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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故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在澄迈县金江镇大美村文英
村民小组，有一群对莲花情有独
钟的年轻人，他们爱莲、种莲，借由
莲花开辟出了一条发展产业、振
兴乡村的道路。

8月21日，在文英村的水田
里，大片荷叶随风荡起层层绿
波。水面上，各色莲花开得正
艳，有村民蹚水而行，采收莲
花。去年8月，返乡青年杜英投
资500万元承包了村里大片水
田，建设苟中莲花主题生态庄
园。除了多个品种的莲花外，金
椰子、牛奶果、番石榴等果树也
被杜英“请”来安家，共同参与村
子的美丽蜕变。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毕业十年后返乡创业

这片莲花田承载着许多文英
村人的记忆：20多年前，村民都在
此定期开镰收稻，迎接丰收的喜
悦。“因村子里没有田垄，人们只能
给汽车轮胎绑上绳子、盖上木板，
在水面上运输稻穗。”杜英对这一

场景记忆犹新。
到2003年前后，随着青壮年大

量外出务工，村里务农的人越来越
少，这片水田成了撂荒地，只剩下杂
草在此旺盛生长。

2007年从武汉工程大学城市

规划专业毕业后，杜英做过设计公
司职员、下海办过幼儿园、养过果子
狸、开过装修公司，事业逐渐走入上
坡路。但每每看到这片荒弃的水
田，以及村里久无人居、坍塌废弃的
老屋，杜英的心里总也不是滋味儿。

“作为从文英村走出去的大学
生，我想着总有一天，自己要回到这
里落叶归根。”于是，2017年8月，杜
英找来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回乡
创业，打算通过发展莲花产业改变家
乡面貌。

产业“莲”通致富路

走过莲花田间新铺的石板小
路，梁均强探手摘来一只莲蓬，剥出
莲子就往嘴里送，并笑称：“返乡创
业就像口中这莲子芯，往往要先苦
而后甜。”

今年年初，梁均强离开国企，进

入杜英创办的海南澄迈苟中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他告诉记
者，为了莲花的“安家落户”，他们可
没少吃苦头：起初，团队不仅费尽心
力搬运田间原有的巨石，还多次带
着电脑、投影仪来给村民讲解种植

莲花的好处，以赢得村民的支持；为
了引入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他们

“三顾茅庐”请来莲花种植专家简福
川做技术顾问，后者已经研发出
600余种莲花，在该领域颇具权威。

通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如

今九品香水莲花、太空莲等长势良
好。梁均强说，用九品香水莲花制
成的莲花茶，每朵的价格在5元至7
元不等，已经通过各大电商平台和
线下代理商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月销售额在3万元左右。

农旅结合发展振兴乡村

摊开莲花庄园的规划图，杜英
团队的“雄心”一览无余：除了莲花，
他们已经种有300亩矮椰子，百余亩
牛奶果、番石榴、菠萝蜜。“到今年底，
我们还将拿出500万元动工建设赏
莲栈道，以及对村里废弃的石头屋进

行重新修缮，发展民宿。”杜英表示，
借由文英村周边大美村、美榔村丰富
的旅游资源，文英村农旅结合的未来
可期。

杜英团队的办公室设在原来的
村小学内，这里承载着他丰富的童

年回忆：孩子们在此齐声朗读课文，
夕阳下奔走玩耍，不远处，忙完农活
的父母在家中升起炊烟，等待着大
伙的是一顿香喷喷的晚餐……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文英村变
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新乡村，让
更多外出务工青壮年能够回到家门
口就业，有更多时间陪陪老人和孩
子。”杜英说，相信通过大伙的共同
努力，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遥远。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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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教育

澄迈动态

澄迈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发放奖助学金447万元，资助全县1050名高考贫困生

不让一个学子因贫失学
本报金江 8月 23 日电 （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王家专）“感谢基金
会给我 5000 元助学金，这下学费
有着落了，我的大学梦实现了！”8
月 22 日上午，考上贵州师范大学
的澄迈县准大学生许明慧来到澄
迈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
教育基金会）办公室，当面向基金
会的工作人员道谢。

今年高考，许明慧以636分的成
绩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然而平时
仅靠母亲打零工抚养3个孩子的许
明慧一家，全然无法负担起她的学
费。在得知许明慧家里的情况后，村
干部把她的名字报到了教育基金
会。经过走访、核实，教育基金会把
许明慧列为受资助对象。

8月19日，教育基金会2018年
助困奖优大会和捐款仪式在金江
镇举行，共计发放奖助学金 447.6
万元，资助了包括许明慧在内的
1050名高考贫困生。同时，教育基
金会也在当天收到全县各机关单
位、个人捐款、企业捐款共 390.78
万元。

