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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10月 31日凌晨3点，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新市农场，72岁的刘荣
贵跟往常一样，在胶林里娴熟地挥动
胶刀。“种树割胶，50年，早就习惯
了。”刘荣贵感慨地说，这些橡胶树都
是自己和老伴的汗水结晶，对它们有
深厚的感情。

“大女儿总是‘骂’我：割了这么
多年橡胶，该休息休息了，咱家现在
经济宽裕，您喝喝茶、打打麻将、出
岛旅游，我们举双手支持！”刘荣贵
说，但只要身体允许，自己就愿意干
活，还想帮乡亲们脱贫致富，这样的
日子才踏实。

1968年，刘荣贵年满22岁，他心
怀“建设海南”的使命，携手新婚妻子
李少玲，从广东信宜来到海南琼中，
一扎根便是50载光阴。

“启程时，我们只拎了一个木质
行李箱，在路上折腾了8天。到了琼
中新市农场，眼前一片荒山，做的第
一件事是自己动手盖茅草房。”刘荣
贵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
极朴素，但已烙进了心里。

经历了半世风雨，如今的刘荣
贵，已到古稀之年，但每年橡胶开割
的月份，他总是凌晨两点起床，一个
背篓、一把胶刀、一双雨鞋，一头扎进
胶林里。

天蒙蒙亮时，刘荣贵骑着车回
家，简单吃过早餐，他又换了一套“装
备”向自家的槟榔园走去。“2500株橡
胶树，1300株槟榔树，怕孩子忙不过
来，我得搭把手。”刘荣贵说。

从刘荣贵的身上，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了一种“不服老”的精神。据
了解，刘荣贵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新市农场勤勤恳恳地工作，因

为橡胶生产管理技术过硬，在1990
年—2003年期间担任新市农场副场
长一职，2008 年退休后，辛勤打理
着自家10亩农田。

直到现在，新市农场依然有很多
职工喊刘荣贵“刘场长”。“上世纪60
年代末，我和刘场长一起进农场干
活，当年大家都吃不饱，我帮着他种
过木薯、稻米，这些年他总是把这些

‘小事’挂在嘴上，只要我家有困难，
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新市农场
退休职工王万贵说。

患难之交，刘荣贵没有忘。靠勤
劳双手致富的他，不仅热心肠，更喜
欢“雪中送炭”。近几个月，刘荣贵每
天都会去看望新市农场退休职工何
景仟。

2016年10月，何景仟的大孙子
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全家人的生活陷
入了困境。为了给孙子筹钱，已经退

休的何景仟开始到附近工地打零工，
但还没等赚到钱，何景仟就出了车
祸，腿部受重伤。

刘荣贵让住在县城的大女儿去
医院照顾何景仟的孙子，自己则多次
出钱帮助何景仟。“我可以省吃俭用，
但不能看着何景仟的家就这样垮掉，
他家遭遇了不幸，我一定要出手相
助。”刘荣贵说。

为了发挥余热，退休后的刘荣
贵还加入了琼中福岛橡胶专业合作
社，向合作社社员传授割胶经验。

“刘场长手把手教大伙割胶，耐心地
告诉我们‘拿刀稳、接刀准、行刀轻、
割胶快’等要领。”合作社社员欧阳
玉兵说。

正是因为刘荣贵“不服老”的精
神感染了身边很多人，他还被推举为
琼中脱贫致富宣讲团成员，到各个乡
村为贫困户传授种植、养殖技术，鼓

励大家要摆脱懒惰陋习，摆脱“等靠
要”思想，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美
好生活。

10月29日晚，第107期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刘荣贵作为主
讲老师，为大家讲述自己为建设海南
岛奉献50年时光的故事。作为一名
见证了海南50年飞速发展的亲历者，
刘荣贵亲切地称如今的海南岛是一
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充满着机遇
和挑战，呼吁广大群众要“撸起袖子
加油干”。

“我会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使命付诸实践。广东是我
的故乡，但海南是我永远的家乡，
只要还有能力就会坚持劳作，为建
设美好新海南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荣贵说。

