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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条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符才丽 彭珊珊

“心里有烦恼，去下通天村走一走
就好了。”听闻记者要前往下通天村采
访，东方市新龙镇宣传委员黄正光第
一句话就对记者这么说。黄正光告诉
记者，去年11月，下通天村捧得了“全
国文明村镇”的奖牌，成为东方市头一
个获得全国文明奖牌的村庄。

建村至今50多年，下通天村未发
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村里民风纯朴，村
民安份守己，实诚厚道。是什么样的

“魔力”能让下通天村做到如此呢？

村务公开透明
遇事协商解决

6月21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
位于新龙镇西北部的下通天村，此时，
村里静悄悄的，只见村道干净整洁。

在村委会大院两侧，立有公告
墙。左侧的公告墙上用红底黄字写
着“东方市新龙镇下通天村村务协
商会公开栏”。公开栏最左边是 9
位男士的照片和名字，他们是村务
协商会组织成员。“这九个人大多为
返村居住的老干部，村里有事情，村
干部都会跟他们商量。”村里的文书
周金图告诉记者，村里走出去的干
部有五六十人，不少人退休后就回
到村里居住。

村务协商的内容也在公开栏上写
得清清楚楚，包括村庄建设、拆迁、改
造等重大事项的整体规划设计和调
整，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租赁以及村里
重大纠纷和公共矛盾等7大项。公开
栏最右边则张贴着“有关如何整合村
南集体空地用于修建广场和球场”的
协商结论性意见：决定自2017年2月
20日至4月20日，球场和广场同时施
工。告示的落款是 2017 年 1 月 23
日，一年半过去了，这张告示保护得没
有一点破损。

右侧公告墙则是下通天村党务、
村务公开栏。上面有村党支部成员姓
名和分工介绍。有村级领导班子年度
考核民意测评结果，结果是优秀。有

“两委”干部6名成员年度考核民主测
评结果，1人优秀，5人称职。此外，还

有2017年度党费收缴情况公示。
村委会对面村道一侧的围墙上还

贴着2018年5月10日公布的下通天
村纳入贫困户评议的名单公示以及5
月16日确定的新增贫困户4户初选
名单公示。

“村干部为民着想，村民就相信
你。”79岁的村老支书邢孔皆说，1947
年从上通天村移居至现在的地址，下
通天村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干部带
头作用，一代传一代。”

优良民风传承发扬
乡村环境干净整洁

21日当天，在村委会办公室值班
的是下通天村妇女主任邢梅英和村计
生员黎军军。与记者交谈中，黎军军
说话不离本行。“下通天村有132户
810人，是全镇计划生育没出现多孩

对象的村庄。”黎军军介绍，村民生活
方式健康，孕优检查也做得好。“全村
只有3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多是三四
十岁的人，是过去医疗预防落后导致
的，除此之外，村里再没有出现过一个
残疾人口。”

同时，村民的生活习惯良好，没有
酗酒赌博现象，漫步在下通天村，听不
到打牌搓麻的声音。村庄500米外就
是大海，有细软的沙滩和成排的风力
发电机，村民在晚饭后常去海边散
步。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当天，附近几
个村庄的众多村民也集中到此洗“龙
水”。记者21日走在海滩上时，却已
经看不见一点垃圾。

“村里环境卫生好，村民身体也会
健康。”黎军军说，村里制定了《下通天
村村民环境卫生公约》，聘请了10名
保洁员分别负责村里不同路段的卫
生，还分别对应着一个责任村干部。

“保洁员每天扫3遍，工作力度很大。”

村庄产业不断发展
村民生活幸福安详

下通天村的活动广场干净宽敞，
广场上，几棵大榕树遮起一片绿荫，不
少老年人在树下安详闲坐。

村里最高寿的老人，是一位101岁
的阿婆，她与几位老人坐在村广场大榕
树底下，衣着整洁干净。村民告诉记
者，村里还有一位99岁的男老寿星。

“村里环境卫生好。”这是村里老
人很满意的地方。村里敬老，“有重要
的事情，村干部也跟老年人协商，村里
建篮球场和广场，需要用到村民的菜
地，这个问题就是经村里老人协商解
决的。”村头另一侧小卖部前树下，老
人们轻言慢语地诉说。老人安详的样
子，是村庄幸福的模样。

村庄的幸福，还源于村集体经济
的不断壮大。下通天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来源于土地承包金，年收入137万
元。村里土地总面积6370亩，其中水
田 166 亩，旱田 153 亩，坡园地 500
亩，林地2000亩。近年来村里海水养
殖业发展较快，全村现有海水养殖池
面积800亩，是新龙镇户均养殖面积
最多的村庄。此外，下通天村还种有
西瓜700亩、芒果110亩和养殖咸水
羊120头。

通天河从村庄旁流过，“临海又靠
河，村庄美、民风淳”这是下通天村的
真实写照。新龙镇宣传委员黄正光
说，该镇计划将下通天村及附近的几
个村庄连片打造成为东方乡村旅游新
连点。“以后不知道有多美哩，这下你
知道为什么有烦恼来下通天村转转就
会好了吧。”他笑着说。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