教育基金会秘书长符启祥介绍，
自2009年澄迈县成立教育基金会以
来，每年都有大量的社会爱心人士、
企业机关单位筹集爱心款资助澄迈
籍优秀高考生。迄今为止，教育基金
会累计筹集资金5465万元，投入资
金2740万元开展“助困奖优”公益活
动，受益人数达4895人次。

“‘不让一个学子因为贫困而上

不了大学’是基金会成立的初衷。
经过了9年的发展，基金会帮助的
学生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符启祥说，今年也是教育基金
会投入助困资金最多、资助对象最
多的一年。

据悉，今年澄迈全县有超过
1400名高考贫困生向教育基金会
提出资助申请。本着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教育基金会派出14个入
户核查小组，深入提出申请的贫困
生家庭进行走访、核实、复核，确定
受资助对象，最后有1050名高考贫
困生得到资助。

“因为贫穷，我曾经一度想过放
弃求学，是教育基金会给了我一个
崭新的开始。”2013年获得教育基

金会资助的学子苏洁说，受到教育
基金会的资助，她顺利入学，2017
年又考上了澳门科技大学的硕士研
究生。“今后我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
反哺社会。”

近年来，澄迈县委、县政府积极
实施人才驱动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教
育，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夯实教育教
学工作，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公平优
质教育。在此基础上，教育基金会规
范管理，阳光操作，社会公信力不断
提升，已成为国家民政部批示的4A
等级基金会，被认定为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慈善组织，通过扶贫济困、传递爱心，
有效地推动了全县教育科技事业的
发展。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王家专）红砖青瓦，一座具
有浓郁南洋风格的4层大楼拔地而
起。循着咖啡香气进入其中，便可看
到工人们娴熟地操作烘焙仪器，令一
颗颗深棕色的咖啡豆喷涌而出，如

“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昨天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澄迈县福山
镇的福山咖啡加工体验中心内所见
到的一幕。

日前，这座投资约1600万元的体
验中心已开始试运营，可实现日加工
咖啡豆1500公斤。

咖啡烘焙仪器的控制台上密布着
近40个按钮，但这难不倒操作工人羊
乃亮。只见他一边操作机器，一边靠
着仪器的烘焙炉，仔细听着仪器内传
来的响声，并不时抽取咖啡豆样本观
察颜色、嗅闻香气，神情十分专注。

“咖啡豆在200摄氏度高温下烘

焙时，会膨胀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每响一次我们称为‘一爆’。”羊乃亮
说，他会根据客人需要，对咖啡豆进行

“一爆”“二爆”或“三爆”等不同操作，
待爆响声达到相应次数，咖啡豆的香
气、色泽也达到出炉标准，就可以拉开
闸门，让咖啡豆出炉冷却，整个烘焙时
间一般为20分钟。随后，再将咖啡豆
研磨成粉，通过打包仪器注进“挂耳
式”包装袋并充入氮气封口，咖啡豆的
加工至此告一段落。

“挂耳”咖啡如何冲泡？福山咖啡
加工体验中心负责人、福山咖啡第二代
传人徐世炳向海南日报记者进行了演
示：撕开包装封口，撑开两侧纸质夹板
挂在杯子上，缓慢用热水冲泡后，一杯
原汁原味的福山咖啡就冲泡好了。

徐世炳表示，自己已为咖啡加工
体验中心投入数百万元，从巴西、日
本、德国进口了包括“挂耳式”包装仪

器在内的多台生产设备，真正打通了
福山咖啡从采摘、储运到深加工等环
节的完整产业链。但高科技设备的引
入并没有让徐世炳忽略传统：“目前，
我们仍采用过去的直火烘焙工艺，对
精选的本地咖啡豆进行加工，其目的
就是要保留福山咖啡的独特风味，巩
固每杯咖啡的‘海南特点’。”

如今，游客们在体验中心能够观
赏到咖啡豆从烘干、分拣到烘焙、打包
的全过程；此外，还能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动手炒制、包装属于自己的“独
家”咖啡。

下一步，徐世炳计划引进国内外
一流的咖啡品牌，在该体验中心进行
集中展示，“届时，人们可通过游览参
观，了解世界各地咖啡豆的发展历
史、加工工艺，使更多人喜欢咖啡、饮
用咖啡，让咖啡文化进一步走入千家
万户。”

福山咖啡加工体验中心开门迎客
游客可动手炒制“独家”咖啡

澄迈金江青年杜英返乡创业，投资数百万建莲花庄园

映日荷花别样红

澄迈法院多管齐下
老赖主动还款6万元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聂秀锋）是接受司法拘留？还是履行还款义务？
23日中午，在澄迈县人民法院，即将被送往看守
所的被执行人曾某在最后时刻选择了后者，主动
请求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并当场给付6万元。

