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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7期榜单发布

海垦销售额610万余元
位列第一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丽娜）7月21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7
期销量排行榜和订单排行榜揭晓。海南农垦、陵
水、澄迈依然占据销量排行榜前三名的位置。订
单排行榜方面，琼海忠锐生态大米、陵水本号镇茶
树菇和乐东咯咯香农家鸡蛋继续领先。

在本期榜单上，海南农垦以610万余元的销
售额继续占据销量排行榜第一，琼海忠锐生态大
米则以9633件的订单量蝉联订单排行榜冠军。

在本周，海南爱心扶贫网继续迎来多笔大宗
采购。其中，7月15日，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
司、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
支行、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省残疾人联合会等
6家爱心单位采购了鹧鸪茶、蜂蜜和酒、红毛丹和
百香果、白沙五里路茶等爱心扶贫产品，采购总额
为79699元。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7月19日上午10时，临高和舍镇
和舍居委会波藏村村民唐雪梅和丈夫
郑维春忙得还没顾得上吃早饭。夫妇
俩当天凌晨1时就起床到自家菜地里
忙着摘空心菜卖。家里1.6亩菜地是
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唐雪梅精心呵
护她家的菜地。

唐雪梅不舍得用刀来收割空心
菜，她和丈夫两人用手一根一根地摘
菜，“像人的指头一样，菜也是有长有
短，用刀割的话，20多天以后才能收

第二批，用手一根根摘，十来天就可以
再收第二批了。”她说。“我家种的菜
脆，口感好。”这天从凌晨忙到天亮，她
们夫妇洗净摘了60多把的空心菜，每
把一斤多重，批发出售给和舍镇及附
近农场的农贸市场上卖菜的人。当下
空心菜1元至1.2元一把，她家的菜能
卖到 1.5 元一把。下半年至次年开
春，她种水芹，春节前能卖到一年当中
最好的价钱。

今年48岁的唐雪梅，母亲是儋
州人，住在儋州木排村，1998年她认
识了大她3岁、在木排村那打工的郑

维春，次年两人结为夫妻。尽管事先
有了解，可是丈夫家的贫困还是让她
吃了一惊，“吃饭就是拿筷子蘸一点
盐当菜。”

唐雪梅坚信只要勤劳就一定能
脱贫致富。她将家里的1.6亩水田全
部改种上蔬菜，在全村第一个发展起
种菜产业。为了多赚到一分钱撑起
这个家，她不怕吃苦终日忙碌。可是
磨难却接踵而来，她生完第一个孩子
还在月子期间，丈夫的大哥因病去
世，丢下3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8
岁。唐雪梅咬牙一个人承担下全部
农活和照顾几个孩子的重担，让丈夫
去广东打工，可是2004年，在顺德一
塑料原料厂打工的丈夫，不幸被机械

斩断了左手4个手指，成了不能再干
重活的残疾人。

唐雪梅只能更勤劳地撑起这个
家。养活这一大家子人是相当不容易
的。卖菜有时一天才卖一二十元，有
一次卖菜只卖了17元，哥哥的孩子问
她要20元钱买衣服，她把这所有的钱
都给了孩子。而辛苦了半天的丈夫那
天想问她要2元钱买包烟抽放松一
下，她却坚决不给。

手脚麻木疼痛时，丈夫曾在深夜
里流泪，唐雪梅宽慰他说：“忍一忍吧，
坚强一些，我们总是会过上好日子
的。”唐雪梅经常教育孩子们要有“两
气”——志气和勇气。人穷志不能短，
只要有志气去做，大胆去干去闯，我们

不会输给别人的。
靠着辛苦种菜和政府扶贫政策

帮扶，唐雪梅一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了。住了20年的土坯房在2017年
拆了盖上新房，政府还安排她在乡村
保洁员岗位上工作，每天菜地忙完，
她就忙着去村里扫地。大哥的3个
孩子已经抚养成人，并且都能自食其
力，她的女儿考上了文昌外国语学
院，儿子今年初中毕业，考上了临高
中学。

