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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梁振君

火山口脚下的施茶村，这面火山
石墙上开着石斛花，那面火山石墙上
挂着家训牌。

许多人因为石斛知道施茶村，但
不太清楚施茶村的由来。据记载，施
茶村的村名源于丘濬施茶的故事：丘
濬回乡经过石山一带官道时，只见往
来路人络绎不绝，却无处歇脚，无水
可喝。于是，他在此建起一座“施茶
亭”，烧水施茶，普惠路人，施茶村因
此得名。

文化种子从彼时就已植根。时
代变幻，传承不绝的“文化基因”也让
施茶村踏上了兴盛之路。

是“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
要？王建平觉得都重要。作为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村民，他深
知，施茶村先有“里子”才有“面子”，
如今，“面子”又让村庄“里子”更美。

一杯茶一坛水
润泽淳朴乡风，塑造乡村“里子”

施茶亭和迈宝仙井，一亭一井，
施茶村的文化活水溯源于此。

相传在宋代的时候，吕洞宾云游
路过施茶村，向一名叫迈宝的妇人讨
水解渴喂马。虽知外出挑水不易，但
迈宝还是倒了一坛清水。临行前，吕
洞宾指引迈宝在村里挖了一口井。
从此，世世代代饱受缺水之苦的村民
在家门口喝上了清水。

王建平说，丘公的乐善好施，迈
宝婆的热心相助，在施茶村世代流
传，到了今天，施茶村村民已将“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融入骨
子、刻进心里。

受火山地貌的影响，施茶村石多
地少，但是村民王洪喜主动让出自家
的宅基地给村子修建公共场所，只留
下一小块建房。

“中国村庄家训家风施茶馆也是
村民主动让出宅基地修建的，不仅出
地还出力。”“还有修村路时，大家都很
配合征地工作，路通财通，日子会越
过越好嘛！”12月20日，海南日报记
者到村里采访时，村民你一言我一语
地说起了“施茶”变“施地”的事例。

村民们说，火山石带来了麻烦，
也带来了方便。以前从石头堆里

“抠”出一块地来耕作很困难，但是那
时就地取材盖石头房也很方便；以前
种地瓜、木薯、水稻只能自给自足，但
是现在种石斛、开农家乐和民宿能过
上好日子……

“来村子前，以为村里的工作会
很难做。到村里后，发现村民都非常
淳朴，去村民家里办事、调查、收集材
料，他们都会热情地请我们吃自家种
的水果。”几年前以大学生村官身份
来到施茶村，现在已是施茶村党支部
副书记的李华燕说，近年来，村里无

上访人员、无新增吸毒人员、无刑事
案件，是海口有名的文明和谐村庄。

“三宝”加“三馆”
打造文化载体，美化乡村“面子”

在石山镇，许多村庄都有“三
宝”：戏台、公庙、球场。而在施茶村，
村民们不只有“三宝”，还有“三馆”：
图书馆、村志馆、中国村庄家训家风
施茶馆。

走进中国村庄家训家风施茶馆
所在的美富村民小组，几乎家家户户
大门敞开，而且每家每户门口都挂着
家训牌：“有爱才有家，有德才有福”

“勤劳朴实、热心待人、明理处事、诚
信为先”……

继续往村里走，戏台旁的水塔
上印着《朱子家训》和火山文化图
腾，广场墙壁上挂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家训格言。穿过广场，踏入由两
间火山石瓦房组成的中国村庄家
训家风施茶馆，馆内有整体搬迁复
制的海南特色民居，还有耙犁、鱼
篓等老物件。展馆以“古训留香、
涵养家风”为主题，共收录家训家
风100多条。

“2017 年我们邀请专家团队，
挖掘整理村庄家训家风文化，进一
步传承和保护本地优秀传统文化。
在建设家训家风施茶馆过程中，不
破坏古树、古屋、古庙，保持村庄原
有风貌，传承文化，也留住乡愁。”施
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洪义
乾说，家训家风施茶馆开馆，不仅吸
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也深受村
民欢迎，“还有村里的图书馆，每到
晚上，找个空位都不容易。”

“三宝”“三馆”承载着施茶村千
百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丰富了
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到了晚上休
闲之时，施茶村广场上八音奏起，戏
台上舞步跳起，村民们自发成立的
八音队、秧歌队等，陆续“登台”，热
闹非凡。

