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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走入本
号镇乐利村，在距离村委会办公楼不
远处，看见一大片椰子苗郁郁葱葱、长
势良好。作为陵水最后一个脱贫出列
的村庄，利乐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但过去该村的发展被缺乏明确的产业
发展方向所限制。

“我们村后来明确了要发展椰子育
苗产业，去年培育椰子苗以来已经有了
40多万元的销售额。”乐利村驻村第一

书记符云介绍，椰子育苗产业技术难度
相对不高，见效快，是该村探索“长短结
合”产业路径的一环；加上镇上对每个
村庄的产业进行了谋划，避免了椰子苗
产业无序竞争情况的出现。

而在英州镇母爸村，扶贫产业发展
的一大障碍是土地资源分散。“村民土
地分散，各做各的，农业技术不好推广，
产品没有形成品牌，缺乏竞争力。”母爸
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飘介

绍，芒果是母爸村的传统产业，但始终
大而不强，单位面积土地收益不高。

为此，不久前，母爸村决定走抱团发
展的路子，谋划在村里成立股份公司，整
合村民资源统一经营，让“农民变股民，
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产”。“通过产业
化和股份制把村集体、公司、村民的利益
联结起来，村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
入股，剩余的劳动力可以出去务工，同
时也能享受村里的分红。”陈飘介绍。

要破除扶贫产业发展中的一个个
障碍，离不开提前对产业的科学谋
划。今年4月，陵水制定了2019年脱
贫攻坚春风行动方案，根据方案，陵水
将推进6个千亩产业扶贫工程，包括
本号镇千亩百香果产业工程、本号镇
千亩火龙果产业工程、英州镇千亩芒
果产业工程、提蒙乡千亩香兰叶产业
工程、光坡镇千亩节水抗旱稻产业工
程和三才镇千亩地瓜产业工程。

加强规划创新思路 整合资源破除障碍

陵水：农村产业力免小弱散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义务教育学费全免，还有生
活补助，妈妈不需要为我和弟弟的
上学问题担心。”6月27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刚从文罗中心
小学毕业的贫困学生小齐满怀信
心地想象着初中生活，脸上不禁露
出笑容。

构建完整助学机制
解除“上不起学”之忧

就在 2年前，开朗好学的小齐
还曾向班主任卢英透露，担心家中
无法支持自己读中学的费用。小
齐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小孩，父亲

因事故去世，母亲靠打零工的微薄
收入维持生计，日子十分艰难。

在小齐伤心之际，卢英告诉她，
陵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制定了
完整的助学机制，基本实现了从学前
教育、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含高职）等各学段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全覆盖，每
学期还能获得生活和学习用品补助
等相应支持。“总的来说，就是不要担
心上不起学。”

有了这份“雪中炭”，小齐的读书
路不再无望，她的母亲也不再为两个
孩子的上学费用发愁。

小齐是众多受益于陵水教育扶
贫的学生中的一名。据统计，截至5
月31日，2019年春季学期陵水共向
6384人发放教育精准扶贫助学金，

资助金额797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5887人、资助金额729万元；
农村低保户学生497人，资助金额
67万元。

“一对一”帮扶关爱
让学生获心灵支持

为了实现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的精准帮扶，陵水县教育局和
家、校联系，逐级建立建档立卡等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控辍保学工作
台账，落实干部、教师分片包村责任
制，成立专项工作组指导协助学校
做好辍学学生的劝返工作，组织全
县中小学教师开展“万名教师访万
家”活动。

陵水县教育局副局长游莉莉说，

推进教育扶贫，不仅要帮贫困学生免
去经济忧虑，更要让他们在求学路上
得到心灵支持。为此，陵水构建全覆
盖的教育精准扶贫“关爱网”，确保不
漏一人、不错一个，建立“一对一”帮
扶关爱体系，帮扶责任人和教师定期
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学习辅导、心
理疏导等。

“帮扶责任人要做到‘四个定
期’，即定期见面、定期谈话、定期家
访或电访、定期评估，及时了解学生
思想动态，做好学习辅导和励志教
育，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的同时，鼓励
他们积极回馈社会，增强责任感和担
当意识。”陵水教科局普教股股长张
文波说。

“每周进行电访，每月至少一
次家访，老师不仅要了解贫困学生

的学习状况，更要及时掌握他们的
心理发育和家庭困难情况。”光坡
中心小学教师陈扬达介绍，不少老
师还通过家访，及时向家长和孩子
宣讲各种教育扶贫政策，让他们坚
定求学信心。

这些利好政策就像一场及时雨，
为渴求知识、渴望改变家庭贫困面貌
的孩子洒下甘露。

“老师很关心我，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来我家家访，询问我在生活和
学习中有没有什么困难。让我感觉
到，只要想读书，就一定会有办法。”
光坡中心小学学生黄嬉嬉说，班里
的贫困学生都知道，在求学路上始
终有人关爱和守护着他们，学习都
特别有动力。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

