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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通讯员 胡阳

7月3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
新村镇桐海村，雨后初霁，该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樊振华拿着锄头，和
几位村民一起在积水路段挖沟排水。

“若非亲眼所见，谁能想到，如今
村民会主动打扫公共卫生。”村民郑
起连感慨不已。

桐海村的变化得从今年2月20
日乡村振兴工作队进驻说起。

“我们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家走
访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樊振华说，工作
队“诊断”出桐海村村民发展四大症结：
重教风气弱，多数村民仅有初中学历；
敬老氛围弱，有些独居老人得不到关
怀；邻里间冷漠，见面不打招呼；公共卫
生意识差，乱扔垃圾，村庄脏乱无人管。

工作队和桐海村“两委”决定，围
绕崇文重教、敬老睦邻、守护家园等
主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
让村民增强家园建设主人翁意识。

“第一步改变的是村庄环境。当

时，我们发现滩涂脏乱是村民们的一
块心病，便号召村民一起清理。”樊振
华回忆，起初并没有村民响应，工作
队队员、村“两委”干部便带头动手。

看到他们连续多日冒着酷暑、顶着
恶臭清理滩涂，村民们也不好意思再袖
手旁观了。“从‘干部干，群众看’到村民
主动帮忙，合力共建的氛围逐渐形成。”
桐海村党总支书记陈仕瑞说。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变得干净
宜人。环境变得漂亮了，更有干劲建
设家园了。”郑起连说。

“最让大伙高兴的是，村里办起
了各种培训班，让村民们培养起美的
品德。”桐海村干部李玉香介绍，工作
队邀请礼仪专家，开展“家政家风家
训”主题培训班。目前已开展5期。

“村民听完课后，越来越讲礼
貌。有一个村民，在听课后深受感
动，主动把独居的父亲接回自己家中
照料。”李玉香说，现在村里成立了广
场舞队、排球队和篮球队，大家文化
生活越来越丰富。

说起乡风民风变化时，村民们自

己最常说的话是：“婆媳妯娌间少了吵
架声，亲友中少了打牌声，邻里间多了
唱歌声和分享致富经验的交流声。”

“下一步，我们打算建起球场和
文化书屋，让村民有充足的文化活动
场所。我们还将开展最美家庭评比，
帮助村民养成良好习惯。”陈仕瑞说，
如今，在桐海村，文明乡风已经唤
起。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村民们逐渐
养成美的品德，拥有美的环境，过上
美的生活。

（本报椰林7月4日电）

陵水桐海村努力改变旧风陋习

移风易俗入民心 文明乡风扑面来

7月3日下午，走入提蒙乡远景
村，鸭塘夜色农庄里，荷塘中睡莲已
然绽放，几只鸭鹅浮于绿波之上，岸
边是黎族风情的亭台，好似一幅清雅
幽静的美丽乡村画卷。

“在工作队的带领下，远景村合作
社探索农旅结合的产业扶持新模式，
将谷鸭基地和周边的农田、槟榔园、椰

子园、芭蕉河等资源整合，打造占地约
500亩的乡村休闲旅游点。”远景村驻
村工作队队长吴小曼介绍。

有产业，乡村才能发展好。驻村
伊始，陵水各乡村振兴工作队根据

“抓乡村特色项目，实现产业发展好”
的要求开展调研。祖关村工作队到
豪猪养殖基地考察，了解了豪猪的品

种以及市场价格；什巴村工作队学习
槟榔种植管理技术，调研掌握当前槟
榔的市场行情及发展前景……

在本号镇白石村，工作队队长
庞道礼带领着村“两委”干部到村民
家中、田间地头给村民做思想工作，
消除了村民的顾虑，组织村民发展
百香果产业。产业遇到困难时，开

会商讨对策，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
过难关。

盛夏时节，陵水乡村，处处扑面而
来的是勃勃生机。在343名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的带领和广大群众的努力
下，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正在不断形成，
美丽乡村的图景正在不断绘就。

（本报椰林7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胡阳

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后，陵水黎
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许林山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在睡觉前能和家里刚满4岁的孩子
通过手机视频聊上一会儿。

“防控猪瘟疫情的那段时期，孩子
每天和我视频还会问，‘爸爸你今天处
理了多少头猪呀。’”说起家人，脸型消
瘦、看起来带些书生气的许林山不禁
露出笑容，说道：“忙起来周末也回不
去，缺失孩子成长中的一些重要时刻
是一种遗憾，但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
中，又是另一种沉甸甸的收获。”

今年2月，在海南师范大学做行
政工作的许林山被选派为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今年4月，经调整他被
派到了田仔村。