日子好过了，但唐雪梅还是舍不
得给自己花一点钱。“以后孩子用钱的
地方多着呢，能省就省着些给孩子上
学用。”她说。

(本报临城7月21日电)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临高和舍镇波藏村村民唐雪梅：

勤劳苦干一肩撑起一个家

三亚爱心农副产品集市开市

外语展示农产品
外国游客喜参与

本报三亚7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王格林 刘芬）7月21日，以“农旅融合 爱心扶贫”
为主题的2019三亚旅游扶贫爱心农副产品集市在
三亚市大东海景区举行。据统计，当天各类农副
产品总销量约达5000件，总销售额约5.5万元。

此次扶贫集市上，共售有50余种农副产品，
不少农产品设计了精美的包装和特色品牌。“今天
销售了17只黑鸡和5只大鹅，卖出了2000多元，
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参加这样的扶贫集市。”
来自天涯区抱龙村村民陈芳芳说。

扶贫集市现场还安排了外语服务志愿者提供
咨询服务，提供标有中、英、俄3种语言的产品标
示，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购买。“既能品尝到三亚
本土的特色美食，又能帮助当地的农民，这样的行
为非常有意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叶莲娜购买了
龙眼、红毛丹等水果。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亚龙湾玫瑰谷两家农旅
题材景区为当天集市分别提供了1000张、400张
门票，通过有奖转发集市活动等方式，邀请市民和
游客朋友前去景区做客；酸豆王等一批海南及三
亚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开展抽奖派送活动，活跃了
集市气氛。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陈卓斌 实习生
伍英姿）第14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
分别于7月22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
分在三沙卫视播出，海南卫视也将于7月28日16
时20分播出该档节目。

2019年全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工作经验交
流培训会日前在海口举行。会上，部分市县代表
介绍了当地收看电视夜校的情况，以及在组织收
看、巩固学习方面的创新做法。“观看节目+专家
授课+集市”，即“夜校+N”模式，是其中一个特色
做法。本期电视夜校节目组便邀请了海口市琼山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段福生，为大家分享琼山区的

“夜校+N“模式。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整改在行动

黑榜

红榜

■ 本报记者 袁宇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荣海 陈春羽

“以前这里是一片荒草地，长着
漫过膝盖的野草，晚上出来上厕所还
得先用棍子赶蛇。”7月18日，在定安
县黄竹镇大坡村，78岁的符德新指
着自家门前一片新建成的小花园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小花园里草色青
青，几株幼小的枇杷树正在茁壮生
长，找不到一丝荒草地的影子。

穿过小花园，是一口新建成的景
观塘，围绕景观塘的是用石头砌出一
条崭新步道，步道左边是碧绿的水
塘，右边是几株枇杷树与几簇不知名
的鲜艳小花。偶尔有村民牵着孩子
到水塘边来散步。

村民周云还记得原先那个臭水
塘的模样，水塘总有一股子腥臭的味
道，村民饲养的鸭子在水塘里游来游
去，水面上总是漂浮着鸭毛、树叶、垃
圾袋。“那时候没有人会愿意到水塘
边来散步，脏兮兮的看了心里不舒
服。”周云说。

脏乱差的村容村貌，令大坡村村
民深恶痛绝。今年3月初，自新一轮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大坡村人向脏乱差的村容村貌“宣
战”。

“这下面有很多石头是村民拆了
自家旧房后捐出来的。”大坡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家春指着景观塘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整治环境卫生要
用车、用工、用料，而大坡村人居环境
整治除镇里投入部分资金外，更多的

还是村民投工投劳、捐款捐物，“村民
踊跃出力出钱，也说明大家对人居环
境越来越重视。”

在大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
村民一共清理了180处卫生死角，清
运垃圾多达350车，从景观塘里清出
淤泥230立方米。“村民投工投劳达到
1500多人次，为环境卫生整治集资
2.5万元。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才有

