叉6月3日电）

橡胶买保险 脱贫上“保险”

争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
◀上接A01版
使实践活动开展过程成为广大公民自我教育、自
我提高的过程，成为追求文明、践行文明的过程；
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争作表率，带头示范，用实
际行动倡导文明、践行文明、弘扬文明，要在礼让斑
马线、文明排队、文明观赏、文明待客、学礼守礼等主
题实践活动中，影响带动全社会讲文明、树新风，争
做文明有礼海南人，展现海南良好形象。

争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需要我们持之以恒
地提升文明程度，久久为功。只有种下文明的种
子，才能收获文明的果实。所谓日久见人心，移风
易俗、变革人心需要旷日持久的熏陶，需要持之以
恒的坚持。我们争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不能只
做表面功夫，在人前文质彬彬，在人后便“原形毕
露”；也不能敷衍应付，三五天装装样子，六七天抛
之脑后；更不能口是心非，嘴上文明礼仪，行则粗
野蒙昧，而是要人前人后一个样，说到做到，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只有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知
行合一，务求实效，才能使海南人民的文明素质和
社会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不断取得新成效、形成
新气象。

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
得成功。推动社会文明同样如此，我们要坚持以
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的全方位需
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民生，真心为民，让
公众共享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积极拥护和主动参
与到“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主题实践活动中来。
只有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激发公众的主体意
识，提升公众的精神文明素养，强化公众的文明责
任，精神文明之花才能不断盛开，屡结硕果，扮靓
美好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