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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洒满奋斗的汗水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无论多难
都要让子女完成学业，砸锅卖铁都要
让他们读书。”当晚，站在舞台上，获
评脱贫之星的黎大雄这一席话，让现
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黎大雄是陵水本号镇长埇村人，
一家人2014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过去，一家4口人的生活来源全
靠他一人劳作赚得，家庭年均收入仅几
千元，加上两个孩子读大学，日子过得
很艰难。“多亏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帮扶
干部帮助我发展产业，如今我一边种圣
女果一边养猪，儿子和女儿也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了，全家日子过得很舒坦
哩！”舞台灯光照耀下，黎大雄用朴实
的语言向党和政府表达感恩之情。

另一位脱贫之星周忠仁，通过发
展养鸽产业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2016年底他家以超过脱贫标准将近
两倍的年人均收入顺利脱贫。“2017
年以来，我家通过发展养鸽和养猪，
收入14800元，大女儿、我和妻子现
在每月工资收入共有3700元，收入渠
道多元了，家里的日子宽裕了。”在晚
会现场，他说出了自己的脱贫秘诀。

脱贫致富靠奋斗，这是每一位脱

贫之星的肺腑之言；扶贫先扶志与
智，这是晚会向观众传递出的信息。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们的话引起
了大家强烈的共鸣。

倾心尽力扛起帮扶责任

周忠仁走下舞台后，紧紧握住另
一个即将上台的人的手，激动地对他
说：“聪叔！多亏了你，让我们一家脱
贫过上好日子！”

周忠仁口中的“聪叔”是他的帮
扶干部、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规划建设局局长周聪，周聪倾心
帮助周忠仁打造“忠仁谷鸽”品牌，
让他走上了产业脱贫路。通过推动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广泛发动社
会力量助力贫困户脱贫，周聪赢得
了贫困群众的尊重和赞誉，获评“十
佳帮扶干部”。

10名获奖的优秀帮扶干部，有的
是扶贫联络员、帮扶责任人，又是驻
村工作队队员；有的边做边学，成为
种植养殖能手；有的长期不能陪伴家
人，却被贫困群众称为亲人…… 勤
勤恳恳、任劳任怨是他们的本色，想
方设法让脱贫户脱贫是他们努力的
方向。这台晚会向观众讲述了他们
的帮扶故事，让陵水广大党员干部感

受到一股磅礴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年轻的帮扶干部，有

机会获奖，这对我而言是肯定，更是
鞭策。为了感谢领导和群众对我的
信任，我将把感谢与感恩化作实际行
动，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力量奉献给
扶贫事业，实干担当、激情逐梦，努力
做到更好！”在晚会现场，获评“十佳
帮扶干部”的万兴旺立下誓言。

除了帮扶干部，社会力量在陵
水脱贫攻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晚会对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等“十佳帮扶企业”进行表彰。
这些企业中，有的积极开展消费扶
贫，有的在贫困村开办爱心扶贫超
市，有的派出骨干员工长期驻村指导
贫困村发展产业……这些企业对脱
贫攻坚工作的投入让人们看到社会
力量参与扶贫的务实行动。“未来我
们一定会进一步发挥企业优势，助力
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获奖企业
纷纷表示。

感人故事传递脱贫攻坚信心

晚会现场，精彩的节目相继上
演。现场观众的情绪被舞台上先进典
型人物讲述的故事感染，听到脱贫之
星和优秀帮扶干部汇报的脱贫成果，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对陵水司法局工作人员李庚桓

来说，最能引起共鸣的部分是现场采
访的环节，“听着扶贫干部和脱贫群
众现身说法，真的特别有感触，幸福
是努力奋斗出来的！”

陵水公安局工作人员林尤贤说：
“我对记者口述这个环节印象特别深
刻，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今晚的脱贫和
扶贫故事中汲取力量，投入到脱贫攻
坚工作中。”

“陵水是我们的家乡，我为生活
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地方而感到自
豪，只要坚定跟党走，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来自陵水本号镇的李华余
在观看晚会后表示，过去自己是一名
贫困村民，通过加入村里的芋头种植
合作社改善了生活条件，国家的扶贫
政策让他的生活充满新希望。

“我郑重宣誓：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脱贫攻坚，责无旁贷！听党指挥，
牢记使命！团结一心，攻坚克难！集
众智，聚群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自己的力量！为推进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扛起陵水担当！”晚会最后进入
宣誓环节，获奖代表与全场观众一起
对着党徽宣誓，铮铮誓言响彻耳畔，一
字一句都是担当！

（本报椰林10月17日电）

陵水黎族自治县
2018年脱贫攻坚先进
典型获奖名单

“十佳帮扶干部”