“要说‘登台’次数最多的，秧歌
队队长王春荣应该算其中一位了。”
村民说，王春荣这些年来多次带着秧
歌队代表石山镇参加秀英区和海口
市的文艺活动。

王春荣的“舞台”不只是戏台。
“在建设文明生态村过程中，王春荣
领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参加义务劳
动。今年8月份，她还带领妇女们参
与助学捐款活动，一共捐了10多万
元。”村干部说道。

“村子搭台，让我们有更好的场
所跳舞，那为了村子发展，我们出点
力也是应该的！”王春荣看来，“只要
村里需要，为村子和村民好，那我们
就要去干，而且要干好！”

好“里子”好“面子”
推进文化振兴，实现又富又美

“这是乡村？还是景区？”在施茶
村逛了一会，游客江小姐越来越觉得
这个村庄“不简单”。

火山民居、迈宝仙井纪念亭、中
国村庄家训家风施茶馆、福兴楼、暖
心庐舍、火山石斛园……近年来，通
过建设旅游便道、推进农村环境卫生
综合治理、开展“十星文明家庭”“文
明村组”等系列创建活动，以及打造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施茶村的“面子”越来越美，“里
子”也越来越美。

“这些年来到施茶村的游客和参
观团中，有不少人对施茶村的优秀传
统文化兴致颇高。”平日里还“兼职”
村子的导游和讲解员的王建平说。

火山岩民宿预定火爆、迈宝仙
井纪念亭有了村民以外的“粉丝”、
家训文化引来众多游客……村民们

没想到，这些他们坚持世代保护传
承的东西，今天竟能带给他们如此

“收获”。
而那些火山石，如今也迸发出新

的生机——施茶村坚持“不砍一棵
树，不搬一块石头”，原生态环境种植
石斛，因地制宜探索出“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致富路，村民人均年收
入过万元。

参观完施茶村后，海胶集团邦
溪分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王奕群
对施茶村因地制宜发展石斛等种
养殖产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注重挖掘保护和传承发展乡村
文化、提升村民素质打造乡村内涵
等感触颇深。

准备登上大巴车返程时，王奕群
带着满满收获笑道：“这趟参观之旅
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乡村
振兴要‘面子’和‘里子’两手抓，才能
实现乡村又富又美、文明和谐的发展
目标。”

（本报海口12月25日讯）

■ 本报记者 袁宇

“如果没有李书记的帮助，我们
家肯定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12月
23日，万宁市北大镇中兴村60多岁
的贫困村民苏振芳充满感激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多亏李书记给我讲
扶贫政策，帮我填写各项材料交给相
关部门。现在我们一家已经住进了
危房改造后的新房，患病的妻儿享受
到医疗帮扶，日子越过越好。”

苏振芳口中所说的“李书记”，就
是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派驻到中
兴村委会的驻村第一书记李枝慧。
2016年9月，有着25年党龄的李枝
慧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我有丰
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派我到基层，我
一定能干好工作。”

“李书记不要我们带，自己开车
跑了一个多月，走访了村里所有贫困
户。”中兴村村委会主任吴毓坚记得，
李枝慧一到村里，就打印了村里所有
贫困户的信息，然后挨家挨户走访，
每到一户就记下致贫原因和打算采
取的措施。

吴毓坚说，中兴村委会下辖57
个自然村，有的贫困村民的住处偏
僻，道路泥泞难走，“有时候李书记的
车陷到泥里走不动了，就步行去贫困
村民家中走访，等走访完，最后才找
我们帮忙推车。”

身体很壮实、说话时带着笑、做
事很利落，这是李枝慧给贫困村民苏
关生留下的第一印象。

苏关生今年54岁，因为以前做
过手术，做不了重活。“李书记了解我
家的情况后，送来了3头小母猪和饲
料，还帮我儿子、儿媳找了工作。”他
说，现在除了养猪，就是照顾上小学
的孙子，在李枝慧的帮助下，“生活比
以前好得多。”

为了消除贫困村民集中收看扶
贫电视夜校后回家路上的安全隐
患，李枝慧还联系省交警总队，给中
兴村每个自然村都装了路灯，改善
了大家夜间的出行环境。根据不同
致贫原因，李枝慧还给每户贫困户
制定了帮扶措施，并联系省交警总
队提供资金、物资，帮助贫困村民脱
贫致富。

在李枝慧的积极争取下，中兴
村引入了光伏发电项目。2018 年
初，中兴村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
产，并入南方电网，预计每年发电
约 12万度，预计年发电收入 10万
多元。

李枝慧说，光伏发电项目前5年
80%的收入用于发放给中兴村的贫
困村民，20%的收入作为村集体经济
收入。5年后，光伏发电项目70%的
收入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为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30%的收入用于
帮扶巩固贫困村民。

