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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6点多就来田里采收水
芹了，到现在已经采收了六七十捆，快
200斤了！”12月24日下午，在屯昌新
兴镇兴诗村的水芹田中，贫困户陈元
俊乐呵呵地给海南日报记者看自己的
劳动成果。

“小小的水芹，已成为村民们的致
富法宝。”陈元俊说，3年前这片茂盛的
水芹田还是一片荒地。村民们曾尝试
在此种植水稻，除去施肥、防治病虫害
等各项成本，每亩地年收入还不足
500元。“自从改种水芹，收入节节高
升。一亩水芹半年能带来2万多元收
入，不少村民靠种水芹盖起了新房。”

兴诗村水芹产业发展得好，村民

们都说要感谢驻村第一书记王明亮的
带动。

过去，兴诗村缺乏特色产业。前些
年，不少村民以很低的价格外租土地或
者干脆让地撂荒。如何利用好土地资
源发展产业，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是王
明亮驻村工作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想要实现脱贫致富、乡村振兴，发
展村集体产业是有效途径。”王明亮说，
既要发展收益稳定的长期经济作物，又
要发展一年内收益的短期经济作物，长
短结合，才能够让村民持续增收。

为了增强脱贫攻坚合力，王明亮
还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的党建扶贫模式。在他的带领下，

兴诗村先后成立了水芹、槟榔、柠檬
桔、橡胶互助合作社，破解了贫困户在
生产销售中各自为营、“单打独斗”的
局面。同时，他还发动企业募集资金，
实现了辖区贫困户在校生的教育补贴
全覆盖。

此外，王明亮还组织村党支部党
员加强学习、提升村“两委”班子成员
领富带富能力。他扎实推进基层党建
工作，规范“三会一课”等党内组织生
活，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针对存在的问题带头立行立
改，村干部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切实发
挥了驻村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的引
领作用。

“党建+扶贫”筑牢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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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抓好基层党建工作，以文化和产业推动脱贫攻坚见成效

精准扶贫 不落一户

“产业+扶贫”鼓了村民腰包
“合作社的羊都在山林里放养。

在村道上，村民和行人常听到山羊脖
子上的铃铛晃动时发出的‘叮当’声，
所以我们为合作社的羊注册了‘听道
山羊’的品牌。”近日，在屯昌南坤镇
加总村的黑山羊养殖基地，加总黑山
羊专业合作社社长陈明宇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小村庄有了产业和品牌。村民们
说，该村养羊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陈
明宇的努力和付出。

2015 年，由于妻子患病花费巨
大，陈明宇一家成为贫困户，他对生活

一度失去信心。屯昌县派驻的扶贫工
作队与帮扶责任人多次上门了解情况
并鼓励他，因户施策，帮助他发展黑山
羊养殖产业。

鼓起干劲的陈明宇积极进取、求
知若渴，自学参加大专函授考试，希望
通过学习知识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脱
贫致富的本领。在有关部门的帮扶
下，加之他自己的不懈努力，陈明宇一
家顺利实现脱贫。

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陈明宇积
极创业，饲养黑山羊220只，养蜂23
箱，养殖香鸡、屯昌阉鸡300余只，并

自挖9亩鱼塘养鱼，发展产业“多点开
花”，家庭收入快速增长，被屯昌有关
部门评为“脱贫致富创业之星”。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摆脱了
贫困，我要发挥自己的养殖特长，帮助
乡亲们一起脱贫。”在自身实现发展的
同时，陈明宇于去年牵头成立了加总
养羊专业合作社，带动村里的贫困户
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为其他村民提
供技术指导，去年该合作社销售收入
达6万多元。目前，最初加入合作社
的11户贫困户已有10户顺利脱贫。

（本报屯城12月25日电）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
相随……”近日，在屯昌南吕镇郭石
村，嘹亮的童声传遍村庄的每个角
落，那是郭石村乡村合唱团的孩子
们在排练。

“在歌声中，拥抱生活的美好。”在
驻村第一书记王益友看来，文化扶贫
是最根本的扶贫之道，只有重塑村风
民风，才能真正激发群众的内生发展
动力。2016年 9月从海南出版社来
到郭石村驻村工作后，王益友在抓好
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
过送书进村，成立乡村合唱团、武术
队等方式，用文明乡风激发出郭石村
村民的“精气神”，增强了村民脱贫致
富的信心。

2016年10月一天晚上，刚驻村工
作不久的王益友在拜访农户回住所的
路上，碰到了一群准备打架的孩子。

“他们大都10岁左右，有男有女，
因一点小矛盾就约架，我当时很吃惊，
感到很心痛。”王益友意识到，贫困地
区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抓好教育，孩子
们放学后决不能“放羊”，开办扶贫“夜
读小课堂”的想法由此而生。当年11
月，“夜读小课堂”正式开班。每天19
时30分到21时30分，村委会办公室
总会响起琅琅读书声。

如今，在“夜读小课堂”的影响下，
郭石村的孩子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转
变。郭石小学校长刘青松高兴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王益友还帮助学校在

每个班级开设了图书角，增强了孩子
们阅读图书的兴趣。

“王书记带领村民把村里的卫生
死角清理干净，建起了文化广场。”90
岁的阿婆张玉连说。2016年底，王益
友从海南出版社争取来资金，为郭石
村大木坡村民小组修建了文化广场，
还修好了村里的路灯，移走了挡道的
电线杆。