一个全国文明村的文明之谜
——探访东方市新龙镇下通天村

本期东方新闻，说说东方农村里的新鲜事和文明事。东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扎实推进社会文明大行
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倡导传承发扬优良民风，让一座座村庄变得美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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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走在好瑞村环村道上，村民自建
的小洋楼一栋接着一栋，像城里的联
排别墅。“喝喜酒少了，收入多了，八
成村民都住进了新房。”王进宾说。

记者了解到，哈密瓜是好瑞村
村民致富的源泉，该村七成村民靠
外出打工赚钱，其中大部分是帮人
管理哈密瓜，除了在本地，有的还到
三亚、昌江和乐东等地。“种植管理

哈密瓜辛苦，但收入很可观，月入可
达万元。”

“家里条件好的，可以办各种酒
席，而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家庭，则难
以承担。有了红白喜事约定，有助于
邻里关系和谐。难事也变得好处理
起来。”让村干部自豪的是2016年村
中心巷道扩宽时，村民自愿让出房屋
给村里建设村道，“原来窄得很，现在

小轿车出入没问题。”
不仅如此，好瑞村红白喜事新规

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周边的本廉村、
元兴村和抱利村也纷纷效仿。

共有7000多人的本廉村是板桥
镇最大的村庄。“‘白事’村规是我们
向好瑞村学习的，但‘红事’是好瑞村
向我们村学的。”本廉村村委会副主
任陈圣荣说，本廉村从2013年9月1

日订立村规民约后，村里每年的酒席
由200多次减至80次至90次。这几
年，酒席少了。村里的楼房却是越盖
越多，仅去年就盖起200多栋新楼。
不仅如此，村里还装了290盏路灯，
硬化了8公里村路，新建了600平方
米的市场，“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廉村村干部说。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

自发制定红白喜事村规，杜绝铺张浪费之风，集中财力发展生产

村规民约替旧习 东方乡村变新貌

“最怕人情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红白喜事，人情往来，向来为民间看重，但如果讲究过度，则会出现
大操大办，兴起讲排场和相互攀比之风，给乡里乡亲带来负担和烦恼。东方民间也有白红喜事摆数百桌酒席
的旧习俗。近年来，在东方市的板桥一带，有好瑞、本廉、元兴、抱利等村庄，由村委会牵头，自发制定红白喜事
新乡规民约，“白事”简单办，“红事”每户操办不超过两次，杜绝铺张浪费之风，让村民集中财力发展生产、建设
家园，村里新楼一栋接一栋，面貌一新。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符才丽 彭珊珊

6月19日下午，东方市板桥镇好
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进
宾见到记者，先递上一个大红本——
《板桥好瑞村民办理酒席登记薄（正
本）》。里面登记着自2014年至今村
民办“红事”的村民名单，还有户主签
名，办满两次的就进行备注。“红事”
包括儿女结婚、入宅庆典、大学庆典
等。最近一次记录是6月11日，村民
陈秀光“次男结婚”和陈定景“入室大
吉”。

不过，好瑞村的风俗改革是从“白

事”开始的。“以前我们村有人过世，1
天能摆上120桌，从下午4时吃到晚
上。村民要杀猪宰牛，没个几万元办
不下来。”王进宾说，2010年，有村民
向村委会反映，大摆酒席花费太高，难
以负担，“这个习俗该改一改了。”

村委会响应村民建议，贴出告
示，提出：“白事”不要再大操大办，
村里有人过世，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悼念即可。王进宾说，告示贴出没
多久，村里就有一位陈姓老人过世，
老人家的子女不同意丧事从简，“怕

村民笑他们”。经村干部上门做思
想工作，陈姓老人的6个子女商量
过后，决定不大摆酒席。此后有“白
事”，村民想缅怀亡者，就去灵堂烧
一柱香。

“红事”的改革则是从2014年7
月1日开始的。村里专门召开了村
民代表大会，做出新村规：每户操办
红事最多两次，超过两次就不能再
办。“那时候，村里孩子结婚、上大
学，小孩出生、入新宅，甚至小孩去
当兵、房子翻新等，都要发请帖邀人

赴宴，赴宴者需封100元至800元，
甚至上千元的红包，有的人家一年
办两次，有的小孩上大学办一次结
婚又办一次，村民感到压力很大。”
村干部说。

村规制定后，办“红事”由村干部
负责登记，到春节前贴出告示，向村
民公示这一年办酒席的人家，已满两
次的写一边，未满两次的另一边。为
防丢失，还设正副本，都保存在村委
会。“在外地办酒席的也算。只要是
我们村的人都算。”王进宾说。

酒席少了 新楼多了

丧事从简 喜事每户最多操办两次

4月20日，美丽乡村东方新龙镇下通天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彭珊珊

一到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就闻到了书香
味。村委会办公区有村文化室，推开门，里面有阅
览室，摆放着看书的椅子。文化室外，地上铺着彩
砖，有凉亭、长廊。村里有楼房，水泥村道通向各
处，巷道干净，小学里楼房崭新，篮球场等运动设
施齐全……