大坡村如今的整洁容貌。”王家春说。
“生活垃圾没了，牛羊粪便清

了，雨天不再污水横流，晴天也没有
恶心的牲畜粪便味道，这样的环境
才能住得舒心。”村子环境变整洁
后，村民在村里的活动明显变多了，
村民符标军透露，每天傍晚大家会
聚在小公园里跳舞、下棋，“有的人
还在庭院里挂吊床午休，这些都是

以前看不到的。”
现在的大坡村，村道宽阔平整，

院落整洁，绿树掩映，房前屋后花木
丛生，俨然是一幅净美的田园画卷。

“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对村主干道
进行清扫，每天都要安排垃圾车过来
清运生活垃圾。”大坡村党支部书记
黎业余说，大坡村聘请了8名保洁员
定期打扫，通过党日活动以及不定期
大扫除活动，清洁家园，还通过设置红
黑榜表扬先进，开展文明卫生家庭评
比，在长效管理上下功夫，“我们村目
前已完成以坡上园村、大坡村为重点
的整治工作，将在年底前完成全部8个
自然村的环境卫生整治，让大家一起
享受整洁人居环境带来的舒心惬意。”

“生活垃圾有地方扔，有保洁员
及时处理，环境卫生有人监督。人居
环境变好了，最大受益的还是我们自
己呀。”7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出去丢垃圾的村民符史端，他刚把家
里的生活垃圾送到村口的统一收集
处，他笑着说，“我现在只希望大家能
珍惜这个好环境，彻底摒弃乱丢乱
扔、乱堆乱放垃圾的陋习，一起创造
整洁温馨的新生活。”

（本报定城7月21日电）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陈春羽

牛鸡鸭等牲畜家禽在村民生活
区乱跑，村道上遍布猪屎、牛粪、塑
料袋等垃圾，村里休闲广场垃圾成
堆，村民房前屋后成建筑垃圾堆放
场，村内处处杂草丛生，塑料垃圾遍
布小树林……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
月 18日在定安县雷鸣镇梅种村看
到的。

梅种村是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
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沿着入村道
路往里走，在村口处的村道上，散
落着一些牲畜粪便，有新鲜的，也
有已干枯成粉状的，还有的上面能
清晰见到辗过的车辙印。穿过遍
布牲畜粪便与各种生活垃圾的村
口进入梅种村，映入眼帘的是已经
成为垃圾场的休闲广场，广场上到
处是枯枝落叶、塑料垃圾、废弃纸
屑等。广场旁，一位村民支起支架
晾晒衣服、鞋袜，对一片狼藉的休
闲广场视若无物。

在广场旁的一间小卖部外，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这里也是垃圾成片，
喝过的饮料瓶，吃完的零食包装袋，
以及成片的枯枝落叶，地面上还能见
到不少烟头。

而在小卖部对面的一片小树林，
已然成为村里的垃圾场，红色的废弃
塑料碗，白色的废弃塑料袋，颜色发
白的不知何种材质的垃圾，以及成堆
的建材垃圾。在这个“垃圾场”不远

处，就是梅种村的垃圾集中清运处，
数个大型垃圾桶摆放在清运处，垃圾
桶外却遍布各种生活垃圾，走近之后
惊起无数苍蝇。

当来到村民生活区，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村民房前屋后杂草丛生，
建筑垃圾随意堆放，村道、庭院内塑
料垃圾无处不在，饲养牲畜的圈舍与
民居比邻而建，整个村子沉浸在牲畜
粪便的恶臭之中。

人居环境脏乱差，居住在梅种
村的村民也是苦不堪言。“保洁员很
久才来一次，垃圾车也要隔几天才
来一次。”在村休闲广场一处树荫下
乘凉的一位王姓村民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村民生活污水乱排乱倒，遇到
下雨天，村内更是连下脚的地方都
没有，“因为满村到处都是牲畜粪
便，不下雨的时候整个村子也是臭
烘烘的。”

