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特色农作物方
面，今年上半年，凤梨
收获面积约 4.3 万亩，
实现收入6.75亿元

澄迈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效应明显

在冬季瓜菜方面，
去冬今春，累计种植
23.7万亩，产量约为53
万吨，总产值约16亿元

“桥头地瓜”
种植规模扩大到
3万亩，预计产值
可达3.6亿元

无核荔枝种
植面积达 7800
亩，预计产值达
1.28亿元

福橙挂果
面 积 近 2500
亩，预计产值
7500万元

福山咖啡
收 获 面 积 达
3000 亩，实现
收入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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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王牌更王”效应显 澄迈农业喜丰收
上半年全县桥头地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值3.6亿元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马倩倩）平均亩产3000
斤，销售价达每斤6元至8元……今
天上午，站在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一
片地瓜田里，桥头地瓜产销协会秘书
长杨英春高兴地向记者介绍，目前，桥
头全镇 1.7 万亩地瓜大多已采收完

毕，今年的亩产量、价格均十分稳定。
记者从澄迈县农业局了解到，近

年来，澄迈稳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效应明显。
今年上半年，全县共创建省级标准化
生产示范园 3个，新增热带特色水
果种植面积6000多亩，其中新增凤
梨种植面积 4000 亩、福橙 475 亩、
无籽蜜柚 520 亩。此外，澄迈继续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今年上半年，全
县甘蔗种植面积调减至1.2万亩，同
时进一步将桥头地瓜种植规模扩大
到3万亩，同比增长11%，预计产值
可达3.6亿元。

在特色农作物方面，今年上半年，
澄迈全县热带作物及热带水果总种植
面积已达101.5万亩，其中凤梨收获
面积约4.3万亩，实现收入6.75亿元；
无核荔枝种植面积达7800亩，产量约

2215吨，预计产值达1.28亿元；福橙
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其中挂果面
积近2500亩，产量约3750吨，预计产
值7500万元；福山咖啡收获面积达
3000亩，实现收入900万元。

在冬季瓜菜方面，澄迈亦取得产
销“双丰收”。据统计，去冬今春，澄迈
全县冬春瓜菜累计种植23.7万亩，产
量约为53万吨，总产值约16亿元；瓜
菜出岛量50万吨，占比达94.3%。

澄迈县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下半年，澄迈将加快推进瑞今畜
产品加工园、澄迈互联网农业产业园、
翔泰渔业加工企业建设，提高产品附
加值；积极推进金马农产品产业园项
目落地，做好夏富酸菜等本地农产品
加工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品牌战
略工程，力争注册农业品牌20个以
上，同时推行澄迈品牌体验馆和共享
集市推进落地工作。

关注澄迈七星党支部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牛尾摇摇打屁股，沟里泥鳅又
肥肥。”……7月17日，澄迈金江，一
曲海南话童谣从水滴音乐创作基地
的窗户传出，声音清甜而纯净。循
声进入屋内，便见到演唱者何瑞莹
身旁，站着曾风靡一时的本土音乐
人“流星阿文”。后者正帮助她调整
发声、揣摩咬字，以期让童谣达到

“沾着泥土、冒着热气”的意境。
“流星阿文”是蔡科文的艺名，

在2010年参与创作、演唱脍炙人口
的海南话歌曲《定安娘子》后，他做
过节目策划、纪录片导演等职业，唯
独“歌手”这一身份，他不再尝试。

“我认为自己更适合制作而非演唱
歌曲，但此前在大学里，想找一名海
南话歌手并不容易，我属于被‘赶鸭
子上架’。”蔡科文道。

此番重新回归音乐领域，蔡科
文直言是因自己在澄迈结识了许多
音乐“发烧友”，从写词、编曲到演唱
等都不缺人才，“我也注意到，如今
直接向孩子教授海南话并不容易，
而音乐是较好的海南话学习和传播
载体。”于是今年6月，蔡科文和伙
伴们在澄迈成立水滴音乐创作基
地，希望借由童谣这一“软形式”，唤
起孩子们对海南话等本地传统文化
的兴趣，进而影响到家长，促进本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蔡科文的意图，在目前这首处
于创作中的童谣里随处可见：金黄
无垠的稻田、慵懒休憩的老牛，以及
沟渠里滑溜溜的泥鳅……诸多意

