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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毛景慧

“陆书记，您这一大早是要去哪
儿？”“去一趟水务局，为咱们村的水库
修建协调进度。”6月10日一早，天刚
蒙蒙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
朝参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陆京学收拾好材料准备赶往县
城。与他对话的，是村里的贫困村民
王进胜。

别看现在俩人关系很和谐，两年
前，王进胜可是一看到陆京学就扭头
往回走。

2017年6月23日，陆京学从琼中
营根镇百花村调整到朝参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来的第一天，他便发现村里
的整村推进工作“卡了壳”——村里面

的宅基地就那么几亩，有一户人家的
土地却说什么也不同意让出来，致使
全村的规划工作停滞搁浅。

“得上门去做做思想工作。”陆京
学第一时间找到这户“钉子户”，那是
他与王进胜的初次碰面。

50多岁的王进胜因腰部留有年
轻时被猎枪击中后残留的弹药，丧失
部分劳动能力，因而也对自己这唯一
一块有林权证的土地看得很重。“这块
地我是不可能让的，如果你们敢动，那
我就要告你们。”面对登门拜访的陆京
学，王进胜态度十分强硬。

陆京学心里明白，对方试图用这种
态度逼退他，可王进胜的工作做不通，整
村推进工作就没办法开展，这让他不得
不琢磨起別的法子。“硬的不行，就来软

的。”陆京学决定将心比心，从王进胜的
生活起居入手，用自己的真心打动他。

“进胜啊，家里最近遇到什么困难
没？村里准备发展养蜂产业，要不帮
你申请点蜂种？”“进胜，你儿子找到工
作没？不如让他试试当村里的护林
员？”……从那时起，陆京学三天两头
往王进胜家里跑，刚开始王进胜坐在
板凳上眼皮都懒得抬，但“厚脸皮”的
陆京学也不恼，反而来得愈发频繁。

朝参村党支部书记王进轩打趣
道：“那段时间，陆京学去王进胜家，比
回自己家还要勤快。”

驻村第一书记的“固执”慢慢起了
作用。“陆书记给我申请了蜂种、鱼苗、
益智苗等扶贫物资，还帮忙申请了危房
改造补助款和护林员的工作岗位，再不

配合村里工作，这哪儿说得过去？”最
终，王进胜同意收取几千元的青苗补偿
款后把地让出来。

一番“不打不相识”的较量后，王
进胜渐渐从心底认可了这个外来干
部，每次见面总是“陆书记、陆书记”亲
切地叫着。“不仅是我，村里年纪大的
贫困村民不太懂填写报建材料、贷款
申请，他就都把这些活包揽下来，无论
大事小事，从不含糊怠慢。”王进胜说，
如今村里人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敲
开的准是陆京学的门。

“驻村帮扶，就要沉下心来与群众
‘面对面’接触、‘心与心’交流，用热心、
真心、耐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让陆京
学欣慰的是，一年多的驻村帮扶，换回
的是朝参村整村推进工作的顺利完成。

如今，全村114户村民住进新房，
村里发展起养猪、养鸡、种百香果等特
色产业，人均收入于 2018 年达到
942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约4.2万元，
实现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37户140
人全部脱贫。

因在扶贫工作中表现突出，陆京学
于今年被评为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先进个人、琼中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和优
秀驻村工作队队员，并兼任起朝参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一职。

身份多了，也意味着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陆京学说，琼乐高速有个匝
道口就在村子附近，下一步他将依托
这一区位交通优势，盘活乡村旅游资
源，让村子更美、村民更富。

（本报营根6月10日电）

琼中朝参村驻村第一书记陆京学真心真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出色完成整村脱贫工作

将心比心打动“钉子户”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刘彬宇

临高县南宝镇博廉村59名贫困
村民共谋产业振兴，抱团发展水律
蛇养殖产业，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逐
渐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的发展之
路，推动着乡村的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工作。

“一般人望而生畏的蛇，到了我们
手里，就变成了脱贫致富的‘金钥

匙’。”6月8日，博廉村党支部书记吴
志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7年，吴志春偶然间得知水律
蛇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全身都是宝。

“海南的气候很适合水律蛇生
长。同时，因为蛇是食品、药品、保健
品等行业的上等原料，随着野生蛇资
源的逐渐减少，蛇的市场需求量逐年
递增，市场缺口很大！”经过多番考察，
吴志春下定了养水律蛇的决心。