对于梅种村脏乱差的人居环
境，龙梅村党支部书记王瑞高表示，
龙梅村委会下辖有9个自然村，“村
干部、保洁员以及驻村工作队每周
都会轮流去不同的自然村开展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活动。由于自然村比
较多，梅种村已有一周左右没有被集
中清理过。”

（本报定城7月21日电）

本报八所7月21日电 (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符家冠)7月21日,在东方
市天安乡益公村最新一期张榜公布的

“红黑榜单”上，村民符文利上了红榜
榜单。

“以前我不太注意维护自己家门
前的卫生，一直认为我家脏别人也管
不了。现在我家卫生改善了不少，竟
然得到了表扬。”符文利说，过去由于
爱护环境卫生意识不强，他家门前的卫
生特别差，经常上黑榜。最近一段时
间，经过村里广播、电视夜校、乡村振兴

工作队等方面的宣传教育，符文利认真
落实“门前三包”，每天坚持打扫自家庭
院卫生，通过自身的努力，终于从黑榜
除名，上了红榜榜单。

“从家家户户做起，实行‘门前三
包’责任制，让村民参与到全村的环境
卫生以及脏乱差的整治中，是益公村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重
要一环。”益公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冯坚介绍道。

据悉，目前“红黑榜”已在天安乡
15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同时天安乡党

委、政府还在全乡各村倡导文明新风
尚，引导村民爱护环境卫生，通过正向
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让村民相互监
督、相互制约，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天安乡副乡长陈作佳介绍，天安乡
充分利用红黑榜、“门前三包”责任制、
电视夜校等向村民宣传环境卫生知识，
使全乡村民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中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监督。

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推
进，东方市各村庄还相应制定了村规
民约，并在邻里之间建立环境卫生互
助监督制度，广泛实行环境卫生村民
评议和“卫生户”“文明户”“农村美丽

庭院”“环境卫生光荣榜”创建活动，发
动村民互相监督，弘扬先进鞭策后进，
树立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的新
风尚。

为贯彻落实好7月11日召开的
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有序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当前，东方市以

“清洁村庄，美化家园”为主题，在全市
各乡镇各地区大力开展清洁农村生活
垃圾、清理农村生活污水、清理畜禽粪
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改造农村厕所、
改造村庄道路、建立长效机制“三清两
改一建”的村庄清洁行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东方市正统

筹集中资金打造3至5个五星级美丽
乡村，力争今年年底全市村庄生活垃
圾定点存放清运率达到100%；完成
67个行政村（居）及其自然村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任务；实现畜禽粪污的综
合利用率75%，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80%；完成农村户厕建设5564
户，建设行政村公共厕所66座；完成
135.35公里农村硬化道路工程建设。

同时，东方市还将通过村庄清洁
行动，使全市村庄村容村貌基本达到

“干净、卫生、整洁”，实现村庄环境明
显提升，文明村规民约普遍形成，长效
清洁机制逐步建立，打造生态、清洁、
宜居美丽乡村。

东方市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力争年底生活垃圾100%定点存放清运

定安黄竹镇大坡村：

村民齐参与 村容大变样

定安雷鸣镇梅种村：

村道遍布猪屎牛粪 休闲广场垃圾成堆

定安黄竹镇大坡村村容整洁。 本报记者 袁琛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定安雷鸣镇梅种村，一处环卫垃圾桶外散落着各类生活垃圾，村民养殖的小鸡在周围走动觅食。
本报记者 袁琛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

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保亭」保亭指山现代农业公司的黄金百香果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海口」龙泉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扶贫

粽子礼盒

累计销售
量（件）

9633

8798

5704

5028

4482

3632

2986

2862

2450

2434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37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37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海口

定安

临高

白沙

乐东

保亭

万宁

金额（元）

6102567.74

5589035.91

5048393.78

3744056.48

3572798.70

3075888.51

2824334.74

2266237.94

1591905.85

1441354.41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
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9 年 7
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