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昌江“脱贫之星”

昌江快讯

昌江新闻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李冰 美编：孙发强B05

■■■■■ ■■■■■ ■■■■■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

7月27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
海农村阳光明媚，村民王帮强正在家里翻阅着
资料，“备战”即将开始的蜜瓜种植季。

说起种哈密瓜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王帮强
能跟人聊一整天。很难想象，两年多前，他还
是个对哈密瓜一窍不通的庄稼汉。

5年前，因为儿子不幸患上尿毒症，加之
子女读书开销大，入不敷出的王帮强一家被纳
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来不服输的王帮强
不愿“等靠要”，而是一直在外打工补贴家用，
但家里的日子却一直没有起色。

直到2017年初，在镇政府和帮扶责任人
的牵线下，王帮强边打工边学习哈密瓜种植技
术，并在盛产王品蜜瓜的海尾镇梧高村租下9
亩瓜棚，打算大展拳脚。但突如其来的天灾却
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2018年3月18日，王
帮强精心呵护的哈密瓜棚被龙卷风全部摧毁，
已经走到脱贫门前的他又回到了起点。

“那时候，更不能放弃。”王帮强说，在帮扶
责任人的帮助下，他申请到1万元产业帮扶资

金，加上自己申请的3万元贫困户产业贷款，
重新种下了9亩哈密瓜。这一次，他的坚韧和
努力换来了3万多元纯收入。

“家里条件一下子就改善了不少，我也坚
定了继续种的信心。”王帮强笑着说，这次成
功让自己明白，只要肯干肯学，种瓜的技术门
槛其实也不高。一年多的辛勤劳作，让王帮
强一家还上了大部分的外债，儿子的病情也
逐步好转。日子一天天变好，王帮强有了自
己的长远打算。

“今年收获顺利的话，外债就还清了，剩下
的钱准备用来再扩大规模。以前种瓜没经验，
老是得麻烦技术员，现在自己都能搞定了！”王
帮强坦言，路过梧高村，眼见人家建起一栋栋

“蜜瓜楼”，心里满是羡慕，如今自己的产业也
慢慢走上正轨，似乎不远的将来就能建一栋属
于自己的“蜜瓜楼”。

“慢慢来，慢慢做，沉下心，不怕输，产业会
好的，日子也会好的。”手里攥着与订货商签下
的哈密瓜供应合同，王帮强心里踏实了很多，
因为他知道，住进“蜜瓜楼”的好日子，正在向
他招手。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

海尾镇海农村村民王帮强：

“蜜瓜楼”梦想正成真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

7月28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
红峰村村口的小店里，村委会副主任符勇正跟
村民符求良聊得火热。

两年多前，上有老下有小的符求良还是一
名只能靠打打零工补贴家用的贫困户。如今，
他是村里种植百香果的产业带头人，家里有
10亩百香果，加上几亩瓜菜，一年下来能有6
万多元的收入。

而他和符勇聊的，正是如何扩大村里的百
香果种植规模，把扶贫小产业做成致富大产业。

“百香果的种植技术要求不算高，上手快，效
益好，再加上如今市场火热，这么好的致富路子，
可不能错过！”符求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初家
里穷，什么产业都想试一试，碰巧有朋友种植百香
果效益可观，他便买了种苗回家试种。“没想到短
短80多天，就有几万元的收入。”符求良说。

抱着百香果带来的第一桶“金”，符求良没
有满足于现状，而是用赚来的钱投资建起了自
己的小型百香果种植基地。10亩黄金百香
果，加上间种的辣椒、黄秋葵等作物，去年符求
良的收入突破了6万元。他在脱贫奔小康的
同时，也为红峰村的发展拓宽了思路。

“早就听说近年来种植百香果的效益不

错，但没想到这么好。”符勇坦言，有了符求良
的“探路”，不少村民也加入了百香果种植的队
伍，而符求良也毫不吝啬地与大家分享自己摸
索出来的经验、技术。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全
村的百香果种植规模达到了近80亩。“只要照
顾得当，亩产千斤都不是问题。”对于自己带起
来的新产业，符求良很自豪。

产业发展带来的良性循环，让村民不断涌现
新的想法。红峰村的百香果，一年能收两次，其中
一次与七叉镇的木棉花期有着短暂的重叠。能
否利用木棉花带来的人气，尝试开发百香果采摘
呢？符勇已经带着符求良和村民们聊过很多。

