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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日志

谢正强 三亚市天涯区扶贫办专
职副主任，三亚市天涯区脱贫攻坚战
斗大队副大队长

11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我来到立新村抱炸村民小

组看望脱贫户和贫困户。首先前往
脱贫户陈明祥家了解种植冬季瓜菜
准备情况。

今年九月，三亚某圣女果种植

农业企业，为帮助脱贫农户提高收
入，同时扩大产业，承诺给脱贫农
户提供种苗、技术和回收，但要求
农户种植必须达到一定数量。陈
明祥表示愿意种圣女果，但自己
土地不足三亩，面积太小，到目前
为止也没有别的村民愿意加入，
达不到企业的量。今天了解了陈
明祥的情况后，承诺为其尽量调

整种植种类，他本人也表示，自己
有两手准备，愿意种植自己最拿
手的豆角。

今天还得知立新村委会低保户
陈永美老人过世，我们对其家属进行
政策宣讲和精神慰问，告知按政策老
人将于本月底退出低保。在老人家
里，我们鼓励老人的两个儿子陈运
良、陈运荣，好好管理芒果园，继承老

母亲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展经
济。今后虽然没有政策上的帮扶关
系，但还有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关注关
心，还有朋友关系，如果有困难可以
告诉我们。我们还劝说两兄弟，年龄
不小了，抽空往外面走走，找点事情
做，争取走向致富路，再成家解决单
身问题。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走访脱贫户，鼓励他们继续发展生产走向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两岸青山把江面衬得似碧玉，竹
林、沙洲在雾气中若隐若现。11月
18日清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
抱湾村党支部书记卢荣理对昌化江
的美景却无暇多看，他步履匆匆地走
在新修的水泥硬化路上，赶往村里的
养殖基地查看土黑鸡养殖情况。

“你别看这江面风景优美，过去
这一湾昌化江，可是村民心头的烦心

事。”望着开阔的江面，卢荣理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抱湾村虽然离县城不过
13公里，但地处山区，2010年以前没
有道路直通外面，村民只能坐竹排渡
江出去。

山环水抱，曾经锁住抱湾村的发
展。加上属于水浸移民村，抱湾村人
均耕地面积只有0.14亩。“那时小孩
半夜发烧了都没法出去看医生。”村
民卢正新说。

修路，成了当时全村人最大的期
望。2010年村村通工程将3.5米宽
的水泥硬化路修到了村里。“路修好
后，许多村民都买了摩托车，把自己
的一些农产品拿出去卖，年轻人也开
始外出务工。”卢荣理介绍说。

2016年，抱湾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50户232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抱
湾村更紧迫的任务。在各级帮扶责任
单位的带领下，抱湾村继续做大槟榔、
牛大力、益智等传统产业，2016年至
2017年给贫困户发放槟榔苗12300
株、牛大力苗3000株；利用南航海南
公司65万元帮扶资金建起养殖基地，
养殖了多批大白鹅与土黑鸡……

产业扶贫路越走越宽，进村道路
再次成为村里发展的瓶颈。“3.5米的
村道加上两旁的植被遮挡，小车会车
都很难，运输农特产品的货车更别提
了。”卢荣理介绍说。

“为助力脱贫攻坚，2017年县里
决定拓宽农村公路窄路面，陆续为总
长339公里的88条公路拓宽。”抱湾村
驻村第一书记符武良介绍说，进村的

十多公里山路由原来的3.5米加宽到6
米，村民进出更方便了。

进出村的路好走，村民们劳动脱
贫劲更足了。在完成进村道路加宽
的基础上，抱湾村紧接着开工建设
1600米的基本农田生产路，投入70
万元把一队和老村场的路进行水泥
硬化，方便村民外出耕作生产。

“路修好了，我们与党和政府的
心贴得更近了。”在美丽的昌化江畔，
仅有20名学生的抱湾村小学教室里
传出琅琅书声，校长陈新强高兴地
说：“近期县城到抱湾村的公交线路
就要开通了，以后这些孩子出去上学
就方便安全多了。”