（本报营根11月1日电）

耐心说服村民
扫除排污项目建设阻力

符继业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村脱贫攻坚
战斗中队副中队长

10月30日 星期二
早晨，天气突然转凉，山里有了秋天的感觉。

昨天，由于听说南来小组的村民不同意村里美丽
乡村建设的排污项目建设，连平时非常有耐心的
村党支部书记听了小组长的汇报，也按捺不住脾
气发了火，赌气说要施工队撤走不要建了。

我安抚好村党支部书记的情绪，并要求小组
长再次通知村民今天早上开会讨论解决此事。七
点没到，听到村委会广场村民熙熙攘攘的声音，我
立刻从床上跳起来，简单洗漱后赶到会场，心里想
着早上的讨论会的多种可能，等待村民到齐。

八点钟准时开会，我从南来村民的勤劳纯朴
讲到生态保护的重要；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讲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然；从生态宜居
的环境讲到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说到了修建排污
项目与厕所项目申报的关联，最终解开了村民的
心结，取得村民的支持与理解。接下来村民的工
作好做多了，他们纷纷签字同意建设。

这时太阳升高了，我的心情也开始暖起来，心
里也有了很深的感触：农村的工作一定要耐心，再
耐心！不能放弃！

施工“三班倒”
推进危房改造进度

龙靖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脱贫攻坚战斗
大队副大队长

10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在县党政综合办公楼三楼常委会议

室参加全县危房改造推进专题会议，会议对推进全
县危房改造工作进行部署。会后，县委常委、县公安
局局长、光坡镇脱贫攻坚大队大队长陈俊华到光坡
镇，针对光坡镇的危房改造等工作作出部署：施工单
位要采取“三班倒”工作措施，倒排工期，切实调度好
施工人员及建筑物料，确保在11月底前全部完成危
房改造工作任务，让老百姓早日搬进新居。

晚上，为落实好全县危房改造推进会议精神，
加快光坡镇危房改造施工进度，我召集危改施工
单位，要求实行24小时全天候“三班倒”施工，同
时组织专人加强轮班巡查，切实保障危房改造质
量，确保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我镇危改任务。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市农场退休干部刘荣贵——

一生辛劳不服老 帮扶乡亲谱新曲

脱贫攻坚日志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麦凤完 戴琼周

“人穷志不穷”，在东方市华侨经
济区有一位贫困户，他靠着辛勤的努
力，不仅摘掉了“穷帽子”，还成为瓜
果种植能手，成了全队脱贫致富的带
头人。他，就是华侨经济区王外队党
支部书记兰国清。

10月31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王
外队的一个瓜果基地里见到兰国清，
他正在为村民传授南瓜套种技术。
随着农忙季节的到来，兰国清又成了
大忙人。不同的是，以前，他是忙着

为自己脱贫，而如今，则是忙着带领
村民致富。“他很勤劳，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村民们说。

兰国清一家有7口人，之前，他家
里虽然种植了26亩芒果，但由于缺资
金、缺技术，芒果每年的产量都很低，
再加上管理不好，果皮粗糙，总卖不
出好价钱，导致连年亏损；而兰国清
本身又患有糖尿病，家庭生活过得十
分拮据，2014年，兰国清一家被村里
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尽管生活艰辛，但兰国清不甘
于贫穷，总想靠努力改变一家人生
活。自从他被纳入贫困户之后，队

里经常有政府派来的技术人员培
训芒果种植技术，每一次培训，他
都认真学习，回到家里，还拿着芒
果管理技术的书籍反复研究。“学
到技术，我管理芒果就好一点了，
2015年靠芒果有10来万元收入。”

2015年，他们家种植的芒果获得
大丰收，与此同时，兰国清一举甩掉

“穷帽子”，退出了贫困户的行列。
兰国清尝到芒果大丰收的甜头

后，又想着如何发展其他产业。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感城镇不磨村
看到别人种南瓜，他又开始摸索在
芒果基地里套种南瓜，没想到这一

招还真的有成效。“套种后发现瓜
藤长得很好，结瓜也很多，后来那
些村民看见我套种效果很好，也跟
着套种。”

兰国清依靠自身努力，在脱贫
致富的路上迈开了步伐。这一切，
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
2017 年，村干部换届选举，兰国清
被推选为王外队党支部书记。从一
个贫困户到率领大家脱贫致富的党
支部书记，兰国清给村民们树立了
好榜样。