“当初，红峰村在进行危房改造时就考虑
到了未来的旅游产业发展，我们已经建起了游
客中心和停车场，就差一个拿得出手的产品
了。”符勇笑道，如今百香果产业前景水涨船
高，产业规模逐步变大，村里的田园采摘旅游
开发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如今，符求良早已不是那个需要四处打零
工的贫困户，种植经验丰富的他时常穿行在村
民们的百香果种植基地里，传授种植技术、教
授用药管理，摇身一变成了产业带头人。

“只要肯学、肯干，何愁不脱贫、不致富？”
符求良和符勇又在计划着明年春节尝试“农旅
结合”的新路子。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

七叉镇红峰村村民符求良：

百香果“融出”农旅新路子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

小院里摆着数十只直径约1米的大水桶，
桶里游弋着一条条巴掌长的小鱼，对昌江黎族
自治县七叉镇尼下村村民陀伟来说，这来自昌
化江的石头鱼可不仅仅是美味河鲜，更是他致
富的关键。

“从前没有一技之长，虽然每天起早贪黑
地干活，但除去一家四口的口粮外，所剩无几，
脱贫遥遥无期。”7月28日下午，跟海南日报
记者聊起从前的苦日子，陀伟感叹：“还是得有
一技之长。”

改变发生在2016年，外出打工的陀伟靠
着自己的勤奋打动了老板，学回了鱼类养殖技
术。在村委会及帮扶干部的支持下，他回到家
乡办起了小型养殖场，专门养殖昌化江特产的
石头鱼，渐渐走上了创业脱贫路。

但是，这条路可不顺利。“那时创业太心急
了，一次性收了200斤小鱼，打算育肥后批发
出售，但技术不过关，差不多死了150斤。”陀
伟坦言，创业第一步便遭遇失败，让他有些失
落。幸好，那位曾经将养殖技术倾囊相授的养
殖场老板再次伸出援手，给了他“返校进修”的
机会，并答应为他打开第一次的销路。

2017年，二次创业的陀伟开始分批次购

进鱼苗，起早贪黑辛苦照顾，遇到问题就向专
家请教。慢慢地，30桶鱼苗在他的精心呵护
下顺利成长，被养殖场收购后，陀伟顺利收获
第一桶金。

截至去年底，陀伟的小养殖场总销售额已
经超过了20万元，他不仅实现了脱贫，也对于
自己的产业发展有了新的规划。

“现在我从事的养殖，其实就是小鱼育肥，
供应给广东的养殖场，经他们再次育肥才能上
市，说到底还是市场拓展不够。”陀伟说，随着
产业慢慢做大，他打算自己去闯销路，直接对
接市场，进一步提升效益。

陀伟的经历让村民们看到了小小石头鱼
带来的可观效益，有些村民会将捕来的石头鱼
卖给陀伟，更有几名村民在陀伟的养殖场干
活，村里还计划着在“木棉红”旅游季节向游客
供应本地特色的石头鱼菜肴。

“他有想法，咱们村里也要支持，甚至努力
争取到镇里、县里的支持，把特色产品做成特
色产业，推动整个村子的发展。”尼下村驻村第
一书记黎雯行说。

滔滔昌化江，小小石头鱼，承载着小村庄
产业发展的未来，也寄托着村民奔向美好富裕
生活的新希望。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

七叉镇尼下村村民陀伟：

石头鱼出水成“金鱼”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

霸王岭，山林莽莽，古木参天。这里不仅
仅是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居民们熟悉的家
园，也生活着许多山野“小精灵”，它们能引领
勤劳人走上富裕路。

7月27日上午，骑着崭新的摩托车，七叉
镇乙劳村村民吉亚清卖蜜归来，和海南日报记
者骄傲地聊起自己的养蜂事业。

2014年，吉亚清一家7口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政府的扶持下，陆续获得了1万
多元的产业帮扶资金，并通过入股本地的金丰
养蜂专业合作社，获得了一笔稳定的收入。但
在吉亚清看来，仅靠入股分红，远不足以创造
新生活。

在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下，勤奋的吉亚清学
会了养蜂技术，并用产业扶持资金买回了26箱
蜂，准备用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番事业。“蜜蜂金
贵，不好好养，就全跑光了。”吉亚清说，好在汗水
没有白洒，第一年产出的300多斤优质百花蜜
就为他带来了2万多元的收入，家里的生活水平
一下子就上了个新台阶。去年底，吉亚清将养

