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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以渔，扶贫扶心

儋州技能扶贫精准拔“穷根”
“去年8月13日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儋州市大成镇瑞图村乐安村民小组的贫困户王二花说。在2018年之前，由于身有残疾，没有劳动

能力，王二花一家四口的生活仅仅靠她丈夫打零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十分困顿。而2018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来自儋州市一家美容技师学校的电话，
让身残自卑的王二花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当她怀疑自己，打算打退堂鼓的时候，她得到了儋州市就业局领导的鼓励。通过阶段性刻苦的学习与钻研，王二花成为了一名美容师，年收入从之
前的0元，到如今的5.76万元，成功脱贫。

“一站式”就业扶贫

“改变一些贫困妇女的落后观念
是一场攻坚战！”在2019年海南省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中，儋
州市就业局代表说。

2018年以来，儋州市就业局开
展了20多场宣讲活动，他们走遍儋
州大大小小的乡镇与村落，引导农村
妇女走出思想误区，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念。宣讲活动效果显著，这大大激
发了她们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参加什么培训？参加“儋州月
嫂”培训。儋州市制定《儋州市开展
家政服务专项培训工作方案》，2018
年以来已经举办了25期家政服务类
培训班，共培训中青年妇女1582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246人、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394人。培训工种有
初级育婴员、中级育婴员、家务操持、
保育员等。

不仅如此，儋州市还联合海南知
名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公司，共同打造

“儋州月嫂”劳务品牌，并开展30多场
招聘会，解决参训妇女们的就业问
题。“很多从前的贫困户，现在每月可
以赚1万多元。”儋州市就业局工作人

员说。
在儋州市委、市政府的扶持与企

业的大力支持下，“儋州月嫂”已经成
为地区知名劳务品牌，成功打造了一
个“技能有提升、就业有平台、生活有
归属、维权有保障”的创业与技术并
举的大型平台。

而“儋州月嫂”的初具规模，在贫
困群体中产生了较大感召力，推动了
儋州地区女性与贫困人口就业数量

与质量的双提升。

创新技能扶贫思路

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
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
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
的是知识匮乏、精神不振。

儋州市深入分析当下经济形势与

产业结构特征，针对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背景下，我省大力推行的现代
服务业，以最直接、最有效、最稳定的
方式，通过精准针对贫困人群进行心
理引导教育与打造大型就业平台双向
结合的手段，短期内解决了贫困人口
的最根本问题——就业。

从长期来看，儋州整合政府影响
力与社会资源，将扶贫转化为经济增
收模式，这一举措还培育了地区服务

品牌。通过稳固的品牌效应，加强引导与挖掘，帮助
更多贫困人口走上技术脱贫、增收致富的道路。

帮助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

“和王二花等参加技能培训的妇女一样，贫困
人群的思想往往更加封闭。因此，她们需要帮助与
指引。”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工作人员表示。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统筹全省各市县就业部门，
引导贫困户转变就业观念，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帮
助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最终实现稳定脱贫。

儋州市瞄准服务行业，开展技能培训，推动技能
扶贫的创新之路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儋
州市委、市政府对精准扶贫本质的深刻剖析，挖掘贫
困群体特点，抓住扶贫之根本，在了解体察情况过
后，快速地以宣传教育、对接培训、协助就业、查缺补
漏的系统化思路，对贫困人口授之以渔，扶人心志，
一举攻坚。 （策划/撰稿 张洋）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7月16日，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鹭翩翩起舞。
作为江东新区首个生态修复项目，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修复正有序推进。目前，180公顷的三叶鱼藤已全部清理完成。退塘还林

工作已于6月中旬开始，9月将着手成规模种植红树林。据了解，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修复工程计划2020年底完工，将退塘169.02公
顷，种植红树林130公顷。 本报记者 袁琛 见习记者 封烁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 本报记者 刘操

7 月 10 日中午，澄迈县福山镇
侯臣村村民蔡亲袖在自己开办的农
家乐里，一会儿向客人介绍店内新
出的菜品，一会儿和工人商量农产
品展销长廊的装修思路，忙得不可
开交。

39 岁的蔡亲袖是一名退役军
人，2001年退伍返乡后，他做过多种
工作，看到家乡越变越美，于是在家
门口开办了农家乐，在改变家庭经济
状况的同时，也希望带动父老乡亲们
共同致富。

为照顾父母退役返乡

年少时，因为家庭困难，蔡亲袖读
完初中就辍学了。1999年，蔡亲袖应

征入伍，在三亚某舰艇部队担任高炮
手，在当兵期间获得部队多项嘉奖。
身着军装是他最骄傲的事情。

2001年，在决定是否留在军营继
续服役的重要时刻，蔡亲袖得知自己
的父母身体不好，不能从事重体力的
劳动，他决定返乡照顾家人。

退役回到家乡，看到消瘦憔悴的
父母，看到家里一贫如洗，蔡亲袖下定
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让父母
过上好点的生活。”