王外队全村有 296 户 1187 人，
贫困户143户 664人。兰国清当选

为党支部书记后，还是靠着那股劲，
向村民宣传精准扶贫的政策，将自
己种植芒果的技术教给村里的贫困
户。他探索出来的芒果基地套种南
瓜的经验，帮助村民和贫困户增加
了不少收入。兰国清还经常下到基
地传授套种和管理技术，成了王外
队名副其实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他带动我们十多户贫困户种芒
果种南瓜，很多人跟着他学习技术后
挣到钱买车，建楼房都有，他是我们
村的领头人。”村民们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本报八所11月1日电）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王外队党支部书记兰国清——

3年间，他从贫困户变成脱贫带头人

10月31日上午，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抱班村贫困户卢秋升望着又一片即将收获的山兰稻露出了笑
容。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卢秋升家的山兰稻10月16日上线海南爱心扶贫网以来，123份山兰稻已被抢
购一空。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显示，卢秋升家出售山兰稻每份3斤装76元，123份的销售额达到9348元。

文/本报记者 梁君穷 图/本报记者 武威

爱心扶贫网
帮助贫困户增收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亮

“在爱心扶贫网上购买的农产品
包装用心，而且完好无损，有态度，点
赞！”10月31日中午，家住海口的海
南橡胶集团职工谷家福收到了29日
购买的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
虫草鸡蛋后，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感
慨道。

此时，100多公里外的合作社蛋
鸡场里，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子帮
村贫困村民罗锦样顾不上吃午饭，忙
着捡鸡蛋并包装。“这一段时间，我们
的产品在爱心扶贫网上售卖后，订单
多得忙不过来。感谢这么多支持我
们的爱心人士。”合作社帮扶责任人
陈荣说。

这一股跨越地域的爱心力量，
源自10月 16日海南爱心扶贫网正
式上线运行后，海垦控股集团各级
党委高度重视，动员广大干部职工
积极到海南爱心扶贫网进行消费
扶贫。

海垦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扶贫行
动，“集团成立了消费扶贫行动领导
小组，将消费扶贫行动业绩考评纳入
企业年度业绩总考评，把考评结果作
为企业奖惩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
依据等。”海垦控股集团群众工作部
副部长汪潜说。

遍布全岛各市县的农场公司、海
胶集团基地分公司等企业和职工纷
纷参与进来，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
绳，汇聚成强大的爱心力量。

在海南农垦科学院，广大党员干
部带头参与消费扶贫行动。“我们把
倡议书和操作教程都发到工作群里，
动员干部职工进行用户注册并购买
自身所需要的农产品。”海垦科学院
工会负责人董林菊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院职工食堂所需的大米、油、鸡鸭
等物品还优先在爱心扶贫网上购买，
截至目前共消费近5000元。

在乌石农场公司，在岗93名员工
完成爱心扶贫网注册，截至目前公司
已购买爱心扶贫产品近2300元。“我
们还积极转发传播消费扶贫信息，并
发动身边亲朋好友参与消费扶贫。”
乌石农场公司总经理欧阳剑说。

在发动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消费
扶贫的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还积极对

接南海网上架垦区贫困户农产品。
将垦区列入“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
重点扶持的东昌、东路、南海、东新、
阳江等16个国有贫困农场公司，以及
定点帮扶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
水镇什龙村、海胶集团参与“百企帮
百村”的澄迈县金江镇山朗村等地待
售农产品的统计、信息采集及发布工
作。截至目前，共有金椰子、柠檬蜂
蜜、南海茶、东路白胡椒、母山咖啡、
福岛黑猪等10个产品在海南爱心扶
贫网爱心集市上架。

“真是没想到，母山咖啡在海南
爱心扶贫网上卖得这么好，从10月
20日上线至10月31日共售出800多
件。”阳江农场公司帮扶责任人刘霞
说，母山咖啡作为农场公司的主要产

业，是“扶贫+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之一，承载着323名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的梦想。