“刚来时，全村只有一间平房，其他全是破旧
瓦房；全村没厕所，没有自来水，小学未通电，教师
没有周转房，没有灯光球场；全村122户519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102户 464人，是个深度贫困
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联春说。

2018年6月26日，是王联春驻守在乐妹村的
第1072天，乐妹村的面貌变了。

实在人做实在事

记者见到王联春时，52岁的他穿着一件袖口
印着“乐妹村党支部”的短袖T恤，灰色裤子，板寸
头，看上去像退伍兵。实际上，他是海南大学热带
农林学院测量教研室主任，会说英、德和日三种语
言，2015年7月20日由省直机关派驻至乐妹村任
第一书记。

“做事实在”是王联春被派驻的理由。王联
春说自己讲话直，但这种个性在农村却很实用。

深度贫困村什么都缺，为此，王联春不辞劳
苦地和相关部门沟通交流，争取资金，做成了一
件又一件改变村庄面貌的事：完成自来水入户
工程；修建村庄道路1200米；新建小学运动场、
教师周转房、碾米机房；危房改造 79户，改厕
105户……

此外，他还利用25万元课题费建设太阳能灌
溉设施，解决12个贫困户和致富带头人共107亩
土地的缺水问题。

聚“八方”力扶一村贫

“王书记一来，我们村就开始变好了。”村干部
符艾萍说。

让九成以上的贫困村民脱贫不是易事。经
过王联春精心策划，海南大学8个二级学院党
组织负责人与乐妹村8个党员干部小组组长签
订“一对一”结对帮扶协议，乐妹村8个党员干
部小组再与乐妹村122户结对子进行帮扶，构
建起“三级联动”帮扶体系。“贫困户有什么困
难反映到各二级学院，学院会想方设法研究解
决问题。”他告诉记者。

不仅于此，海南大学59个学生团支部，一
一对应负责乐妹村 59户有孩子的家庭，进行
教育跟踪帮扶。不仅在村里建了图书室，在
小学建了暖阳书屋，每学期还有海南青年志
愿者到村里支教。同时，海南大学对乐妹村
考上海大的学子实行全免学费、住宿费，实行
教育扶贫。

乐妹村村民陈颂梅在这个措施制定前一年考
上了海南大学。王联春又向学校打申请报告，为
她争取退回前一年所交的学费住宿费8000元。

“贫困户家庭收入不容易。”王联春说。

引导村民发展优势产业

为了让乐妹村的产业发展，王联春想尽了办
法。他引导村民种植山兰稻150亩、山柚200亩，
还建了500只白莲鹅养殖基地，建了30亩甜竹笋
立体高效栽培示范基地。并通过“海南大学+村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引进当地政府
资金135万元，搭建10亩抗台风大棚，种植热带
兰花——秋石斛。

2018年1月20日大棚正式投产，完全由村
民自己管理和生产。“现在已经赚了10万元了。
今天还要卖300株兰花，能赚3000元。”王联春
高兴地告诉记者，有了好产业就为村民留下了

“永不撤离的工作队”。
清洗水池，开车送花，王联春什么活都干，但

乐妹村所有的收入都跟他没有关系。到乐妹村当
驻村第一书记，他没有了寒暑假，没有了公休，也
没有加班费、课时费，每年还要自掏腰包两三万补
助村里各种事项。驻村两年期满时，村民希望他
留下，海大希望他留下，王联春仍然同意了。“喜欢
做点实事。”他说。

在王联春驻村的第1072天，全村只剩下3户
8人没脱贫。乐妹村已是一个健康文明的小村
庄，成了东方的书香示范村。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

乐妹村第一书记王联春
驻村的1072天

近百贫困户摘“贫帽”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符吉亮）年轻干部、妇
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统
称为“四类干部”。东方市重视“四
类干部”的培养，从发现储备、培养
锻炼、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等环节
上主动作为，坚持把“四类”干部的
培养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

“四类干部”队伍建设进行统筹规
划、统一管理。

据悉，东方先后出台了《2011—
2020年东方市妇女发展规划》《东方市
2018—2022年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工作规划》《东方市2018—2022年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规划》和
《东方市2018—2022年培养选拔党外
干部工作规划》，分类明确了“四类”干
部基本标准、数量规模、队伍结构、培养
措施、监督管理等具体环节和要求。

截至目前，东方市确定的210余
名科级后备干部队伍中，有党外干部
30名、少数民族干部38名、女干部48
名、35 岁以下年轻干部 88 名。在
2017年来提拔重用的152名科级干
部中，少数民族干部19名、妇女干部
24名、党外干部3名、35岁以下的年
轻干部49名。

为促进干部成长，东方选派了
22名“四类干部”进行“双向挂职”。
加大各单位年轻干部轮岗力度，确保
每位年轻干部至少经历2个以上岗
位锻炼。

此外，东方还每年统筹一定数量
“四类干部”参与全市中心工作，先后
选派203名干部到“三创”、精准脱贫
等工作队伍中担任工作队员、第一书
记、党建工作指导员，有效促进“四类
干部”的成长成才。

主动作为加强“四类干部”
队伍建设

东方疏通“四类干部”
成长渠道

王联春查看山柚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张惠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