回到家乡，蔡亲袖当过保安、做
过搬运工，每天奔波忙碌，但收入微
薄。“必须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
会上立足。”2006年，蔡亲袖辞掉了
工作，到姐夫的饭店里做学徒。杀
鱼、杀鸡，摆盘，切菜，炒菜……蔡亲
袖都跟着店内的师傅苦练，逐渐成
了“大厨”。

辛勤耕耘农家乐终有收获

蔡亲袖的家距离西线高速福山出
口很近，自家老宅门前有一片茂盛的
荔枝园。在他看来，自己家门前的荔
枝园位置佳、景色美，如果开办一家农
家乐，生意应该不错。

说干就干，蔡亲袖拿出自己全部
积蓄创业。2010年初，农家乐开张
了。起初，为了开源节流，采购员、厨
师、收银、服务员的工作均由蔡亲袖和
爱人包办，“有的时候客人多，我们夫
妇忙起来，服务就会跟不上。”

很长一段时间农家乐经营惨
淡。“必须要拿出部队中培养的吃苦
耐劳的精神，用心去经营管理。”蔡
亲袖给自己打气。他在网络平台上
推送农家乐的信息，并将农家乐门
前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对店内进
行了“田园风”的升级改造。

与此同时，福山咖啡风情小镇

的建设带动了侯臣村的发展，村容
村貌日新月异，来福山的游客越来
越多，由于顾客之间的口口相传，蔡
亲袖的农家乐吸引了众多食客。

蔡亲袖没有丝毫松懈，每当生
意稍有起色的时候，他就把赚到的
钱投入建设改造当中。他在农家乐
中增加了种植无公害绿色蔬菜的菜
园，研发了有机豆腐、秘制猪脚等菜
肴，又引进了福山当地醇正的乡土
咖啡。

帮助贫困村民致富增收

“周边很多农民的收入不高。”
生意有了起色，蔡亲袖一直想着帮
着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他定下店
规，要求采购员要向村子里的贫困
户、困难户购买食材，帮助他们提高
收入。

最近，蔡亲袖专门在自己的农家
乐中划出了一片地来，策划打造出农

产品销售长廊，“我们要将贫困村民种
植的农产品收购过来，在店里销售，帮
助他们实现脱贫增收。”

蔡亲袖还将附近村庄的失业青
年、家庭妇女招聘到农家乐中，让他们
可以在家门口就业。

苏春梅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在蔡
亲袖的鼓励下来到农家乐工作。她每
天工作8小时，负责传菜、卫生。“农家
乐离我家非常近，这里工作环境好，比
以前外出做农活好多了。”苏春梅说，
从到农家乐上班开始，自己可以方便
照顾生病的婆婆，又可以赚钱贴补家
用，自己很满足。

蔡亲袖的创业之路还在继续，他
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在不久的时间
内扩大农家乐经营规模和服务范围。

“我们要跟旅行社合作，组织开展踏
青、采摘等活动，让游客参与到本地特
有的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中，品味原汁
原味的农村地域文化。”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

澄迈县福山镇侯臣村村民蔡亲袖退役后返乡创业

开办农家乐带动老乡齐致富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陈小军孝敬父母，有上进心，是
村里脱贫致富的榜样，所以我们推荐
他参加县里‘脱贫之星’的评选。”近
日，临高县新盈镇仓米村扶贫干部李
亚远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7月9日下午，听说海南日报记者
要来采访，陈小军和父母已经在家里
等候。陈小军的父亲陈华忠74岁，母
亲王不米69岁，二老育有两子，陈小

军是老小，父母跟着他生活。
王不米说：“两个儿子都很孝顺，

我们身体有点不舒服，儿子都会着急
地送去医院。”在陈小军看来，孝敬父
母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分担
一些忧愁，增加一些快乐。

陈小军的妻子曾春英很能干。前
几年，她在镇上的工地打工，不幸被一
台混泥土搅拌机压断了腿，不能再下地
干活，全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
2014年他们被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问起妻子曾春英对父母的关心，
陈小军脱口而出，“‘孝顺之星’是给她
的，她比我做得更好，前些年我打工在
外，都是她在家干农活、照顾父母。”

陈小军和曾春英以及2位老人，
构建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每个人
都努力为家庭作贡献：陈小军养了70
多只羊，他有事时母亲就帮他养；妻子
曾春英负责养猪、买菜和做家务，她一
年能养几十头猪；家里还有两亩多地，
老父亲就负责种水稻。