吴志春介绍，水律蛇是生长在我
国南方的一种大型无毒肉蛇。在海
南，水律蛇养一年体重就能长到4斤。
成年的母蛇一次可以产下10多个蛋。

经过筹备谋划，2017年8月，吴志
春在村里牵头成立了临高县南宝博廉
扶贫廉晶养蛇专业合作社，带动村里
14户贫困户59人共同养蛇。项目总
投资25.5万元，吴志春个人投入11万
元，贫困户以产业扶贫资金入股。“成

立合作社，就是要带动贫困户养殖，让
大家一起增收脱贫。”吴志春介绍。

养蛇不比养鸡养鸭，蛇对生活环
境要求比较高，当地没有多少人有养
殖经验。养殖初期，农户们不熟悉蛇
苗的养殖要求，蛇苗成活率比较低。
为此，合作社邀请养殖专家进村提供
养殖技术指导，情况逐渐好转。

从一窍不通到“养蛇通”，如今，吴
志春有了丰富的养蛇经验。他介绍，

成年母蛇每年产一窝蛇蛋，蛇蛋可自
然孵化，蛇苗出生后继续养殖，形成循
环，“蛇入棚舍前要进行‘药浴’，防止
病菌进入蛇舍。”

目前,该合作社养蛇正进入繁殖
扩大规模阶段，第一批可供出售的蛇
已有100多条，已产蛇蛋100枚，预计
下一批能孵出50多条小蛇。合作社
成员对养蛇脱贫致富充满信心。

（本报临城6月10日电）

临高博廉村59名贫困村民抱团发展水律蛇养殖产业

蛇窝淘金奔富路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支招村集体经济发展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陈卓斌）如何凝
心聚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产业，让村集体的

“钱袋子”鼓起来，是乡村干部和百姓关心的热门
话题。在6月10日播出的第135期《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中，栏目组邀请了海南正和职业培训学校
校长姚佩君，就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介绍经
验，为大家解疑惑、支妙招。

姚佩君说，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开展培
训时，她于本号镇设立了村集体经济创业辅导中
心，聚焦农村、服务农村，解决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几大痛点问题。其中包括指导村办集体企业完
善组织架构，解决经营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指导企
业完善资产收益量化分配制度，解决了利益联结
机制不紧密的问题；帮助企业开展经营管理人才
培训，解决了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指导
企业规范财务管理，解决了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
安全问题；帮助企业开展农资、农技和市场销售服
务，解决了经营主体和贫困户缺乏技术和闯市场
能力的问题。

姚佩君介绍，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本号镇各
个村集体企业现已基本确立了各自的产业发展方
向，取得了初步成效，村办集体企业发展更有活
力，区域产业更加兴旺。

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6月16日16
时20分在海南卫视重播。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
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
观看节目全部完整内容。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瑜
朗读的英语音频。

自贸英语角⑤

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和国
际科技合作机制。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line with sci-
entific research rules.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A：Hi，This is Alice speaking，May
I speak to Mr.Smith?

你好，我是爱丽丝，请问史密斯先生在吗？
B：Speaking,please.
我就是，请讲。

A：Hi，Smith,this is Alice……
你好，史密斯，我是爱丽丝……

A：Hold on,please.
请别挂断。
B：OK,Thank you.
好的，谢谢。

教师学琼剧
校园传戏曲

6月10日上午，第一期海南省中
小学校戏曲（琼剧）教师培训班在省文
化艺术学校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
76名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音乐
教师，以及有戏曲专长及热爱戏曲表
演的非音乐专业教师，将在这里接受
为期7天的专业培训。

本次培训班旨在让受训教师进一
步了解中国传统戏曲，掌握戏曲表演的
基本程式和经典唱段，为戏曲进校园特
别是“琼剧进校园”工作提供师资保障。

本次培训班由省教育厅主办，省委
宣传部、省旅文厅和省琼剧基金会提供
支持。承办此次培训班的省文化艺术
学校是中国戏曲学院“大学生就业实习
基地”和“戏曲进校园师资培训基地”。

图为参加培训的学员在老师的指
导下学习戏曲表演。

文/本报记者 陈卓斌
图/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陈帅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6月9日12时-6月1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0

9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9

16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万城6月1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6月10日上午，
在万宁市万城镇周家庄村内，一只体
型硕大、圆头圆脑的海龟吸引了不少
村民的目光。

“这只海龟重50多斤，活跃得
很，渔网都快被它‘踹’破了。”周家庄
村渔民林斯良介绍，这只海龟是他9
日晚在小海作业捕鱼时误捕上来的，

因为知道海龟是国家保护动物，他的
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联系村委会，看看
怎么将其放归大海。

