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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白沙青松乡益条村村外那一片片苍翠的山坡上，茂盛的槟
榔撑起了浓浓林荫，旁侧整齐规划的猪舍里，一头头壮实的五
脚猪正蜂拥抢食，场面十分欢快。

谈及这个养殖场的发展，养殖户刘涯出念念不忘驻村工作
组组长刘亚贺为此花费的大把时间与精力。早在2016年9月，
青松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刘亚贺开始驻村扶贫时，刘涯出家里
仅种植了10多亩橡胶以及数亩槟榔林，由于市场行情低迷、益
条村距离县城偏远等因素，经济效益差，一家人经常入不敷出。

刘亚贺来到刘涯出家里家访时,得知刘涯出以前有养猪的
经验，但苦于没资金时，刘亚贺决定为其争取更多的产业帮扶
资金，全力帮扶刘涯出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在当地扶贫部门的协调下，刘亚贺带着刘涯出走访了村里
数十户贫困户，动员大家将扶贫资金入股“抱团”发展五脚猪产
业。最终，该村25户贫困户将共计30余万元产业扶贫资金托
付给刘涯出。

刘涯出利用这笔扶贫资金建起了猪舍，还分批购进了百余
头猪苗。短短2年时间，他的五脚猪养殖规模已从最初的百余
头增加至200多头，预计大部分五脚猪将于今年底陆续上市，
可以期待的是，今年底的产业分红十分可观。

此外，刘亚贺还动员更多的贫困户以及农户通过购买猪粪
发酵有机肥，用于发展种植南药益智、槟榔以及特色高效果蔬
等产业。自此，益条村脱贫致富的路子更宽了，大家的干劲也
更足了。 （本报牙叉10月17日电）

名片：刘亚贺
职务：益条村驻村工作组组长
单位：青松乡农业服务中心

名片：蔡志飞
职务：打安村驻村第一书记
单位：白沙县委办

最美第一书记 最美帮扶责任人

最美驻村标兵

名片：吴宏彬
职务：方香村驻村干部
单位：白沙县委组织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

金秋时节，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
镇打安村田地里，一株株桑树枝条又冒
新芽，芽尖饱蘸晨露，尽显生机。

“到了月底，这批桑树又会长出绿油
油的新叶了，到时，又能养出一箩筐又一
箩筐的蚕宝宝了！”打安村驻村第一书记
蔡志飞介绍，自2017年3月以来，在白沙
扶贫部门和镇政府的支持下，打安村成
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及其他
农户发展种桑养蚕产业。目前，全村开
垦荒地种植桑树面积达160多亩，带动
30多名贫困村民在合作社务工，合作社
集体经济效益前景十分看好。

产业扶贫讲究科学发展，又要围绕
市场需求，打造产业独特竞争力。据悉，
打安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共有374户村
民，其中有90户被列入贫困户。

自2017年 5月担任驻村帮扶队员

以来，蔡志飞就与其他驻村扶贫干部
挨家挨户走访、调研、论证，对每一户
贫困户的产业需求、技术水平、土地情
况全盘了解后才敲定的脱贫良策。今
年 6 月，蔡志飞开始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他组织村党支部成员分批发放槟
榔苗、化肥、牛羊扶贫产业物资，鼓励
贫困户按照自身意愿发展产业，增加
脱贫致富渠道。

为了使一个个脱贫致富的“良方”有
效付诸实施，蔡志飞要求帮扶责任人每
周4次入户开展扶贫工作，及时向村两委
班子反馈贫困户在脱贫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再逐级向镇政府、教育、医疗等部门
汇报相关情况，及时协助有关部门落实
帮扶政策。

在蔡志飞的奔波下，打安村贫瘠落
后的旧貌日渐焕发新颜。今年以来，24
户贫困户、低保、五保户成功申请危房改
造，有效解决了村民安居问题；90户贫困

户子女成功申请教育补助，有效阻断贫
困的代际传播；25人次享受到健康扶贫
政策，医疗得到有效保障；桑蚕养殖合作
社产业越来越壮大，约有30多户贫困户
经常过来打零工……

村貌靓了，产业兴了，贫困户少了，
蔡志飞的干劲更足了。现今，他以每周
工作例会、每月党日活动、“两学一
做”、电视扶贫夜校为载体，组织村两委
班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优秀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决心要打造一支