此前，根据法院生效判决，曾某应当偿还某饲
料公司11.64万元。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曾某
有意逃避执行，法官多次上门均未见其人，仅扣划
到部分执行款，尚余8.5万元未偿还。

在曾某违反报告财产令且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澄迈法院对曾某发出了限
制高消费令，并将曾某纳入了失信人员名单，通过
抖音短视频和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向外发布。因被
限制消费和纳入失信名单给自身带来诸多不便，
曾某主动提出要跟申请执行人和解。

23日上午，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和解，但曾某
及其家属愿意支付的金额与实际要履行的金额相
差太多，明显和解诚意不足，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鉴于曾某久拖欠款不还，并有逃避执行行为，承办
法官准备对其进行15日的司法拘留。

面对手上沉甸甸的手铐和停靠在门外的囚
车，曾某再次请求与申请执行人沟通，最终双方达
成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愿意放弃1万元债权，曾
某当场用手机支付6万元，并承诺剩余的1.5万在
三天内还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法院对曾某解
除了司法拘留强制措施。

据了解，澄迈法院下一阶段还将继续加大执
行工作力度，充分利用限高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发布和司法拘留等手段，通过多种媒介曝光“老
赖”信息，最大限度挤压“老赖”的逃债空间和生存
空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权威。

澄迈发放11.9万元
计划生育助学金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黄泽纬）日前，澄迈县
卫计委在金江镇举行2018年计划
生育助学金发放仪式，为23名考上
大学的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农村

“二女户”子女（含2018年新增及15
年延续的）发放助学金11.9万元。

福山发放
奖助学金22万余元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
卓斌）近日，福山镇教育基金会奖学
金发放暨助学行动在福山咖啡文化
风情镇举行，为57名今年被本科A
段院校录取的学生及13名被省重
点中学录取学生发放奖励和资助金
共22.65万元。

澄迈加大公益诉讼举报力度

聘请66名信息联络员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吴雁）为加强对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
监督，加大公益诉讼举报力度，8月21日下午，澄
迈县检察院召开大会，向66名新任公益诉讼信息
联络员颁发聘任证书。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
在法律法规授权的前提下，对于侵犯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
讼。本次聘请的66名联络员来自全县11个乡
镇，包括镇党委委员、村“两委”干部、村委会治保
主任等，是经澄迈各镇党委推荐，由澄迈县检察院
选出的，普遍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基层
工作经验。

会议指出，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既是信息员
又是宣传员，要学习好公益诉讼的法律法规，通过
建立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微信群等形式，畅通交
流渠道，实现信息共享；要主动发现和收集问题线
索，及时举报反映并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
等各项工作。

澄迈开展“钉钉”系统业务培训

压实脱贫攻坚战斗队责任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华霞）为确保脱贫攻坚战斗队切实掌握“钉钉”
系统操作技能，澄迈近日举办了脱贫攻坚战斗队

“钉钉”系统业务培训会，邀请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专家进行授课，为各镇脱贫攻坚战斗队、驻村第
一书记等400余人开展培训。

培训会现场，专家就“钉钉”签到的流程、要求以
及常见问题进行了授课，内容全面丰富、讲解深入浅
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会议要求，各镇要压实责任、加强管理，领导干部
要带头签到、上传照片和工作日志；要切实提高对“钉
钉”签到工作的重视，全力保障和支持“钉钉”信息员
开展工作。其中，对工作表现较好的战斗队员，要给
予表扬；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态度恶劣、拒绝签到、不
上传日志的，要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澄迈将建10个新时代
琼崖传习所示范点
每年开展200场宣讲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咸瑜）近日，澄迈县出台《新时代琼崖传习所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今年12月前，全
县各级党委（党组）都要建立传习所，到2019年底，
将建立10个传习所示范点，培训50名传习所宣讲
员，每年开展200场宣讲，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进农村、社区、机关、校园、企业、军营、网络，实现全
县全覆盖。

《方案》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利用
图书馆、文化馆、党员活动室等场所开设新时代
琼崖传习所，作为理论学习活动的主要阵地；要
开展“菜单式”服务，增强宣讲针对性和有效性，
结合不同层次群体文化程度、年龄结构和语言习
惯等特点和需求，分类施策、因人施教；要做到
因地制宜，架起理论通往大众的“桥梁”，通过快
板、民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党的理论
创新成果深入人心。

《方案》要求，各党委（党组）要将这次活动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来抓，按
照有场地、有机构、有队伍、有制度、有标识、有资
料、有图片的“七有标准”开展好传习所的建设和
学习宣讲活动，推动传习所相关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

8月22日，福山咖啡体验加工中心的技术工人在检验咖啡豆质量。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