听说村里有人捕捉到海龟，周家
庄村的村民们纷纷过来围观。为确保
海龟不受伤害，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夏可平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村民
将海龟保护好。“收到村里有人捕获海
龟的消息后，我立即联系万宁市海洋

部门，让他们想办法把海龟放生。”
夏可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龟

是寓意吉祥的生物，希望它回归大海
后健康长寿。

在对海龟进行详细检查，确认其
没有受伤后，万宁市海洋部门的工作
人员将海龟带到乌场港放归大海。
为鼓励该渔民的善举，捕获海龟的渔
民林斯良获得周家庄村奖励500元、

海洋部门奖励1000元。
万宁市海洋部门提醒，海龟属于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海洋生态系统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买卖、
捕杀海龟属违法行为，渔民捕到海龟
后要第一时间联系海洋部门进行放
生。同时，希望全社会善待海洋生物，
尤其是已经列为濒危物种的海洋生
物，保护大自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万宁渔民误捕海龟放归大海
获海洋部门奖励1000元

本报三亚6月10日电（记者林
诗婷）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蓝丝带海
洋保护协会获悉，6月10日上午5时
50分许，备受关注的三亚搁浅领航
鲸，抢救无效不幸死亡。目前，该领
航鲸尸体被运转至该市冻库，中科院
深海所专家将对鲸鱼尸体进行解剖
并查明死亡原因。

据悉，6月6日，有人在三亚市崖
州区海域发现一只搁浅的领航鲸，在
当地边防工作人员及渔民的努力下，
该搁浅领航鲸成功被推回大海。6
月7日15时许，该领航鲸再次搁浅
三亚海滩，7日晚在中科院深海所等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该搁浅
领航鲸搭乘货柜车到达半山半岛帆

船港码头后，被紧急运往中科院深海
所鲸豚救护平台进行观察救治。经
检查，专家发现该鲸鱼身体受伤，在
大海中无法平衡，情况危急，并进行
紧急救治。6月8日，因救护需要，三
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对外发布志
愿者招募信息，并建立了微信志愿者
救护群，全程配合救护。

据了解，多日来，中科院深海所、
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蓝天救援
队、三亚鲸豚救护队、爱心企业等纷
纷加入到紧急救援行动中，专家连续
诊治，志愿者轮班下水看护。6月10
日，经过多日救治，该领航鲸鱼身体
仍然虚弱，于上午5时50分许停止
呼吸。

三亚搁浅领航鲸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专家将对鲸鱼尸体进行解剖并查明死因

三亚持续推进增殖放流行动

3年放流鱼类幼苗
超过45万尾

本报三亚6月10日电 （记者
易宗平）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下，
海岸边、船头上的人们将鱼苗投
入近海，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
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
近段时间，三亚渔业部门和相关
单位、企业在天涯海角至西岛海
域开展增殖放流行动的情景。此
次增殖放流的鱼类为金鯧鱼，鱼
苗总量达20万尾。

据悉，在城市化进程中，三亚
近海渔场经济鱼类渔获率下降，
渔业资源面临衰退趋势。

为扭转渔业资源衰退之势，
三亚着力发挥增殖放流的积极效
应。2017年，由企业捐赠的20万
尾金鲳鱼苗，在三亚湾凤凰岛附
近海域投放。2018年，三亚在南
山小月湾放流了 5.3 万尾红鱼苗
和金鲳鱼苗。

据了解，增殖放流是用人工方
法，直接向海洋等天然水域投放渔
业生物的卵子、幼体或成体，旨在
恢复或增加种群的数量，改善和优
化水域的群落结构，从而实现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儋州特色农产品
集中进驻淘宝

本报那大6月10日电 （记者周月光 通讯
员何万常）儋州特色农产品丰富，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专程赴儋州招商。日前，儋州市27家生产
特色农产品的专业合作社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
集中签约。

据悉，“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电商”的联合
平台模式，通过定点采购、平台展销、物流配送的
方法，让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子商务顺风车，带动传
统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壮大农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手段。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与儋州一片海渔业专业合
作社、儋州江发瓜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7
家合作社签约，特色农产品将直接入驻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平台。儋州粽子、儋州跑海鸭蛋、儋州红
鱼等儋州九大特色农产品，都有一定知名度，市场
基础比较好，借助农村淘宝平台，可以迅速扩大销
售规模，做大做强。

阿里巴巴海南公司有关负责人说，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项目组将为儋州优质代理商提供专
业化、点对点的服务，推动儋州特色农产品更多
更快更好地销往全国，助力儋州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