象，均被基地联合创始人之一、词作
者陈俊宇写成“接地气”的词句和韵
脚。再配以简单明快、朗朗上口的
旋律，使这首童谣不仅能使青少年
受众感到新鲜有趣、易学易唱，也更
容易让其父母一辈产生共鸣。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童
谣创作露出疲态，能够表达儿童心
声，并为孩子们喜闻乐见、口口相
传的作品愈发稀少。“这是挑战，也
是机遇。”蔡科文透露，自己和团队

创作的作品，将更多地聚焦澄迈乃
至琼北地区的区域文化，以童谣勾
勒出那些算不上“惊艳”却又令人
熟悉的生活场景，吸引孩子们去探
索、了解歌曲中描述的内容，进而
学习传统文化，“就如我们当年听
完粤语歌曲，想去了解砵兰街、弥
敦道等地一样。”

“此外，我们还于昨天成立了一
个少儿乐团，负责演奏、演唱我们原
创的一系列童谣。”蔡科文表示，下

一步，他和团队将利用新媒体等形
式，力推原创童谣进校园，并将童谣
与微纪录片相互结合，加强推广。
在蔡科文看来，传播方式、表达方式
的落后，是目前部分海南话音乐、戏
曲作品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我们
希望为作品加入新的编曲、新的理
念，同时保留童谣原本应有的那股
韵味，这将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将要专注去做的事情。”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

本土音乐人蔡科文澄迈组团创作海南话童谣

童声唱乡音 文化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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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科文（左）在澄迈县水滴音乐创作基地录音棚指导何瑞莹录歌曲。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澄迈贫困户
到海口施茶村取经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仁圣 吴清光）为借鉴成功经验，转变贫困户的
思想观念，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本领和信心。
日前，澄迈县组织50余名贫困户赴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施茶村取经。

在当地的火山石斛园内，有着“养生仙草”之
称的石斛长势喜人。据了解，施茶村党支部以党
建发展为中心，紧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带领群众在
昔日的荒山乱石上种出了市场广、价值高的火山
石斛，作出了“点石成金”的精彩实践。

“石头缝里也能长出金子？”施茶村的变化让
澄迈县仁兴镇四联村加音村民小组贫困户符传旭
非常惊讶，同时也更坚定了他脱贫致富的信心。

“我们村的条件不比施茶村差，只要找准路子，我
们脱贫致富并不困难。”符传旭告诉记者，今年，在
政府的帮扶下他养了30余只羊，此外还种了3亩
槟榔，“赚了钱后还想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不执行脱贫攻坚任务

2名干部被立案审查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肖虹）记者从澄迈县纪委县监委了解到，近日，澄
迈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赵刚、澄迈
县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符方敬等2人不服
从组织安排，不履行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职责，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永发镇“扶志”“扶智”
培训班开班
青年创业者和乡村教师现场授课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扶贫
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扶
志”“扶智”培训班在澄迈县永发镇瓜菜市场举
行。该镇青年创业者、黑山羊养殖专家吴一凡，以
及“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曾维奋受邀担任主讲，为
200余名贫困户分享养殖技术、个人成长经历等。

课上，吴一凡结合本镇贫困户实际情况和具
体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黑山羊生活习性、常见疫
病、防治措施等，并就贫困户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进行了面对面互动交流；随后，伴随着掌
声，曾维奋拄着双拐上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
己的经历，展现出一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十三载、
默默奉献、认真服务基层教育工作的党员老师形
象，深深打动了贫困户，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克服困
难、积极脱贫的内生动力。

澄迈组织大学生志愿者
利用暑期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任富杰）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澄迈县委获悉，今年澄
迈将组织47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澄迈各镇，以志
愿服务、爱心支教等方式，利用暑期在全县开展助
力脱贫攻坚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在本次活动启动前，共青团澄迈县委通过层
层选拔，从近百名报名者中甄选出47名大学生志
愿者。通过选拔的大学生志愿者，将根据乡镇安
排，重点完成了解贫困户需求、完善贫困户扶贫手
册、为贫困户子女提供学业辅导等任务。