“学习型、服务型、创业型”的基层党建
队伍，以坚强堡垒筑基，让脱贫致富的
路子越走越宽。

桑蚕穷尽一生，只为吐丝奉献，蔡志
飞坦言，他也甘当“桑蚕”执着为贫困群
众“吐金丝”，也期待着打安村能早日破
茧成蝶焕发新颜。

（本报牙叉10月17日电）

刘亚贺（左一）动员贫困户发展五脚猪养殖。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益条村驻村工作组组长刘亚贺扶贫又扶智

倾情帮扶 昔日贫困户踏上创业路

打安村驻村第一书记蔡志飞产业帮扶出实招

桑蚕吐金丝 村庄迎蝶变

方香村驻村干部吴宏彬真情帮扶

一分一毫见真诚 一言一行显担当

蔡志飞（左一）查看贫困户养殖场施工
进展。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吴宏彬（右一）入户核查扶贫成效。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陆婷

“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咱扶贫干部
一分一毫都要落实、保障到位。”今年6月
起，白沙县委组织部“90后”党员吴宏彬
来到牙叉镇方香村，以驻村干部和脱贫
攻坚战斗队员的身份，走上了精准扶贫
第一线。

驻村之初，一份41.59元的医疗补贴
申请，见证了这名年轻党员对贫困群众
的真情实意。

贫困户符明松的妻子王春花因患急
性腹膜炎住院，住院治疗费用为2959.34
元，经新农合报销2231.34元，民政救助
390.48元，个人自付337.52元。按照政
府健康扶贫政策，贫困户住院医疗费报
销至少达90%，可吴宏彬核算了一下发
现 ，王 春 花 的 住 院 报 销 比 例 只 有

88.6%，还差 41.59 元才达到政策补贴
标准。虽说这钱不算多，但吴宏彬是一
个十分认真的人，他来到县新农合医疗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填表申请，并找到镇
政府分管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终于
帮王春花把这 41.59 元医疗补贴申请
到位。

作为一名党员，吴宏彬深知“强党建
促脱贫攻坚”重要性，只有夯实党建，才
能为扶贫攻坚“立心立骨”，自驻村帮扶
开始，吴宏彬积极协助落实落细“三会一
课”制度，丰富村支部组织生活，协助加
强村“两委”班子的教育管理，助力提升
村级组织力、强化政治功能，使村党支部
真正成为凝聚群众、服务村民、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战斗堡垒，也汇聚成走心帮扶
贫困群众的力量与源泉。

据悉，方香村共有474户农户，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18户，至今仍有17户
贫困户未脱贫。为此，吴宏彬细心制作
了脱贫攻坚中队走访记录表，逐户走访、
登记、宣传，真正做到“三提三知”（提户
知人、提人知事、提事知情），将每一户贫
困户的家庭情况摸清、摸透，并重点加强
贫困户思想帮扶、励志教育的“精神扶
贫”，将各种扶贫利好政策实实在在地落
实到每一户贫困户家里，激发贫困户内
生动力，让党和政府的走心帮扶温润着
百姓的心坎。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奋斗的青春无
憾无悔”吴宏彬说，驻村扶贫工作开阔了
自己工作视野，也锤炼了自己的工作作
风，他坚信，只要沉下心来倾洒汗水、摔
打磨练，驻村扶贫必将成为自己人生中
一段美好回忆。

（本报牙叉10月17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看到黄尚骞书记当选了‘最美扶贫人’，那一刻我心里特
别激动，‘最美扶贫人’就应该是他！”10月17日晚上，2018年
度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的现场，当“最美扶贫人”一一
揭晓时，来自临高县多文镇凤雅村的贫困户王育全激动地说。

作为一名“80后”，黄尚骞到凤雅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才
一年多，就带领着村民在村里发展百香果产业走上脱贫路。
作为获奖者，黄尚骞很激动：“这个奖项虽然颁给了我，但也属
于我的单位临高县纪委监委，也属于为了脱贫而努力奋斗的
全体贫困户！”

掌声雷动，一个个故事打动人心。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人是王桂中，他因病致贫，却在政府

的帮扶下靠双手脱了贫。他应该是所有贫困户的榜样！”现场
观众李维明说。

62岁的王桂中是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大老村民小组村
民。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年轻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十几年前，
王桂中患上了肺部慢性病，2014年患脑出血，2015年因胃病
接受胃部穿孔治疗手术，疾病使原本就比较贫困的家庭日子
过得更加艰难。

然而，王桂中并没有被击垮。他利用产业扶贫资金加入养
羊合作社并学习养羊技术，今年以来，王桂中已卖出近百只小
羊。脱贫致富后的王桂中还计划向村民宣传生产经验，争取带动
更多的乡亲共同致富。