今年以来，在各级帮扶单位的牵
头下，抱湾村坚持“引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多措并举夯实脱贫基
础。引入龙头企业，帮助建立和扩大
养鸡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入股高明公
司种植火龙果，保底10%的分红；举
行培训转移劳动力就业，共培训人员
136名，通过各种渠道引导43人转
移就业。2016年以来，抱湾村已脱
贫34户156人。

“抱湾村依山傍水，景色优美，我
们要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今
后抱湾村还将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计
划新建一栋公厕，建造一个村民公共
活动场，县教育局投入200万元建设
的小学教学楼也已经开工。”符武良
眼望远山介绍道，他目光所及之处青
翠欲滴，显出生机无限。

（本报抱由11月20日电）

本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
洲）“得亏施工方加班赶工，我们孟果
二村的6户贫困户这个月都住上新
房子了！”11月20日，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什玲镇水尾村党支部副书记
郑文跃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今年孟
果二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整村改
造，按照省里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优
先修建贫困户的新房子，这几天在
村民帮忙下，6户贫困户都已经搬
迁入住新房。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已接
近尾声，我省正在全面组织开展农村
危房改造竣工验收，同时督促、鼓励
村民以亲帮亲、邻帮邻方式帮助贫困
户搬迁入住新房，各市县政府、村委
会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想尽办法为
贫困户提供服务，争取让贫困户早日
搬迁入住新房。

“住新房喜上心头，感党恩脱贫
致富”，这是11月15日，乐东黎族自
治县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组织书法志

愿者给万冲镇南班村刚搬新家的贫
困户赠送的对联。据驻村第一书记
段红胜介绍，为帮助贫困户尽快入住
新居，该村帮扶责任人还通过现金扶
持，自掏腰包买炊具、买卧具等生活
用品，帮助搬迁家具等方式，今年南
班村有危房改造指标的贫困户已全
部入住新房，解决了住房安全问题。

一些爱心企业也积极配合开展
“千企帮万户”活动，进村帮贫困户改
造搬迁入住新房。海南宏基晖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高明近
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高石村
走访，当场决定帮助该村两户贫困户
做好室内装修，争取让他们今年底前
入住新房子。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我省日前举行的脱贫攻坚战农村危
房改造推进会要求，2018年脱贫退
出户的危改房要在11月30日前全
部完成竣工验收工作，危改户全部搬
迁入住新房。

白沙举办
红心橙推介会

本报牙叉11月20日电（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在海南生态
核心区白沙黎族自治县，谁家种植
的红心橙最大最甜？11月20日上
午，在白沙电子商务产业园，一场红
心橙“大比拼”拉开了2018白沙电
商消费扶贫购物季暨第二届红心橙
推介会的序幕。

当天，8位参赛选手带着自种
的红心橙前来参赛，评委将从外观、
口感、糖分等方面对红心橙进行打
分，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
邀请市民与游客参加试吃、竞价拍
卖等活动。白沙县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继续策划更多的体验活
动，邀请大家前来品尝红心橙并选
购白沙特色农产品。

据介绍，今年以来，白沙县委、
县政府在通过开展农技培训等举措
引导农户发展红心橙种植产业的同
时，还对今年红心橙新的种植户予
以每亩补贴800元。

我省检察机关
消费扶贫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王佳艺）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
获悉，近日该院下发通知，在全省检
察机关广泛开展机关和干部职工消
费扶贫献爱心活动，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号召，推动检察系统形成“人
人参与消费扶贫、人人支持消费扶
贫、人人宣传消费扶贫”的良好社会
氛围。

目前，全省各级检察院均已在
门户网站及“两微一端”等平台设置
了“爱心消费扶贫网”入口，鼓励全
体检察干警关注“国务院扶贫办”官
方微信、“海南扶贫”微博，下载“中
国扶贫”移动客户端，推动“两微一
端”成为扶贫系统共建共享共用的
重要平台；大力宣传推介“海南爱心
扶贫网”的工作，全省各级检察院积
极主动深入发掘脱贫攻坚战场上的
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和工作经验，并
通过“两微一端”及时宣传。

另据悉，今年11月11日，省检
察院在定点扶贫村——白沙黎族自
治县打安镇南达村开展爱心扶贫消
费活动，一共消费11386元。

乐东县帮助抱湾村完善设施夯实发展根基

路修通了，党和群众的心更近了

昔日贫困户
养猪走上致富路

11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三江
镇龙门村村民颜香勇早早起了床,
到自家猪舍给55头猪喂食，看着茁
壮成长的小猪，颜香勇喜悦之情全
在脸上。