“尽管会说海南话，也做了心理准

备，但刚下村的时候工作还是遇到了
一些困难，比如说贫困户看完脱贫攻
坚电视夜校节目后不愿发言讨论，生
产生活遇到困难也不愿意说。”许林山
和工作队队员想了一个办法，买上酱
油、食盐等小礼品，对敢于发言的贫困
户进行奖励，活跃现场气氛，慢慢地贫
困户改变了害羞内向的性格。

贫困户们虽大多内向，但许林山
每日走村入户，时间没多久也就和他
们“混熟了”。然而摆在许林山和工
作队队员面前的是一个更为棘手的
问题——村党组织老弱涣散。“村党
支部干部年龄偏大，不会操作电脑，
导致许多数据不会录入。”

为了提升党支部的战斗力，许林
山一方面通过给村“两委”干部上党
课的方式，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另一面，他和工作队员一道，手把
手教村“两委”干部整理、录入材料。

“现在我们村的工作大有改变，从过
去被镇里点名批评，到现在常常被表
扬，真是多亏了工作队。”田仔村村支
书胡后春说道。

在今年陵水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时
期，许林山和工作队队员总是“冲锋”
在一线，配合镇里做好封锁、扑杀等各
项处置工作。“今年‘五一’假期正值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我没有
回家，反而是老婆带着孩子来这里看
我，他们度过了一个‘乡村游’的假
期。”许林山笑道。

7月4日上午，许林山和工作队
队员一起来到村里的玉米种植基地，
查看台风对玉米生长的影响。5月份
才种下的20亩玉米，如今已长得郁郁
葱葱，剥开来瞧，玉米棒上粒粒饱
满。“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收获了，多
亏了工作队常常来指导我们种植。”
负责玉米种植的贫困户黄亚朝说道。

“村子要发展还是要靠产业，如今
村里除了玉米种植，还有一个蘑菇种植
基地。村里正在流转100多亩土地，工
作队正在积极寻找合作公司，已联系了

海口的一些企业，希望培育更多特色农
业产业。”许林山目光所及，沉甸甸的
玉米秆子在阳光下娇翠欲滴，显出无
限生机。 （本报椰林7月4日电）

陵水田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许林山：

为民办实事 收获沉甸甸

陵水开展税收违法
“黑名单”系列宣传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张鸿）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动车站出站口，
不少身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向来往旅客发放
税收违法“黑名单”宣传资料。这是陵水县税务
局为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所开展的“诚信行走天
下，失信寸步难行”税收违法“黑名单”系列宣传
活动之一。

“上了黑名单，可能在坐飞机、搭乘高铁、
出境上受限制。违法的事做了代价挺高。”一
名来陵水旅游的旅客感慨道。活动现场，税务
干部向车站工作人员和来往旅客发放了税收

“黑名单”应知应会知识宣传材料，重点讲解了
税收违法“黑名单”含义、什么样的涉税违法行
为会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列入“黑名
单”后将被公布的信息和将受到的联合惩戒措
施等。

陵水税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道，自税
收“黑名单”宣传工作开展以来，“黑名单”公布
力度持续加大的同时，联合惩戒措施也在持续
增加，不仅把企业纳税信用与法定代表人、财务
人员信息“捆绑”起来，还有效避免了税收违法
者“金蝉脱壳”，真正做到让失信者“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此次活动扩大了税收违法“黑名
单”影响力度，增加了纳税人对“黑名单”的理
解，为提高纳税遵从、营造健康稳定的税收环境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陵水强化乡村振兴工作队管理

健全考评体系
强化督责问效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为让乡村振兴工作收获实际成效，陵水黎
族自治县持续通过多种举措强化乡村振兴工作队
管理。

据了解，目前陵水共选派了343名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该县通过建立履职评估机制，
选优配强工作队伍；建立巡查督促机制，从严抓
好任务落实；建立帮带保障机制，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建立示范引领机制，营造“比学赶超”氛
围。

目前，陵水健全考评体系，结合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员的政治表现、履职能力、工作业绩、到岗情
况和群众评价等内容，采取民主测评、个别谈话、
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等方式，对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履职情况开展阶段性的评估，进一步调整优
化队伍结构，并采取不定点随机抽查的方式，定期
对各乡镇和行政村工作队工作情况进行调研检
查，强化督责问效。

同时，陵水将每名队员的年度考核和任期考
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提拔使用、晋升职级的重要
依据。

陵水还通过不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学习和外出
考察，着力提升乡村振兴工作队业务水平，并加强
先进经验做法的宣传和推广，以典型示范辐射带
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助力商品销售、对外宣传

陵水亚欠村推出村庄标识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咱们的标识将‘亚欠’两个字融合在山
形图案中，好看又有特色。”7月4日，陵水黎族自
治县本号镇亚欠村，几名村民看着宣传栏上的村
庄标识赞不绝口。