陵水教育扶贫由外而内关怀贫困学生

学费不用愁 心灵有关爱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胡阳

数千根支架在60亩的土地上
整齐排列，细长的喷管在支架下铺
展开来，10多位农民顶着灼人的阳
光在地里起垄，不远处是犁地的拖
拉机与成堆的有机肥。这是6月26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本号军普村见到的场景。

“过去我们注资别的公司种火龙
果，每年等着分红；现在我们在建自己
的种植基地，生产自己的火龙果。”最
近一段时间，军普村党支部书记符育
人每天都得到这里来，指导包括贫困

户在内的种植工人做好支架搭建、水
管铺设、土地平整等各项具体工作。

早在2017年7月，军普村就有了
一个火龙果基地。军普村集体企业以
本号镇政府扶持的167万元投资三亚
天涯红休闲农业公司陵水分公司在本
村种植的火龙果项目，该村贫困户每
年都收到分红，还可到种植基地务工。

“过去我在天涯红公司的火龙
果基地里务工，每天有100元的收
入。除了收入，我看重的是学习一
些火龙果种植的技术。”贫困户陈其
川停放下手中的锄头，一边擦着脸
颊上的汗水，一边大喘气说道。“如

今回到自己的基地种，更有干劲。”
趁着与公司合作学技术的不仅有

普通村民，还有身为村支书的符育人；
学的不仅是种植技术，还有管理技术
和市场销售。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
符育人没少在合作社里“偷师学艺”。

“我有事没事都往火龙果基地
跑，和公司的技术人员学习火龙果
种植技术，掌握市场行情。”符育人
介绍，他自己家还试种了几亩火龙
果，用来检验学到的种植技术，目前
他家的火龙果长势良好。“我们有信
心把自己的火龙果种好。”

42岁的符体川也在学习后，在

自家地里种下了两三亩火龙果苗。
“从目前长势看，应该会有好收成。”

在决定发展本村火龙果项目
时，军普村遇到了一个拦路虎。“没有
成片的土地是一个大问题。”符育人
指着这60亩即将种上火龙果苗的土
地说，当时这里是各个村民小组的土
地，而且已经租给了外来客商种西
瓜，村里没有其他成片的土地。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符育人找
到各个村民小组的组长和村民代
表，向他们解释发展村集体产业与
种植火龙果的好处。“这些地租给外
地客商一亩的年租金约为1600元，

现在流转给村集体，一亩的年租金
只有1200元。”符育人说，虽然租金
少了，但村民们都知道这是自己的
产业，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大家，便在
租期结束后不再向外地客商出租。

“从坐等分红，到主动学习打造
自己的火龙果基地，军普村体现出了

‘不等不靠’、敢闯敢试的精神。”本号
镇党委书记马科科介绍说，目前该镇
许多村庄都在发展特色产业，本号镇
鼓励村民特别是贫困户在参与务工
的过程中多学习产业技术与管理经
验，形成长效化的产业发展能力。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

陵水军普村村民告别坐等分红，主动学习技术发展火龙果产业

从“求人以鱼”到“求人以渔”

陵水推进就业扶贫

1923名贫困户
获公益性岗位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海南日报记者6月27日从陵水黎族自治
县政府办公室获悉，该县通过举办就业扶贫专场
招聘会、开发公益性岗位、开展职业培训和实施贫
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等举措，为全县有劳动能
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户提供就业服务和机会，以
就业带动脱贫。

据最新数据统计，陵水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
已帮助有就业意愿但因家庭原因难以外出务工的
贫困家庭劳动力1923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今
年以来累计举办就业扶贫招聘会9场，294家企
业进场提供就业岗位1.1万个。

该县还通过就业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等吸
纳贫困劳动力，积极解决贫困家庭“零就业”的
问题。就业部门根据贫困户的培训需求，在各乡
镇举办了海南菜肴制作、挖掘机操作工、砌墙
工、海南点心制作、创业培训班等职业技能培训
班，今年参加培训的贫困劳动力已有1623人。
同时，今年该县还向525名贫困劳动力发放外出
务工奖补共计134.41万元，鼓励他们外出务工
就业增加收入。

陵水积极开展
各类消费扶贫活动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近来，陵水黎族自治县积极举办各类消
费扶贫活动，促进脱贫攻坚。

6月21日下午，陵水本号镇举行2019第二
届本号镇消费扶贫集市活动。现场展销的本号
小黄牛、白石黄金百香果、祖关茶树菇、香粉蕉
等扶贫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路人前
来购买。在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里，销售额达
约3.7万元。

当天，文罗镇的消费扶贫展销会也在火热
开展。在活动现场，贫困户在摊位上摆出了自
家种植的火龙果、龙眼及蔬菜等农产品，坡村梅
花鹿养殖合作社、五星村五黑鸡合作社等也纷
纷开展展销活动。该镇发动干部及各界群众前
来选购。

据悉，近年来陵水积极响应“消费扶贫”“电商
扶贫”号召，大力推进消费扶贫活动常态化开展，
举办了消费扶贫集市等加强产销对接活动。5月
初举行的陵水首届消费扶贫节暨第二届电商扶贫
节上，首日活动便促成农产品采购和椰雕产业落
地签约订单共计1203万元。