据了解，2015年，颜香勇一家
因灾、因病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政府给他家送来18头猪崽，并帮他
修建了 80平方米的猪舍和饲料
间。颜香勇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养殖
技术，起早摸黑精心饲养。

通过发展养猪产业，颜香勇近
两年已销售近百头猪，2016年顺利
脱贫。他还计划扩建猪舍,扩大养
殖规模。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海医第一附属医院一案例
被评为“全国十佳案例”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身坚）海南日报记者20日从海南医学院获
悉，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选送案例“儿童舒适
通道——与爱童行”，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改
医管局日前组织的第四届全国医院擂台赛总决赛
中入选“全国十佳案例”。

本次擂台赛共接收 1235 家医疗机构投递
的 3055 个案例，覆盖全国多个省市各级医疗
机构。经过层层选拔，“儿童舒适通道——与
爱童行”案例与六大分赛区的其他 116 个案
例进入总决赛。这也是我省唯一进入决赛的
案例。

在总决赛中，“儿童舒适通道——与爱童
行”案例与各大赛区选送的优秀案例同台竞技，
通过专业设施的创新和麻醉操作的改进，较完
整的呈现了手术儿童围手术期舒适化管理模
式，得到专家评委一致认可，被评为“全国十佳
案例”。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成就梦想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

“有研究显示，世界上 15%至
20%的人口都因各种疾病忍受着神经
痛的折磨。”海南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罗素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特别是
65岁以上的人群，有一半以上都受到
神经痛的困扰。神经痛造成的经济损
失，比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三大类疾
病的总和还要多。

通过长期研究，她的团队已经证
明了海洋药物芋螺毒素在镇痛以及治
疗成瘾、癌症、癫痫、痴呆、帕金森症、
精神分裂症等方面具有极好的应用前
景，“这些年，我们不断向海洋要药物
和蛋白等，为的就是能实实在在地为

国家和人民做点事。”

敲开“海洋药物宝库”的大门

罗素兰承担着海南大学热带生物
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口市海洋
药物重点实验室以及药学学科的科研
引领工作，还为海南建立起了国内最
大的海南产芋螺及其毒素资源库。

何为芋螺毒素？罗素兰介绍，这
是一座“海洋药物宝库”，也是国际生
物毒素和新药研究的热点：“一个芋螺
毒液中含有3000多种毒素，而生活在
不同海域的芋螺所含的毒素又有不
同。海洋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芋螺毒素，可以供各国科学家平行研

究而不会相互重复。”
超过18年的潜心研究，罗素兰及

其团队针对芋螺毒素的研究成果，在
国际上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除了发
现并命名了3个芋螺毒素新超家族，
他们筛选鉴定出的6个特异阻断乙酰
胆碱受体不同亚型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型芋螺毒素原创候选新药，
更是在临床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倾注18年心血为患者送福音

如前文所说，镇痛药在全国乃至
全球都有着很大的市场。以癌痛为
例，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始
推动癌痛“三阶梯”止痛治疗，当疼痛
达到中度及以上时，医生就可根据病
情对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

“但是，阿片类药物的有效成分

是吗啡，基于对成瘾和副作用的恐
惧，很多患者会表现出对阿片类药物
的抗拒。”

令人期待的是，当前罗素兰团队
正在进行临床前研究的一种新型镇痛
芋螺毒素，在神经痛动物模型上的镇
痛活性比吗啡要强1000倍，同时比加
巴喷丁的活性要强2000倍。其给药
途径方便且使用后并不成瘾，不仅可
以镇痛还能治疗神经痛。

“镇痛和治疗神经痛不仅是科研
和医学问题，也是人文关怀和社会问
题。”罗素兰希望，这一倾注了她18年
心血的新型芋螺毒素可以尽快用于临
床，为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送去福音。