蜂规模扩大了一倍，收益自然也节节攀升。
与不少养蜂的村民不同，吉亚清“养”出来

的蜂蜜，并不直接卖给上门收购的商人，而是
自己出去闯销路。“咱们的蜜质量好，卖贱了可
对不起自己的辛勤付出。”吉亚清说。

记者了解到，吉亚清家的蜂蜜，在市场上能
卖到每斤100元至150元，虽然价格不低，但凭
借其过硬的质量，还是收获了一批忠实消费者。

随着养蜂产业越做越大，吉亚清也想着让
外出打工的子女回到身边帮忙。“现在我有50
箱蜂，一年下来能有近10万元收入，儿子女儿
回来，规模还能再扩大一倍！”吉亚清笑道，现
在村里养蜂的人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慢慢激
烈起来，自己还得再努努力，把这致富的势头
延续下去。

吉亚清感慨地说：“就盼着子女也学会这
一身本事，有村民来请教，我也愿意教。养蜂
是门致富的手艺，一箱蜂一年挣不到1000元，
都算不上会养蜂哩！”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吉
亚清仍奔波在送蜜上门的路上。那一罐罐甜
蜜里饱含着生活馈赠给勤劳人的幸福。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

七叉镇乙劳村村民吉亚清：

小蜜蜂“酿出”甜蜜新生活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

7月 29日上午，阳光明媚，一辆
大型清洁车缓慢驶过昌江黎族自治县
石碌镇内环一路，保洁过后的路面干
净整洁。

谁能想到，这样一条清洁整齐的
街道，在两年多前，还是一到下雨天就
处处泥泞，茅草丛生，甚至有蛇出没。
得益于昌江“双创”工作的不断推进，
城市环境的美化让本地居民有目共
睹，不仅仅是背街小巷的改造，从污水
处理到城市绿化，从社区环境卫生到
乡村环境整治，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
也让昌江更有底气喊出“山海黎乡大

花园”的口号。
“以前，我们都赶着在天黑前回

家，因为晚了没路灯，回家心都慌。”
住在内环一路旁的石碌镇居民陈必
娇，谈起家周边的变化，欣喜溢于言
表。两年多的时间里，内环一路从
入夜几乎见不到人的烂泥路，变成
了如今越来越多人沐浴夜风外出散
步的舒适社区，这全都得益于昌江
县委、县政府筹措近7000万元资金
启动的内环一路项目改造工程。通
过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拆迁安置，确
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这条昔日的

“闹心路”最终成了附近居民交口称
赞的“舒心路”。

自去年以来，昌江在建成内环一
路的基础上，还投入近1000万元对城
区内灯不亮、沙土路、污水横流、卫生
环境差的40条背街小巷进行了升级
改造，建设雨污管道，硬化路面，安装
路灯……一系列措施让背街小巷喜焕
新颜，也让居民们“最后一公里”的回
家路更好走了。

改造过后，更要保持。目前，昌江
城区的主干道保洁时间长达16个小
时，而背街小巷的保洁时间也达到了
12个小时，整个石碌镇的机械化清扫
保洁达127万平方米，机械化清扫率
达85%，垃圾收集率达100%。近三
年来，昌江还新建、改建污水管网15

平方公里，让县城的下水道管网覆盖
率达81.1%。

如今，在昌江城区的任何一个
社区，都能为居民提供达到省级建
设要求的社区卫生服务。整个城区
的10个社区居委会里，爱卫组织健
全，有分管领导、专职干部、固定健
教专栏，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软硬
件设施也全部达到了行业要求，让
社区居民住得舒心，更住得放心。
昌江还积极开展卫生检查评比，全
面治理了“六乱”，使得环卫设施更
加完善，也基本实现了硬化、净化、
绿化、亮化、美化、序化。

而在石碌镇的12个行政村和1

个城中村里，爱卫组织机构同样健
全。不仅各村均设有村级卫生室，医
务人员持证上岗率达100%，还按要
求配备了医疗用房和设备器材，让城
镇医疗发展的红利辐射到了农村。

经过几年的“脱胎换骨”，昌江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工作已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随着县城服务功能日臻完善、
管理逐步规范、环境明显改观，各项指
标已也基本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但对
于昌江而言，“创卫”并非终点，为了营
造更良好的人居环境，打造更为美丽
的“山海黎乡大花园”，昌江仍在不断
前行进取。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