据悉，共青团澄迈县委还将组织乡镇贫困家
庭子女开展亲子研学夏令营活动，增强两代人脱
贫信心决心；将联合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等志
愿团体，到乡村学校提供暑期爱心支教活动，内容
以音乐、美术、英语等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课
程为主，同时增加禁毒流动课堂、手工制作、安全
知识讲座、文艺汇演、爱心家访等特色课程。

澄迈2018年
全警轮训工作启动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张胜楠）近日，澄迈县公
安局2018年度全警轮训工作启动。
据悉，本次全警轮训将分2期，共用6
天对全县公安机关民警开展政治轮训
和警务实战轮训，着力打造一支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的公安队伍。

记者了解到，本次全警轮训专门
聘请海南师范大学、省委党校专家和
省警校实战教官团、海口市公安局业
务专家等为学员培训。旨在通过专题
学习，教育引导学员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强化“四个意识”，主动适应新时
代执法环境，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和执法水平，全面提升应急处置与实
战能力。

工棚内暗藏吸毒窝点
澄迈警方查获
11名涉毒嫌疑人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李荣）近日，澄迈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特警大队与大丰派出所精
心布控、统一行动，成功捣毁位于大丰
镇某建筑保安宿舍区工棚内一处吸毒
窝点，抓获涉毒嫌疑人11名。其中张
某龙等9名嫌疑人尿检结果呈阳性。

近日，澄迈县公安局大丰派出所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在该镇一建筑保
安宿舍区，有一工棚改造的KTV包厢
内时常有陌生青年男女出入，他们神
情亢奋，疑似吸毒人员。摸排到该情
况后，大丰派出所立即向澄迈县公安
局汇报。在精心布控后，澄迈县公安
局组织禁毒大队、特警大队、大丰派出
所30余名警力突袭该窝点，一举抓获
11名涉毒人员。

目前，澄迈县公安局已依法对张
某龙等9名吸毒人员处以行政拘留
处罚。

怕被网络“弹窗”曝光
“老赖”主动
到法院还钱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聂秀锋）7月17日上午，

“老赖”张某匆匆赶来澄迈法院，将拖
欠已久的35060元工程款交到符某
手中。从“不肯给”到“急着给”，张某
态度的大转弯，源自澄迈法院联合“今
日头条”APP，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的
网络“弹窗”曝光等系列举措。

记者从澄迈法院了解到，早在
2015年，符某便从张某处承揽了一处
建筑工程。在施工完毕后，张某仅支
付了部分工程款，剩余的3万余元款
项则拖欠一年多未支付，符某遂将张
某告上法庭。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承办法官依法将张某纳入了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并于近日通知张某，澄迈法
院将利用“今日头条”的网络“弹窗”，
对张某等一批“老赖”进行曝光，因害
怕拖欠工程款事宜被身边人知晓，张
某迅速筹资来到法院，当场还清欠款，
履行了相关义务。

据悉，澄迈法院联合“今日头条”
打造网络“老赖弹窗”，利用互联网的
优势对失信“老赖”进行精准曝光，即
以老赖住所地位置为圆心，有针对性
地把其赖账信息在熟人圈通过“弹窗”
曝光，借助社会力量给失信被执行人
施压，最大限度压缩其规避执行的空
间，促使其主动履行法定义务。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着红杉、戴头盔、挂彩旗……近日，澄迈县
自行车运动协会60余名会员在金江镇、加乐镇开
展骑行活动，宣传澄迈脱贫攻坚和文明乡风工
作。每到一处，他们都与群众“唠”扶贫、讲文明，
为相关工作起到了良好的“鼓与呼”效果。

澄迈县自行车运动协会会员戴文昊表示，此
次骑行活动凭借其本身绿色环保、新颖健康的属
性，在群众中进一步扩大了宣传工作的影响力。

自行车“发烧友”骑行澄迈
宣传脱贫和乡风文明

澄迈县自行车运动协会会员入户发放传单，开
展脱贫攻坚、文明乡风宣传。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符畅艳 邓慧静