万宁兴芳槟榔加工农民专业合
作社也是李枝慧为中兴村引入的产
业之一。中兴村委会通过入股合作
社，每年获得10%的收益分成，以此
壮大村集体经济，贫困村民也可以在
合作社打工，一天有120元至150元
的收入。

在李枝慧付出真情和汗水的倾
力帮扶下，中兴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2017年，中兴村实现整村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户92户378人摘下

‘贫帽子’，脱贫军功章里有李书记一
份功劳。”吴毓坚说。

贫困村民的腰包鼓了、笑容多
了，李枝慧身体状态却每况愈下。
2017年，李枝慧多次出现流鼻血症

状，他以为是上火导致，简单处理止
血后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其实他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
降压药。”李枝慧的妻子说，李枝慧
为了把扶贫工作做实做细，常常整
月不回家，“都是我去看他，给他带
降压药。”

今年8月26日，李枝慧因为任务
回到海口，当晚突然大量流鼻血并吐
血，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
经过诊断，李枝慧大量流鼻血、吐血
均是因高血压引起，而且肾脏内还有
个良性肿瘤。

“最近几个月感觉李书记越来越
瘦，面色也不好。”吴毓坚含泪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令他感动的是，李枝慧
在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还每天给村
干部打电话、发微信，关心村里的工
作和村民的生活。

11月26日，结束休养的李枝慧
第一时间就回到村里。此时他已经
驻村2年多了，党组织重新选派了驻
村第一书记前来接替他的工作。

“党组织选派的新驻村第一书记
现在已经到岗了，我会全力配合组织
的工作，带他尽快熟悉、融入中兴村，
尽我的努力值好最后一班岗。”李枝
慧的话带着浓浓的不舍。

（本报万城12月25日电）

万宁中兴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枝慧精准制定帮扶措施，身体抱恙仍惦记扶贫工作

用心用情铺就百姓脱贫路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梁振君

施茶村是这样一个村庄：碰见对
家训牌感兴趣的游客，外出劳作归来
路过的村民会停下三轮车，笑着问

“村子好看吧？需要给你介绍介绍家
训牌吗？”施茶村还是这样一个村庄：
只要违反了村规民约，就算是村干部
也照罚……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

程，其中包括里子和面子。农耕文化、
乡风民风等是里子，基础设施、村容村
貌等是面子。既要推进农村公共文化
建设，又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
文化，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施茶村便是这样一个例子：面对
遍地火山岩石的生产生活条件，村民
们将石头一块一块搬起来、垒起来，

“抠”出一小块土壤来种地的同时，也
盖起了火山石屋、火山石围墙。这种

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淳朴民风，是
施茶村的“里子”；而火山民居，作为
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则成了施茶村的

“面子”。
到了今天，火山民居打造成火山

民宿，火山石上长出石斛花，村民精
神面貌不断提振，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施茶村先从“里子”美到“面子”，
再从“面子”美到“里子”，也许这就是
文化振兴之力。

文化振兴助力 乡村振兴更给力

从“面子”美到“里子”
海口施茶村做活文化振兴大文章，走出文化富民新路子

乡村振兴在海南

记者手记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先进典型

省税务局设置12366热线
个税咨询专线
解答关于个人所得税新政的问题

本报海口12月2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吴芳玲）“您好，请问您有什么涉税问题要咨询的
吗？”12月25日下午，海南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
等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走进海南税务12366纳税
服务热线现场，接听个人所得税咨询专线电话，与纳
税人进行实时在线交流，回答纳税人关于个人所得
税新政的问题。

在1个小时的线上交流活动中，相关人员共接
听20个来电，详细解答了纳税人关于子女教育、继
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
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如何申报等涉税热
点问题，各个解答均得到了纳税人的好评。

省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邓丽楠介绍，
为确保纳税人及时享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红利，
海南税务及时更新12366税收知识库，在省税务
局门户网站发布12366热线个人所得税咨询热点
问题及答复，并设置了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个人
所得税咨询专线，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能及时接听
并准确解答纳税人的来电咨询。

此外，省税务局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广
泛开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法宣传；线上
线下拉网式培训全省扣缴义务人约31500人次，
并组织税源管理部门“点对点”走访辅导2019年
1月6日前发工资的扣缴单位、财政统发单位、重
点税源企业等，送改革红利上门。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施茶村传承保护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发扬文明乡风，以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央企助力五指山消费扶贫