要挖掘出海洋药物的更多可能

除了用于镇痛和治疗神经痛的这

一新型芋螺毒素，罗素兰团队还研发
了另外3个分别可用于戒烟、戒毒，以
及抗小细胞肺癌、乳腺癌的新型芋螺
毒素。

相关研究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可想而知，罗素兰的工作强
度有多大。但作为海南团代表参加
全国妇女十二大的会议间隙，她还
向大会请了半天假，从北京到青岛
飞了一个来回，为海南争取到了下
一届全国海洋药物药理学术大会的
承办权。

罗素兰打算把根牢牢扎在海
南。“我舍不得这片海。”她坚信，海南
迎来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新的历史机遇，海
南所拥有的海洋药物宝贵资源将被
挖掘出更多可能。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扎根海南18年，潜心研究海洋药物

“芋螺毒素”专家罗素兰：我舍不得这片海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接近尾声

贫困户住了新房暖了心房

一起来保护海口湿地吧！

全球青年志愿团将招募
20名中国大学生志愿者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11月20日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
心获悉，第 22届Happy Move 全球青年志愿
团海南海洋生态环保实践活动将于 2019 年 1
月 14日至1月24日在海口举行。志愿团现向
全国招募20名中国大学生志愿者，其中男女各
10人。

据了解，活动期间，志愿团将走进海口东寨
港红树林湿地、羊山湿地以及多所湿地周边的
学校。开展种植红树林、清理滩涂、培育幼苗；
湿地学校生态文化墙绘制、湿地环境保护劳动；
为湿地学校学生讲解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氢氧
燃料电池小车组装；开展中韩文化交流汇演等
活动。

志愿者需符合以下条件：年龄在18周岁以
上，24岁以下的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有一定才
艺，如声乐、舞蹈、乐器表演、绘画等；有良好的
志愿服务精神，乐于奉献，有准备吃苦的精神和
使命感；有团队合作精神和一定的组织能力、执
行能力。有志愿服务经历、学生会经历、组织或
参加过其他社会活动或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学
优先。

从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为报名阶
段，符合报名条件的同学可提交《志愿者登记
表》到中国教育学会项目办公室邮箱 zhang-
tengyu@cse.edu.cn，自愿报名。

周文彰教授在
海口经济学院作专题讲座
教青年学子如何实现人生梦想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王黎刚）11月
20日，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文
彰教授应邀在海口经济学院作了题为“如何实现
人生梦想”的专题讲座，该校相关负责人和师生代
表1000余人现场聆听了讲座。

周文彰教授认为，中国梦为个人梦提供了机
遇和保障，梦想的实现要从时间管理开始，用好分
分秒秒读书，思考动手以成就梦想。他从四个方
面阐述了如何实现人生梦想，并从认识层面、身边
人案例、个人经历以及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等
方面进行了说明。

周文彰说，要珍惜时间，做时间的吝啬鬼。要
充分读书，做书本的痴迷者。要勤于思考，做思想
的永动机。要置身现实，做现实的有心人。他指
出，时间就是生命，让时间更有意义，是以“敢于有
梦”为前提的。人都应有梦想，在梦想指引下，要
做到“有所能、有所为、有所成”，即做人成功、做学
问成功、做事成功。

周文彰教授讲座主题突出、语言幽默、富有哲
理，同学们表示，将会以更加乐观积极的态度，脚
踏实地、主动学习，为实现梦想而努力拼搏。

儋州检察院开展
“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

本报那大11月2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岑选任）连日来，儋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走
进光村镇、新州镇等地的34所学校开展“法治进
校园”巡讲活动，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
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活动中，巡讲团干警分别以“拒绝校园欺
凌”和“远离毒品、无悔青春”为主题，结合小学
生的年龄特点及心理特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解说校园欺凌、毒品的相关知识。同时，借助典
型案例，采取情景互动、趣味游戏等多种形式，
告诫学生校园欺凌、接触毒品等不良行为所带
来的危害；讲解了面对侵害时应当如何开展自
我保护等。

“如何让孩子们对法律感兴趣，吸收法律知
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才是开展巡讲活
动的初衷。”巡讲团有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通过此次巡讲活动，向学生普及了基本刑
法知识和校园欺凌相关知识，有效增强他们自
我保护、防范不法侵害的能力，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据悉，截至目前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到
146所中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
为近2万名师生送上“法治大餐”，发放宣传资
料2万余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