“穷不怕，只要孩子们肯读书，就
能明理明智，长大后就会有出息。”78
岁的村民王崇仁说。在书香氛围的影
响下，郭石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在悄
然改变，从最开始不接受新事物，到主
动谋划黑猪养殖产业及试种山兰稻
等，大家脱贫致富的干劲十足。

“文化+扶贫”激发脱贫志气

我省打响脱贫
攻坚战以来，屯昌县
委、县政府坚持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落实“五带动全
覆盖”产业帮扶措
施、开展爱心扶贫集
市活动、开办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等方式
多举措推动脱贫攻
坚工作实现新的突
破，做到精准帮扶，
不落一户。

据统计，2018
年以来，屯昌已有
986户2832名贫困
人口脱贫，6个贫困
村脱贫出列，扶贫工
作成效显著。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改革开放40年来，屯昌县委、县
政府牢记为民谋福祉的初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民
生保障水平：凝聚合力脱贫攻坚，让百
姓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大力推进全
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丽屯昌；积极引进一批“好校
长、好教师”“好院长、好医生”，开展合
作办学办医，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实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
覆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

一系列保障民生的举措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屯昌各级党员
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绘就民生保障
新蓝图，努力为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作出屯昌贡献。

让群众“好看病”“看好病”

“陈医生，我咳嗽两天了，非常难
受，快给我看看吧。”近日，屯昌县屯城
镇龙水村村民唐南明，来到村卫生室
请医生陈亮治疗。

经诊断，唐南明患支气管炎。医
生为他开了消炎药和止咳药。领药结
算时，唐南明发现治疗费用一共只有
11.97元，医保报销后只需支付3.17
元。他高兴地说：“在村卫生室看病，
既方便又便宜。”

唐南明的话说出了许多屯昌百姓
的心声。近年来，屯昌大力实施“一村
一室一医”工程，基层卫生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目前，该县已有86个行政村
设置了村卫生室。其中，创建标准化
村卫生室80个。

屯昌不断降低群众看病花费。该
县具有基本医疗功能的村卫生室皆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所有药品均从
全省统一的网上平台阳光采购，并取
消药品加成、零差价销售。据统计，自
2012年至2016年，该县补偿村卫生
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资金共计
303.5万元。

同时，屯昌积极推动县中医院易
地搬迁项目，加快推进与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并不断引进
优秀人才，并通过医联体建设，提升全

县医疗服务和治疗水平，让百姓享受
健康红利。

屯昌县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许志
魏表示，在专家的驻点指导帮扶下，该
院在内科、骨科、重症科和普外科等方
面取得了不少技术突破，成功开展经
尿道膀胱碎石术、深静脉置管术等手
术，医技水平显著提升，真正做到让本
地患者“大病不出县”，享受到医改带
来的福音。

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最近，江苏常州武进区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屯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屯
昌实验小学）的学生王小芬变得越来
越爱上学了。“学校环境变好了，课程
内容也丰富了。”她说，今年9月开学，
学校新增了塑胶体育场、美术教室和
舞蹈教室等文体活动场所；教室里电
脑、投影仪和音响等多媒体设施配备
齐全，课文里美丽的景色能变成图画
和视频展现在眼前……

曾经荒草丛生的操场、陈旧的教
学设施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优美的校园环境、完善的教育教学
设施……这得益于屯昌加快教育改
革，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合作办
学，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让学生享受优
质的教育资源。

“近两年，学校的教学水平提高很
快。”屯昌实验小学校长王佳栋介绍，
合作办学后，武进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派出骨干教师团队，与屯昌实验小
学在校园文化设计、校园管理、教师培
训和学生培养等领域深入开展交流合
作，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水平提升很快。

此外，屯昌有关部门继续推动屯
昌中学创建省一级学校，巩固与华中
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合作成果。

“投资教育，是最长远、最有效的
民生投资。”屯昌县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屯昌制定出台《中共屯昌
县委关于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意
见》，加快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扶持薄
弱学校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学校校舍
安全、校园改造、教育信息化等项目
建设，积极开展标准化学校和规范化
学校创建工作，着力提高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水平。

（本报屯城12月25日电）

屯昌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今 年 以
来，屯昌已有
986 户 2832
名贫困人口脱
贫，6 个贫困
村脱贫出列，
顺利完成年度
减贫计划

脱
贫
攻
坚

成
绩
单

发放春季
教 育 补 助
675.385 万元，
惠及 5972 名
贫困生；发放
秋季教育补助
653.715 万元，
惠及6170名贫
困生

对 5442 户贫
困户实施产业精
准帮扶，动员梦幻
香山共享农庄等
6 家本地龙头企
业，通过务工就
业、技术培训、资
金入股等方式，带
动 503 户贫困户
发展产业

成立 174 个互
助合作社，覆盖带
动 4003 户贫困户
发展产业，累计投
入资金 1554 万元，
推进实施黑猪、香
鸡、水芹、益智、柠
檬、金椰子等 18 类
特色种植养殖扶贫
产业项目

加快电子
商 务 村 级 服
务站点建设，
服 务 网 点 已
覆盖全部 36
个 建 档 立 卡
贫困村，带动
422 名贫困人
口 利 用 电 商
平台就业

为 7836 名
县外务工人员
建立信息台账，
向 2141 名外出
务工贫困劳动
力发放务工奖
励 365 万元，全
县就业务工贫
困 劳 动 力 达
86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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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
园景区，来自屯城镇的贫困户
王秀玉在管理花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坡陈村民小组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富有特色的乡情村景引得游人纷至沓来，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摄

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贫
困村民王美花在当地政府筹
建的农家乐里收拾碗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