在颁奖晚会现场，王桂中红了眼眶，他说：“政府的扶贫政
策好，给我进行了危房改造，还给我发放了扶贫资金，如果这
样我还不努力，那就是我自己不争气了！”磨难无法击倒这黝
黑的汉子，产业扶贫好政策更是为他撑起一方广阔天地。

一个个“最美扶贫人”获奖者揭晓，有用关怀和爱意温暖
着波莲镇古柳村村民的贴心“知姐”陈赛知、带动村民成立合
作社发展产业的临城镇文新村驻村第一书记符军，也有主动
请缨下村扶贫的临高县税务局老干部陈定生、兢兢业业做好
扶贫后勤工作的“90后”扶贫工作人员李小芳、脱贫不忘带领
乡亲奔富路的调楼镇隆道村党员曾扬，还有创新产业扶贫模
式，注重提升贫困群众“造血功能”的临高县财政局、临高海丰
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鸣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
等单位和企业。

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是现场5000多名观众送给他们的
赞歌。

“他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坚忍不拔，甘愿奉献，太多美好
的形容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们了。”台上，是闪耀着光芒的

“最美扶贫人”，台下，观众林宇花湿了眼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心怀大爱、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
学习他们主动作为、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临高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吕雄说，临高要以“最美扶贫人”的优秀作风和感人
事迹为榜样，提振扶贫士气，在全县形成人人学习先进、人人
赶超先进的良好风尚，让临高大地处处洋溢着扶贫济困的浓
厚氛围、处处绽放着助人为乐的文明之花。

（本报临城10月17日电）

先进典型获现场观众点赞——

激发扶贫济困的榜样力量

本报临城 10月 17日电 （记
者刘梦晓）10月 17日晚，在临高
县临城镇，一曲欢快的歌舞——
《田野的希望》拉开了 2018 年
度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
的帷幕。一个个亲切熟悉的名
字，一个个透着泥土芬芳的故
事，让现场观众更加了解临高
扶贫领域的典型人物和集体，
以及他们在扶贫路上感人的点
点滴滴。

临高是国定贫困县，贫困人
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覆盖面
广。2016 年以来，临高始终坚

持高位推动，以党建促扶贫，采
取产业扶贫、文化扶贫等多种模
式，举全县之力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截至 2017 年底，临高已完
成 9051 户 41754 人脱贫退出，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14.27% 下 降 到
1.38%，并在 2017 年度全省考核
中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今年以来，临高继续深入开展
脱贫攻坚问题大整改，全员下沉，
全体上阵，全时推动，精准施策，推
动脱贫攻坚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台
阶。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

“最美第一书记”“最美驻村工作

队”“最美帮扶企业主”以及“最美
帮扶责任人”。

为了发挥榜样作用，广泛凝
聚脱贫攻坚工作正能量，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去，今年 6月份，临高县委、县政
府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启动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评选活
动，并通过组织推荐、群众推荐、
个人自荐、以及媒体推荐等 4种
方式，着重推选扶贫工作中的典
型人物和团队。

同时，活动主办方还组织骨干
记者和视频团队深入临高各村镇，

深入采访奋战在扶贫一线的驻村
第一书记、扶贫干部、致富带头能
人以及帮扶单位、爱心企业等，将
他们为扶贫工作无私奉献与付出
的先进事迹广为传扬。

经过4个多月的征集、寻访、投
票、以及评选，十佳“最美扶贫人”
名单出炉：多文镇凤雅村驻村第
一书记黄尚骞、波莲镇古柳村驻
村第一书记陈赛知、临城镇文新
村驻村第一书记符军、临高县税
务局老干部陈定生、“90 后”扶
贫工作人员李小芳、调楼镇隆道
村党员曾扬、博厚镇大雅村村民

王桂中，以及临高县财政局、临
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
鸣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临高分
公司。

晚会现场，通过视频短片等
形式，一位位“最美扶贫人”的故
事感动了无数观众。一首为此
次评选活动量身定制的歌曲《最
美扶贫人》更是将活动气氛推向
高潮。

本次评选活动由临高县委、临
高县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临高县委宣传部、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全媒体中心承办。

10月17日晚，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在临城镇拉开帷幕，10位个人和集体获奖者亮相。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2018年度临高“最美扶贫人”颁奖晚会17日举行

十位“最美扶贫人”登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