“闹心路”变成“舒心路”
昌江“双创”扮靓环境，街巷升级改造，城市更加宜居

“艺术乡村行——
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
在昌江文化公园展出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7月28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展现海
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庆祝建国70周年·艺术乡
村行——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宣传文化中心文化公园展出。

据悉，此次展览以“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以明德
引领风尚”的创作导向，在筛选中把重视文化积淀
的原则与提倡技术创新的要求结合起来，选拔出
了一批坚守本画种基本特点、注重体现民族气派、
健康向上的高质量主旋律作品。

此次展出的150幅作品均出自全国各地的美
术名家之手，以写生创作的油画、国画人物和风景
作品为主，反映了建国70年来在社会、经济、人文
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巨大变化。

本次展览由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写生中国油画俱乐部联合主
办，将在昌江宣传文化中心文化公园持续展览至
8月28日。

昌江七叉镇提前完成
今年危改任务
77户农户集体迁新居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李德乾）贴对联，放鞭炮……对于昌江黎族自
治县七叉镇的77户村民来说，7月28日是个喜
庆的日子。这天上午，七叉镇58户四类对象危
改户及19户一般户顺利住进了新房，入住率达
100%，标志着七叉镇提前完成了本年度的危房
改造工作。

按照《昌江黎族自治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
实施方案》要求，七叉镇对全镇58户四类对象危
房改造采用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的方式，并把危房
改造任务分解到各村，由驻点干部进行质量监管
和督促进度，倒排工期表，6月底完成了主体工
程，7月底实现全面竣工入住。

“住进新房了，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铭记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今后也一定要努力奋斗脱贫
致富。”七叉镇尼下村危改户代表陀海梅说。

全省农机事故应急处置
演练观摩会在昌江举办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近日，
由省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所主办的2019年全省农
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观摩会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十
月田镇保平村举办，观摩会旨在进一步提高各级
农机主管部门对农机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
科学有效地做好农机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据了解，本次应急处置演练设置了详细的事
故背景，模拟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田间作业返回
时与一辆三轮摩托车相撞，导致三轮摩托车侧翻，
受损严重并漏油着火，摩托车驾驶员重伤昏迷、疑
似死亡，同时一名搭乘人员受伤。

“事故”发生后，东方红拖拉机驾驶员立即
向县农机主管部门报案，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
立即向 120 急救中心请求救援，并将情况上
报、启动农机事故应急预案，组织事故处理人
员赶赴现场抢救伤员。在依法妥善处理事故
现场后，顺利恢复生产秩序，并做好事故善后
工作。

演练结束后，省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演练准备充分，达到预期效果，且
事故模拟贴近实际，符合农机事故特点，实用性
强，既锻炼了队伍，也提高了能力，希望各市县农
机主管部门及农机监理机构进一步加强农机安全
应急管理，完善农机应急处置预案，通过组织应急
演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我省农机事故的防控和
应急处置工作水平。

市民广场
新貌宜人

改造后的昌江黎族自
治县市民广场新貌宜人，成
为了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近年来，昌江通过“双
创”活动，市容市貌有了较
大改变，“山海黎乡大花园”
正越来越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昌江举办
核电与地方经济专题讲座

本报石碌7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了“核电与地
方经济的促进作用”专题讲座，旨在普及核能应用
知识，同时围绕昌江“五地两县”发展布局，加快核
电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据悉，此次讲座特别邀请了中国核学会监事、
浙江海盐县核电产业发展服务局原主任徐浏华作
专题授课，他以“核电与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为
题，从秦山核电站发展、中国核电城建设、因核而
盛、核能启示等多方面，结合大量事例和详实图文
数据，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核的相关知识以及核电
发展的经验做法。

本月中旬，昌江核电小堆示范工程项目如期
开工，当地将借助该项目实现工业与旅游的结合，
建设以核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园，使其成为助推
昌江经济增长的新支点。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下一步全县干部
要学习借鉴浙江海盐县好经验做法，全力为企业
做好服务，同时还需做好核电科普知识的宣传，通
过向民众普及核电科普知识，让群众对核电有新
的认识和看法，消除他们的“核顾虑”，推动群众由

“避核”向“亲核”转变，形成人人支持和参与的良
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