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越过山
坳，一个崭新的苗村就出现在记者眼
前。在澄迈县仁兴镇新兴苗村，64户
村民家家户户都住进了 3 层小楼
里。墙壁上的图腾、精心设计的窗
棂，充满了苗族风情。

“过去我们住着漏雨的瓦房，如
今我们搬进了新房，加入合作社领
分红，还要发展旅游，这一切的变
化，都离不开社区党支部辛苦的付
出。”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纷纷
感叹。

村民口中的党支部，是于2015
年 10月设立的澄迈县仁兴镇仁兴
社区党支部，有13名党员，5名“两
委”干部。自成立以来，仁兴社区党
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推进社区社会经济和各项事
业发展，先后获评仁兴镇2016年度
先进党支部、澄迈县2017年度七星
级党支部等多项荣誉。仁兴社区下
辖的新兴村也被评为“澄迈县文明

镇村”。

党员带头
全心全意为民服务

新兴村是仁兴社区下辖的一个
自然村，是澄迈县唯一的苗族村寨，
全村64户共345人，过去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是种植橡胶、槟榔，生活和生
产条件比较落后。

2016年，澄迈县委、县政府斥资
约3500万元用于新兴苗村整村推进
改造项目，对于新兴村来说是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在搬迁安置过程中，
仁兴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平智带领着
项目小组和党员协助村民选址搭棚，
帮助村里的五保户、特困户解决临时
住所、用水用电，帮助村民申请危房
改造补贴款、建房贷款、手把手地教
村民填写申请表，为村民奔走于各个
部门办理申请手续等，帮助村民转移
农资产品。

2016年8月22日，新兴村整村
改造项目顺利开工。2017年 8月，
项目一期工程竣工，二期工程顺利
启动。2017年10月，新兴村的苗族
同胞乔迁崭新敞亮的民居。今年4
月，该村成为澄迈县2018年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会

场，苗村同胞载歌载舞庆祝这一翻
天覆地的变化。

凝心聚力
想方设法为民解忧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
身影。”新兴苗村村民郑秀菊说。

新兴村村民自发成立了舞蹈
队，每逢节庆假日，就在村里为村民
们表演，丰富了村民的生活。但苦
于经费有限，道具不多。对此，党支
部抓紧与上级沟通，争取资金3.5万
元为舞蹈队购置了音响设备和道
具，还聘请民族舞蹈老师教授苗族
舞蹈。如今，新兴村苗族舞蹈队已
成为远近闻名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表演队。

为了解决村民和学生的交通
出行不便问题，仁兴社区党支部向
澄迈县交通部门申请，修建了新兴
村对外的水泥公路，大大缩短了从
新兴村到仁兴镇的路程。不仅如
此，仁兴社区还先后为新兴村小学
和村文化室重新安装用电线路和
照明设施；清理疏通镇墟主街道排
水沟，解决100多米低洼路段雨后
积水问题。

在防御强台风“沙莉嘉”工作

中，社区党员干部和民兵连夜将住
在简易棚和危房的群众进行紧急转
移，确保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党建引领
苗村绽放发展生机

发展才是硬道理。针对社区内
自然村发展滞后的情况，仁兴社区党
支部倾力打造特色养殖产业，组织致
富带头人成立澄迈运辉奇龟特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新兴苗村发展
豪猪产业。

2017年，新兴村64户293名贫
困户获得政府产业帮扶资金110万
元，并以此入股合作社。合作社采
取“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发展豪猪
养殖，予以分红，以产业发展促进贫
困户创收增收，保持持续稳定的收
入。2017 年，全村已发放分红金
13.2万元。

与此同时，新兴村还立足“生态+
旅游”理念，在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结合自然环境、民族特色，
打造旅游热点。站在自家的新房门
口，郑秀菊充满了盼头：“发展旅游之
后，我们用苗村特色留住游客，挣更
多钱，彻底告别贫困！”

（本报金江7月19日电）

澄迈县仁兴镇仁兴社区党支部党建引领服务民生，赢得村民称赞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