中海油集中采购
近300头五脚猪

本报五指山12月25日电（记者贾
磊）清晨，旭日从薄雾中透射进五指山
市畅好乡畅好村。村民朱梅英早早就
把家里的两头五脚猪赶出了猪栏，赶进
了编织袋里，并用绳子将两个编织袋串
好，挂在摩托车后座，然后骑着车穿过
崎岖的山路，赶到了五脚猪收购现场。

12月25日上午，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五指山市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平台，向五指山畅好乡、
毛道乡等乡镇，集中采购了近300头
五脚猪。在收购现场，在通过检验检
疫后，村民们将自家的五脚猪称重过
磅，登记重量，收购方现场就把现金给
到了村民手里。

五指山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负责人吴金漳表示，中海油公司已委
托该中心通过海口罗牛山屠宰厂进行
屠宰，并通过冷链运输，五指山的五脚
猪将走进国内中海油下辖企业餐厅或
商超进行售卖。

据悉，本次中海油集团集中收购的
五脚猪均为该市发放的扶贫猪，为保证
品质，每一头五脚猪体重控制在50-80
斤范围内，且要经过该市动物卫生监督
所工作人员的严格检验，在取得《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之后方可过磅出售。

“中海油公司来五指山的集中采
购真的是解决了村民销售难题。”收购
现场，毛道乡党委书记王昌江说。

海南潮滩湾国际医院
计划2020年3月试营业
为大型三甲综合性医疗中心

本报文城12月25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12月23日从文昌市
有关部门获悉，位于文昌锦山镇南端的海南潮滩
湾国际医院项目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建设中，计划
于2020年3月试营业。

据了解，海南潮滩湾国际医院是海南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院，位于文昌滨海旅游快速公路西南
侧，地处“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紧邻海口江
东新区，是集医疗、科技、教学、体检康复、培训为
一体的大型三甲综合性医疗中心。

海南日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医院主楼正
在紧张建设中。文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计划规模1300张床位，建设面积22万平
方米，总投资23亿元。目前工程建设顺利，预计
2020年3月份试营业。建成后，医院将引进美国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高科技技术，将分子
诊疗、肿瘤治疗及其他特色专科方面的技术引进
海南，发展特色医疗专科及高端医疗服务，助力海
南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五指山超额完成
党报党刊征订工作

本报五指山12月25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
员刘钊）12月25日，五指山市委宣传部汇总全市
党报党刊征订情况，目前该市已超额完成2019年
度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据悉，2019年度党报党刊征订任务下达后，
五指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召开了
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会议，切实做好“财政划拨”、社
会征订、党报进自然村进企业等工作。“通过将任
务进行层层分解，层层落实责任。同时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专款推进征订工作。”五指山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楚蝶说。

此外，五指山还广开渠道，努力在乡镇政府、
社区、村委会、学校、广场等公共场所建成一批新
型阅报栏，做到有党组织、有党员、有群众需求的
地方，都能看到党报党刊。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文昌五举措锻造执纪铁军
本报文城12月25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打铁还需自身硬。海南日报记者12月25
日获悉，今年以来，文昌市纪委监委采取五项举措，
狠抓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努力锻造执纪铁军。

为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文昌市纪委监委坚持正
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考察任用纪检监察领导干部4
人，面向全国公开选调11人，建成一支年龄结构优
化、知识结构多元、梯次配置合理的纪检监察队伍。

为配齐配强派驻机构和镇纪委干部队伍，文
昌市纪委监委专题研究派驻机构空编问题，面向
全市招录了17名乡镇专职纪检监察员，填补了镇
纪委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的空缺。

注重提升巡察监督实效。今年8月，文昌市
委专门研究任命市委巡察办主任，随后又增配1
名巡察办专职干部，为提升巡察监督实效，对巡察
组长库和人才库重新筛选优化，目前两库分别在
库16人和88人。

在强化教育培训方面，文昌市纪委监委建立了
“一对一”导师培养制度，及时对年轻干部、新进干部
进行业务辅导；举办监察法、纪律处分条例和转隶干
部业务培训班等5次；选派优秀骨干20人次配合省
纪委案件查办、巡视等工作；抽调32名乡镇纪检监
察干部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大练兵”集中办案。

严格监督管理。文昌市纪委监委健全对纪检
监察干部监督机制和内控措施，建立内部管理和
通报制度，落实队伍层级管理，刀刃向内，严防“灯
下黑”。今年来针对内部办文不严不实等问题通
报5起6人，开展内部谈话提醒49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