亚欠村位于本号镇西北部，生态环境优美，
树林密布，村庄北部便是吊罗山。为了充分挖
掘乡村文化，宣传乡村特色，今年，亚欠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组织人员，推动村庄标识形象建设，
根据村庄临近吊罗山的特点设计了村庄标识，
将用于商品销售、公共标识、对外宣传等方面。
同时，工作队还计划和海南师范大学合作开发
乡村旅游自助APP，通过手机扫码，实现乡村旅
游自助讲解、引导游览等功能，提高乡村文化建
设软实力。

此外，工作队还计划以“仁、义、礼、智、信、
诚、孝、和”等主题绘制乡村壁画，在美化乡村景
观的同时，让村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
内涵。

陵水坡村整合文化旅游资源

推进一批旅游产业项目
本报椰林7月 4日电 （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陈思国）文罗镇坡村是陵水黎族自治县重要
的旅游乡村。近日，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坡村

“红色”旅游文化产业，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开
展调研，制定计划，围绕“一抹红色带七彩”思
路，整合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坡村文旅产
业发展。

据了解，在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积极协
调下，目前十里坡村乡村旅游景观带建设工
程正有序推进，十星伴月精品民宿工程启动
征地工作，文化室改建工程进入装修阶段，各
家各户庭院改造全部完成，庭院面貌得到整
体提升。

在发展旅游产业外，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牵头，组织村办企业吸纳普通村民和贫困户，组
成造林队，承揽苗木培育、种植、销售等业务，拓
宽增收渠道，并组织造林队、村保洁员等加强基
础设施的后期管理维护。

陵水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4个多月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实”字当头，奏响乡村发展协奏曲协奏曲

道路干净整洁，房屋掩
映在绿树红花之间，农户门
前，一块块“家训”木牌写着
“勤俭持家”“尊老睦邻”等短
语。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
村见到的场景。“我们通过亮
家风晒家训，促进乡村文明
建设。”坡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吴坤亮介绍。

2019年春节刚过，陵水
根据省委部署，共选派343
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进
驻全县所有乡镇、行政村，
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
落地见效。

4个多月来，陵水各个
乡村振兴工作队紧紧围绕
“十抓十好”职责任务，坚持
“实”字当头，扎根乡村，推进
基层党建工作、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积极谋划发展产业
项目，为该县乡村振兴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租住在农户家，租金、家具
等等都由镇政府统筹安排好了，驻村
后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一门
心思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7
月4日上午，陵水英州镇田仔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郑东介绍。

“每位工作队员的食宿都有专门的
经费保障，由各个乡镇统筹安排，就是
为了让每位队员能安心扎根乡村，把精

力放在‘十抓十好’的工作要求上来。”
陵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陵水还建立完善了严格
的管理考核等机制，督促工作队队员人
在岗、心在位、事在干。该县乡村振兴
工作管理办公室实行划片督查，通过定
期或不定期的抽查，以及手机签到和信
息积分等方式加强对工作队的管理。

驻村前，陵水对全体工作队队员

进行为期3天的专题培训，围绕基层
党建、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农村
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整治、发展壮大
农村产业、农村社会建设、乡村治理
等方面内容进行轮训。

驻村伊始，工作队队员们就紧锣
密鼓地走进田间地头，挽起裤腿与村
民一起劳作；走进农户家里，和村民
聊知心话，为村民排忧解难；走进村

“两委”，积极谋划找项目、引资金，为
开展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工作队人员设置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根据实际的工作需求和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陵水县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4个多月
来，已有约30人因为机构改革或工
作落实不力等原因被调整，旨在通过
灵活管理增强工作队的工作积极性。

今年3月，英州镇红鞋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在村中开展学雷锋精神
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有关人员为村
中老人免费理发，老人收获了关怀，
年青人得到感化。

陵水本号镇各工作队将党建与
精神文明创建有机结合，联合各村

党支部组织农民群众参加升国旗、
唱国歌仪式。22个行政村开展了

“强爱国情怀，向国旗敬礼”活动，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民
群众诚实劳动，不懈奋斗。

“现在村里环境是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精气神也更好

了！”在文罗镇坡村，工作队员带领
村民开展文化传承活动，年过六旬
的村民郑有深感慨说，他一天最开
心的时光就是到黎乐堂排练、演奏
八音。

陵水椰林镇勤丰村工作队通过
清理整治，使杂物堆积堵塞的大排

沟恢复了畅通；本号镇各个工作队
组织开展党员“打扫村庄卫生，清
理河道垃圾”等系列活动，很多村
民自愿加入到清扫队伍中……各乡
村振兴工作队通过“三清两改一
建”，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村
民广泛拥护。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充分保障+严格管理 督促人在岗事在干

改善乡风+提升环境 夯实乡村发展根基

学习调研+探索创新 做强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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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在田仔村玉米种植基地，许林山(左一)正和村民查看玉米长势。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在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下，提蒙乡远景村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占地约500亩的乡村休闲旅游点。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