涓流汇聚，可成大海。消费扶贫
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10月29
日，垦区职工购买扶贫产品13.7万余
元；对外销售垦区扶贫产品2508件，
合计金额14.5万余元。

海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工作
人员胡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下一步
海垦将与海南爱心扶贫网共同在海
垦广场开展垦区爱心市集线下消费
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进行统一采购。
同时，扎实做好农产品上报工作，将
更多垦区扶贫农产品在海南爱心扶
贫网上架销售，让消费扶贫惠及更多
的贫困户。 （本报牙叉11月1日电）

发动干部职工参与 帮助农户上线产品

爱心消费扶贫“垦力量”动起来

海口新增一处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
培养农村电商实用人才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陈
创淼 王巨昌）11月1日上午，海口市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电商扶贫
中心举行，这也是海口第6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
地，将打造为培育农村电商实用人才的“摇篮”。

据介绍，秀英区积极探索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新路，利用永兴电商扶贫中心这一平台，采用“互
联网+人才培训基地”的模式，先后开设电商启蒙
班、微店管理班、电商品控班等，不断增强农村实
用人才的创业创新能力，培育了一批以黄时京为
代表的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致富实用人才，以及
电商“网红”贫困户黄忠海为典型的“土专家”。目
前永兴电商扶贫中心线上销售总额已超过1.45
亿元，带动贫困户销售超过360万元，共建成134
户贫困户网店。截至今年8月，发展村级网店8
户，重点扶持网店40户，销售额超过6万元。

“非常感谢永兴电商扶贫中心这个平台带领
我脱贫致富。”在揭牌仪式上，永兴镇美东村美孝
村民小组脱贫户陈树木动情地说，之前他靠打零
工为生，自从在永兴电商扶贫中心参加电商培训
后，足不出户在网上把自家农产品销往全省甚至
全国。尤其是最近陈树木种的番石榴在海南爱心
扶贫网上销售，不到一个月销售额已超过6万元。

海口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海口
已分别在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龙华区新坡镇新
发地果蔬基地、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美兰区三江
镇茄苪村、美兰区职业培训中心打造了5个农村
实用人才培训基地。

万宁举办精准扶贫档案
工作业务培训班

本报万城11月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
燕清）11月1日，万宁举办全市精准扶贫档案工
作业务培训班，邀请相关专家提高该市精准扶贫
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快全市精准扶贫档
案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工作进程，确保精准扶贫
档案资料完整和安全利用。

培训班从精准扶贫工作实施细则、精准扶贫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精准扶贫档
案分类方案及档号编制规则、精准扶贫档案归档
整理一般要求等五个方面，详细解读了《海南省精
准扶贫档案工作实施细则》。并利用村级精准扶
贫档案工作示范点的现实成果，直观展示精准扶
贫文件材料的分类、整理、编目、装订、装盒及排架
等实际操作过程。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市
将进一步完善、规范全市精准扶贫档案资料，把建
立健全精准扶贫档案纳入精准扶贫工作流程和内
容，实行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同步验收，
促进精准扶贫档案工作与精准扶贫工作同步发展。

我省今年招聘
2000名护林员
优先从贫困户中选聘

本报讯（记者孙慧）今年我省林
业部门计划招聘2000名生态公益林
护林员，优先从各市县所在地建档立
卡的农村贫困户中选聘，解决贫困户
就业，同时提高生态公益林管护水
平。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林业
局获悉的。

据介绍，省林业局采取生态建设
与精准帮扶相结合办法，按照就近招
聘、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求各市县林业
部门从所在地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户
中聘用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热爱林业
的人员为护林员，并优先录用家庭成
员零外出务工或零就业的贫困户。

目前，各市县林业部门已按照分配
的护林员招聘指标，从当地贫困户中选
聘生态护林员。生态护林员的主要职
责是定期巡护管护责任区山林，协助当
地政府或林业部门开展造林、森林资源
调查、林业法规政策宣传等活动，以及
管护责任区或周边野外用火监测，制止
各类违规用火。此前，全省已选聘
1353名贫困户从事护林员工作。

此外，省林业局大力推进林业产
业扶贫，把贫困人口纳入花卉、木本油
料等林业产业发展链条，保障贫困人
口获得劳务、土地租用、经营或分红等
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