王盛权（陵水县政法委防范处理邪教办副主
任）：椰林镇里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栋（陵水县委党校副主任科员）：本号镇乐
利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光敏（陵水县规划委员会城乡规划展览馆
馆长）：隆广镇万岭村岭脚村民小组帮扶干部

周聪（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规划建设
局局长）：隆广镇广新村白芒村民小组帮扶干部

何书槐（海南省国家安全厅二总队七支队大
队长）：群英乡芬坡村驻村第一书记

潘心亮（陵水县新村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新村镇扶贫专干

万兴旺（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科
员）：本号镇亚欠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先亮（陵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
长）：光坡镇坡尾村帮扶干部

吴仕传（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
局扶贫办主任）隆广镇丹录村、万岭村、新光村
等地帮扶干部

王谨宇（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委会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本号镇黎跃村驻村第一书记

“十佳脱贫之星”

黎秋明（提蒙乡远景村高坭村民小组）
周忠仁（隆广镇广新村白芒村民小组）
黎大雄（本号镇长埇村长埇一村民小组）
胡金翠（群英乡芬坡村黎伍村民小组）
陈 丰（本号镇祖关村）
李华洪（本号镇中央村）
黄阳雄（本号镇中央村中央田村民小组）
符益祥（本号镇中央村中央田村民小组）
符海春（提蒙乡远景村高岭一队）
黎道权（本号镇军昌村大开村民小组）

“十佳帮扶企业”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漫游谷（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

海南正和职业培训学校

陵水文罗五星新型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陵水兴罗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陵水供电局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惠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健全机制
压实扶贫责任

“他每天吃住在村委会办公楼，
就连领结婚证那天还在连夜加班，我
经常看到他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提
起陵水本号镇乐利村驻村第一书记、
获评陵水“十佳帮扶干部”的陈栋，乐
利村“两委”干部苏成珍的评价是“踏
实、尽责、心系百姓”。

摘录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中提及
的扶贫政策知识，编制脱贫手册，创
新推出“夜校课后小课堂”；推动全县
首家爱心扶贫超市开业……自驻村
工作以来，陈栋办的一件件实事，乐
利村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陈栋的工作状态是陵水各级干
部开展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更是陵
水各级干部“动起来”“沉下去”“接地
气”服务百姓的生动体现。据了解，
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陵水健全扶贫
机制，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压实
脱贫攻坚责任；推出多项举措同步推
进开发式与保障式扶贫，建立贫困户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今年 4 月，《陵水黎族自治县
2017年扶贫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
方案》出台，明确要求做到扶贫整改
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促、有人监

督。今年5月，该县将160项整改措
施细化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140余
名帮扶负责人立下“军令状”。

同时，陵水设立10个专项工作
组，由县领导担任组长；并建立乡镇
脱贫攻坚大队、行政村脱贫攻坚中
队、自然村脱贫攻坚小队三级作战
体系。

陵水扶贫办主任王李庄介绍，陵
水通过奖惩并重等举措倒逼责任落
实。研究出台有关办法，在脱贫攻坚
中发现好干部、培养好干部、用好好干
部。同时，明确各项脱贫攻坚工作的
具体责任部门、配合部门和完成时限，
进一步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志智双扶
激发脱贫户内生动力

驻村工作以来，另一名“十佳帮扶
干部”、陵水本号镇黎跃村驻村第一书
记王瑾宇经常组织贫困村民、村“两
委”干部按时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节目，并进行讨论；举办扶贫文艺晚
会、邀请致富能手现身说教；推动成
立陵水飞腾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
导村民发展豪猪、黑山羊等特色产
业。王瑾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
1月，黎跃村举办了集体产业收益分
红发放仪式，该村贫困户、低保户、特

困户等162户701人领到了分红。
在陵水，对贫困户扶“志”与

“智”是每位扶贫干部的必修课。许
多贫困村定期开设种植养殖技术培
训课程。

今年以来，陵水有关部门已组织
收看35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
其中管理员签到率达100%，贫困村
民参学率达99%。陵水还派出9个
督查组对全县49个夜校教学班开展
明察暗访工作，确保每名贫困户劳动
力、村“两委”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及
时收看夜校节目并开展讨论活动。

借鉴先进经验，陵水先后在本号
镇、英州镇、提蒙乡、文罗镇等地开设
10家爱心扶贫超市，贫困村民有积
极主动的脱贫行为或尊老爱幼等善
举，可以获得积分、换取商品。“照顾
父母起居生活得2分，有劳动力的家
庭，一人主动外出就业或打零工得2
分，全部劳动力外出务工或打零工得
5分……”本号镇乐利村贫困村民李
永华说，凭借积分可到爱心扶贫超市
免费兑换商品，此举激发了村中不少
贫困村民的发展积极性。