学习就业先过语言关

陵水培训贫困户说普通话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圣女果收购多少钱一斤？”“可以采摘圣
女果吗？”……6月27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
镇妙景村，贫困村民林宏军在家中和家人一起练
习普通话。自该县开展推广普通话促脱贫攻坚行
动以来，每天练习普通话已经成为一家人共同的
习惯。

据介绍，贫困户群体普遍学历较低，讲不好普
通话，极大地制约了扶贫开发、技术培训、推送致
富信息等活动的开展；且即使外出打工，也会因

“语言关”面临应聘难、学习技术难等问题，从而被
拒之门外。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陵水将推广普通话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切入口，推出建立普通话师
资库、一对一帮扶学习、定期培训、考核推荐就
业等举措，常态化在全县每个行政村举办“人人
通”推普脱贫培训班，对不具备普通话沟通能力
的青壮年贫困户开展普通话培训，形成推广普通
话的良好氛围，让贫困户“跨过语言关，打通致
富路”。

“以前不懂说普通话，游客来村里想采摘圣女
果，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他们交流。”林宏军介绍，现
在，村里有了普通话培训课，贫困户学好了普通
话，不仅能和游客交流，外出打工也更加便利了。

截至目前，该县共开展“人人通”培训班70余
次，培训5000余人次，推荐就业人数4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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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贫攻坚大比武作准备

陵水就扶贫问题
积极自查自纠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6月2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扶贫办公室
查阅脱贫攻坚大比武迎检问题整改台账，并举行
座谈进一步部署迎检工作。

据了解，为做好省脱贫攻坚大比武迎检准备
工作，陵水县扶贫办将成立扶贫工作宣传组，对好
的经验方法进行推广，并进一步核实大排查工作
是否全面完成，检查贫困户有无应纳尽纳、清退是
否严格按照清退流程执行等情况。

此外，该县模拟省大比武检查方式，到各乡
镇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各
乡镇将大比武的6项内容都落实到位。各乡镇
每日要汇报迎检大比武的工作动态，形成倒逼机
制，避免存在“上热下冷”的情况，进入到“战斗”
的状态；并加强与其他市县之间的交流，学习成
功的经验方法，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助推陵水脱
贫攻坚工作。

据介绍，连日来，陵水各级各部门就检查反馈
问题，积极开展自查自纠行动，营造“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确保大比武活动部署的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种植产业结构
单一，市场应对能
力不足；生态环境
良好，但没有有效
转化为旅游资源；
土地资源没有形成
规模利用，产业效
益不高……面对资
源丰富与缺乏有效
开发之间的矛盾，
近来，陵水黎族自
治县将全县农村经
济发展与脱贫攻坚
工作相结合，加强
规划、创新思路、整
合资源、破除障碍
发展特色产业，农
村产业发展的新局
面正在出现。

6月 25日上午7点，日照初升，
山雾散去，本号镇大里地区显出山
清水秀的美丽景色。黎家小妹客栈
的“掌柜”王春燕早早便忙活了起
来，马上便会有10多位客人在这里
用早餐。

民宿产业在大里方兴未艾。大里
的风光独特，但地处偏僻。2016年以
来，以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点为目标，在
政府提升完善大里的道路、排污、民
房、路灯、活动场所、学校的基础设施，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来游玩的人日渐
多起来。这吸引了身为琼中人的王春
燕前来开客栈，她说，非常看好大里的

旅游发展前景。
王春燕忙碌的时候，在光坡镇岭

门居，技术人员与贫困户正在澳洲淡
水龙虾养殖基地内忙活着为虾苗投
食。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是当地新开发
的产业项目，目前在该镇发展良好，当
地群众“靠水吃水”有了新吃法。

“这里的水含氧量高，利于澳洲淡
水龙虾生长。”光坡镇委书记龙靖介
绍，该项目采取苗种采购、技术培训、
养殖推广及销售一体专业运作的模式，
预计年销售收入240万元，年净利115
万元，贫困户人均可分红4000余元。

陵水既有适宜大规模发展的产

业，也有便于村民利用零碎资源发展
的“庭院经济”。在提蒙乡广郎村，随
机走入一户农户家中，总能在院子中
看见一个百香果的竹架子，一个个嫩
绿的百香果挂在绿叶下。

“广郎村家家户户都有‘一块菜
地、一片林地、一个果园、一群畜禽、一
个瓜棚’，果园里主要是百香果，通过
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百香果来拓展村
民增收渠道，同时也为乡村旅游打造
一处处美丽的农家庭院景色。”提蒙乡
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更好地推进全县的扶贫产业，
陵水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产业扶贫新模式，在全省率先设
立了村一级产业委员和就业委员。

在英州镇，润达产业扶贫基地对
该镇贫困户进行整镇式帮扶，1864户
贫困户成为受益人，实现产业帮扶贫
困户全覆盖。

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今年5月，
陵水出台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方
案，计划集中流转土地1万亩，重点扶
持40个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
流转条件成熟的非贫困村集体经济组
织，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本报椰林6月27日电）

加强规划明确方向 整合资源提高效益

因地制宜构建特色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