陈小军家是2015年脱贫的，脱贫
靠的是养羊。之前他父母一年也养个
十头八头羊，但总是挣不到什么钱。“主

要是缺技术，再加上家里总是缺钱用，
羊养到十多斤就着急卖，卖不出好价
钱。”陈小军说，后来镇里安排他去临高
县城学养殖技术。他每天清晨起床，一
直忙到傍晚，“一头羊养一年有50斤
重，家里羊越养越多，现在有70多只，
一年光卖羊的收入就有六七万元。”

再说养猪，这是曾春英的主要工
作。今年非洲猪瘟影响大，但陈小军家
的猪没染病。“我们这里防控得比较好，
而且前两月为防疫情，提早卖了一批
猪，现在家里还养着十多头猪。”陈小军
说，曾春英养猪一年也能养个四五十
头，一年下来收入至少有四五万元。此

外夫妻俩还散养了一些鸡和鹅。
7月9日16时许，在采访陈小军时，

他的父母一个说要去放羊，一个说要去
水稻地里忙活，先后出门忙碌去了。陈
小军早年就在镇上建起了房，但父母不
愿离开村庄，还住在上世纪50年代建的
瓦房里。陈小军说，他已计划好，今年要
在村里给父母建新房，8月就动工。

“陈小军脱贫致富的愿望很强烈，
而且上进心强。”李亚远说。

“我最感谢的还是政府帮我学到
了养羊养猪的技术，引导我家走上了
一条勤劳致富路。”陈小军说。

（本报临城7月16日电）

临高新盈镇仓米村村民陈小军：

孝老爱亲的致富带头人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修复 白鹭起舞

去年1月至今年6月

三亚立案查处扶贫领域
违纪人员13人

本报三亚7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裴蕾）7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纪委获
悉，2018年1月至今年6月，三亚市纪检监察机关
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违纪人员13人。

据介绍，三亚市纪委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与此同时，三亚市纪委巡察
聚焦重点问题，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
情况作为巡察监察的重点，加大边巡边改力度，对
巡视巡察移交的扶贫领域问题线索优先查处。今
年1月至6月，通过专项巡察发现扶贫领域违反
工作纪律的问题线索2件23人，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问题线索1件2人。

三亚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严从快核查问题
线索，建立专项台账，定期更新汇总，加强跟踪督
办，全面梳理2018年以来涉及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41件。严肃查处扶贫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骗
取扶贫财物等问题，2018年1月至今年6月共立
案12件1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人，诫勉谈话
1人，组织处理1人。

文昌警方通报“7·14”故意杀人案情况

系嫌犯购枪蓄意报复
本报文城7月16日电（记者李佳飞）文昌市

公安局7月16日通报：7月14日21时40分许，文
昌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报称，文昌市文城镇
某村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警方立即赶到现场
处置，发现该案导致2人死亡、1人受伤。

该案发生后，文昌市公安局全力投入案件侦
办工作，同时请求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等相关部门
大力支持。7月15日10时许，文昌市警方根据
侦查线索跟踪排查至文昌市公坡镇龙虎山水库，
并在该水库附近发现了车辆痕迹。警方随即判
定疑似涉案车辆冲进了该水库，后立即组织人
员进行打捞。

7月15日23时许，文昌市公安局在消防救援
等部门的协助下，成功打捞起一辆黑色轿车（车牌
号为琼A62F98），车内有男性尸体一具。经辨
认，车内男尸系犯罪嫌疑人韩某光。办案人员同
时在该车后尾箱发现作案工具高压汽枪一支，该
车辆被确认为7月14日犯罪嫌疑人韩某光驾离
案发现场的作案车辆。

经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韩某光与前妻
严某恋因家庭琐事纠纷常年吵架，感情不和，积怨
已久，两人于2019年7月9日签订离婚协议。但
犯罪嫌疑人对此怀恨在心，离婚后即购买组装枪
支蓄意报复，从而导致该命案发生。

目前，该案其他情况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定安多举措推进就业扶贫
今年上半年转移就业692人

本报定城7月16日电（见习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司玉）“这个工作让我离脱贫更近了一步。”
定安县黄竹镇莲堆村贫困村民莫尧雄日前获得了
一个就业扶贫公益岗位，从事河道管理工作，每月
工资1500元。积极推进就业扶贫，为贫困群众送
技术、送岗位，截至今年6月底，定安全县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672人。

据悉，针对贫困户的需求，定安在全县各乡镇
开设了制作中式面点、畜牧养殖、电工技术等多门
培训课程，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今年上半年，已
举办15场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共组织培训628名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围绕“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有一人就业”的工
作目标，定安积极举办就业扶贫招聘会，促进贫困
劳动力就业。今年上半年，定安举办了3场大型
招聘会，为特殊困难人员提供了护林、保洁、河道
管理等多种就业扶贫公益岗位。

同时，定安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规定吸纳贫困人员稳定就业一年以上
的企业，可依据每名贫困人员2000元的标准获得
一次性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