发展特色产业
精准扶贫拔穷根

决战贫困，产业是关键。陵水着

力发展特色扶贫产业，推动扶贫从
“输血”向“造血”转型。

陵水阳光充足，降雨量充沛，
素有“天然大温室”之美誉，是我省
重要的冬季瓜菜和热带水果生产
基地。

圣女果是陵水发展热带高效农
业的一张“金名片”。陵水着力促进
圣女果产业向品牌化、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发挥圣女果产业在助力贫困
群众脱贫中的作用。

陵水本号镇长埇村村民、“十佳
脱贫之星”黎大雄介绍说，2014年镇
政府给他家发放了1000株圣女果
苗，扶持他家发展产业。“前年种植圣
女果我赚了2万余元，今年我继续种
植圣女果和养猪。”黎大雄说，脱贫
后他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王李庄介绍，陵水有关部门坚持
每月举办至少一场扶贫专场招聘会，
今年1月至8月上旬，共举办了11场
扶贫专场招聘会，让许多贫困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

据了解，陵水还出台了《陵水黎
族自治县关于发展壮大10个特色扶
贫产业项目工作方案》，明确了陵水
既要发展芒果、圣女果、小黄牛、黑山
羊、黑猪等传统种植养殖业，也要发
展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

（本报椰林10月17日电）

陵水压实扶贫工作责任，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着力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

用真情出实招 脱贫攻坚见成效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艳玫

“第一次上台领奖，有些紧张。”10月17日
晚，被评为“十佳脱贫之星”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本
号镇中央村村民黄阳雄手捧获奖证书在后台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腼腆地说。豆大的汗珠
浸湿了他的衣裳，黄阳雄喝了半瓶水后心情才平
静下来。

“我能脱贫并获得这个奖，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我感到很荣
幸，今后我要不断努力，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说
起自己的脱贫故事，这个40多岁的朴实农民有
许多话要说。

“过去这日子过得真是苦啊！”回忆过去，黄
阳雄的一声长叹，是道不尽的无奈与辛酸。前些
年，他的妻子患肾结石病，孩子都在上学，一家人
的生活只能靠他一人打零工勉强维持。他家被
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黄阳雄和家人的生活迎
来转机。

“镇里、村里举办各种扶贫种植养殖技术培
训班，我每期都会去参加。村里组织的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节目，我每期必看，学习别人成功脱贫
的经验。”黄阳雄说，通过参加培训学习，他种起
冬季瓜菜、槟榔，养起黄牛、鹅。此外，还兼职成
为村里的水电工，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
2017年，黄阳雄家庭年人均收入达5420元，一
家人实现脱贫。

“苦干加巧干，靠自己的双手，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甜！”黄阳雄说，他来陵水2018年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表彰晚会现场讲述自己的脱贫故事，就
是为了让更多贫困村民明白，要实现脱贫致富，
一定要积极主动发展生产。

（本报椰林10月17日电）

①10月17日晚，陵水黎族自治县2018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
彰晚会在陵水县人民会堂举行，图为获奖先进典型在晚会现场宣誓。

③台下观众纷纷为获得表彰的脱贫攻坚先进典型点赞。

“十佳脱贫之星”黄阳雄。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

如潮的掌声，晶莹的泪
花，坚定的誓言……10月17
日晚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
会堂，感动在心间传递，力量
在无声凝聚。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自己的力量！”当晚，陵水
2018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
彰晚会如期举行，先进典型人
物的事迹激励了所有在场者。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陵水全县动员、攻坚克难，脱
贫成效明显，全县涌现出一批
先进典型。晚会为获得陵水
“十佳脱贫之星”“十佳帮扶干
部”“十佳帮扶企业”称号的人
员和单位颁奖，介绍优秀脱贫
群众、帮扶干部的先进事迹，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
导下，凝心聚力，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十佳脱贫之星”黄阳雄：

“靠自己的双手，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甜！”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没
有技术和资金发展种植业，加
上妻子生病，孩子在读书，
2014年，我们一家被列为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10月17
日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
会堂举办的陵水2018年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上，
获评陵水“十佳脱贫之星”的
符益祥说，他借力陵水县政府
联合农信社推出的免息小额
贷款政策，申请贷款种植圣女
果、甜玉米，去年种了6亩圣
女果纯收入约6万元，成功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陵水，近两年来，像符
益祥这样受益于当地政府的
扶贫举措实现脱贫的贫困群
众越来越多。陵水通过压实
扶贫工作责任，让扶贫领导专
职化，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不
断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用真
情、出实招，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让感动传递，让力量汇聚
——陵水黎族自治县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侧记

①

② 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②获评“十佳脱贫之星”的胡金翠（左）和妈妈上台讲述脱贫故事。

陵水2018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