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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今年是王小敏第一次参与支教。
课前课后，学生们总喜欢围着这位温
和的小老师交流，问她：“城市的生活
是什么样？”“怎么去你上学的地方？”

“坐飞机是什么感觉？”她很有耐心地
一一解答。

在支教的第十天，王小敏走访了
三年级学生的家庭。让她感触很深的

是班上20多个学生，近一半来自贫困
户家庭，其中许多家长长期在外务
工。她渐渐明白，即使是暑假，学生们
还是愿意一早到教室等待支教老师到
来的原因。

“博芳希望小学教师队伍老龄化
严重，缺乏年轻的老师，对于新知识、
新技术的掌握欠缺。”郑瑞环说，基于

这些原因，他们为学生们设计了第一
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主授语
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书法、海南
地理、思想品德等课程。第二课堂则
根据小老师们的特长，开设礼仪、手
工、舞蹈、朗诵等兴趣班，开阔孩子们
的视野。

“我们的支教只有半个月左右，其

实能教给孩子们的知识很有限，重要
的是我们像哥哥姐姐陪伴着他们，把
我们的体验和见识分享给他们。”王谋
超说。

王小敏和郑瑞环希望能在大学
毕业之后，返回家乡，做真正的小学
老师。

（本报金江8月8日电）

澄迈返乡大学生组建志愿服务队

用爱陪伴留守老人和乡村儿童

“今天万里无云，骄阳照在大
地上，火辣辣的太阳，似乎也不能
阻挡孩子们向往上学之心……数
学课上，我用当堂检测法来考验
他们，大多数学生都能安静答题，
静静思考，就连平时爱调皮捣蛋
的学生也很沉默，让我很吃惊
……”这是澄迈返乡大学生志愿
者王小敏在澄迈县太平镇博芳希
望小学支教第五天的日志片段。

像王小敏一样，今年共有 33
名澄迈籍暑期返乡大学生分布在
太平乡博芳希望小学、桥头镇沙
土小学、瑞溪镇罗浮小学支教。
他们响应澄迈返乡大学生志愿服
务队的召集，利用寒暑假时间，为
澄迈县农村小学生送去知识、关
爱与陪伴。

澄迈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由
出生于1991年的澄迈大学生蔡仁里
于2013年创办，当时他念大学二年
级。“最初的设想是帮助家乡的留守老
人，组织大学生给老人们送温暖。”蔡
仁里说。

大学期间，蔡仁里学的是企业行
政管理专业，他发挥所学，初步构想了
团队模型和运行规程。2013年8月

10日，他首次在网络上发布了志愿者
招募公告。同时，他去到家乡各地考
察，确定志愿服务点。“报名者比预想
中少很多，但也不算太差，第一批有5
个人报名。”蔡仁里说，首批报名的大
学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此后，他们又
鼓动了七八个同学入团。

王谋超是第一批自发响应招募的
大学生，他还记得组建团队之初的尴

尬和艰难。“那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
也不怕，我们走街串巷，挨个去澄迈县
城的大小商铺寻找赞助。”王谋超说，
刚开始受到不少质疑，一番奔波下来，
只收获了一包茶叶和一叠瓷碗，让人
哭笑不得。最后，队员们只好每人出
资10元，作为团队启动资金。

但10余人的团队，出门一趟，车
费开销也不少。蔡仁里提议分头行

动，去各交通部门寻求帮助。令人惊
喜的是，澄迈县公交集团一口答应，免
费包揽他们团队的出行。

那年夏天，蔡仁里组织的两场敬
老院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共青团澄
迈县委的认可。此后，共青团澄迈县
委主动为他们的志愿活动提供物资
支持。澄迈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慢慢壮大起来。

“老师，你们为什么过来？”
“我们是志愿者，给你们上课，陪

你们玩。”
“我长大也要当志愿者。”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考上大

学就能当志愿者了。”
这段对话是王谋超与他的支教学

生间的对答，时间是在2014年暑假，
王谋超第一次在桥头镇沙土小学给孩
子们上完课后。他说，当时学生脸上

的笑容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眼神烙在
了他心里。

那一年，王谋超与队员们来到沙
土小学时，威马逊台风刚过，学校断
水断电，折断的树枝和遍地的垃圾让
这个支教点一片狼藉。王谋超组织
队员迅速清理现场，才让支教活动顺
利开展。

那段时间，作为支教队唯一的男
生，王谋超每天还要采购食材，给队员

做早餐。支教的辛苦不言而喻，但他
没有抱怨，反而逐渐变得成熟和有责
任感。

志愿者郑瑞环也有难忘的经历：
一天下午第一节课后，天空下起瓢泼
大雨，四年级学生蔡仁基冲出教室，在
矮墙上翻来跳去，怎么也不听两位支
教老师的劝说。可是担心蔡仁基滑倒
摔伤，也担心他会淋雨感冒，于是，郑
瑞环和两个支教老师，冒雨跟蔡仁基

在操场兜了好几个圈子，才把蔡仁基
拽回教室。此时他们已浑身湿透。

郑瑞环克制着脾气给蔡仁基擦
干头发，并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小家
伙始终一言不发，双手背在身后，歪
着身子站着，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孩子
变得乖巧很多，上课不再打闹，认真
听课。看到他的改变，郑瑞环心里有
了许多欣慰。

6年前筹建团队

支教经历让人难忘

最好的爱是陪伴

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吴一
凡没有过早高兴，而是谋划转型发
展。他说：“市场同质化竞争越来越
激烈，传统产品附加值会缩水，如果
不改变观念，路会越走越窄，要加紧
三产融合。”2017年底，他筹建“永
发福羊文化体验园”，依托山羊养殖
第一产业，做农产品加工，打造产学

研基地，推进农旅深度融合。
永发福羊文化体验园一方面

与博厚村党支部对接，创建“党
建+产业+贫困户”模式，配合博厚
村党支部给贫困户做山羊养殖培
训，并且让贫困户在体验园实操，
演练学习养羊全过程；另一方面，
对接海口多家大型企业、学校、幼

儿园等单位开展“团建旅游”活
动。体验园开园以来接待各类游
客近2万人次。

吴一凡还积极与省内外扶贫公
司合作，延长产业链。2018年，与
海南村里吧吧实业有限公司合作，
规划建设共享农庄，开展羊文化体
验与农村旅游。2019年与湖南羊

帆起航乳业有限公司合作，注册澄
迈牧流羊奶源乳业有限公司，计划
9月份向市场推出鲜羊奶等产品，
填补海口羊奶市场空白。“我们在一
步一步朝着创业之初‘做给农户看，
带着农户干，领着农户赚，延伸产业
链’的初心前进。”吴一凡说。

（本报金江8月8日电）

“那个大个头的奶羊怀
孕了，不要惊动它，先给它旁
边的那头羊挤奶。”8月6日
上午，在澄迈县永发镇牧流
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吴一
凡和妻子在给山羊挤羊奶。

吴一凡，牧流山羊养殖
专业合作社的创办人，他
2003年大学毕业，2010年
返回家乡永发镇博厚村创
业，通过自学摸索出一套海
南黑山羊养殖技术，创办养
殖场。如今，转型走三产融
合道路，带动永发镇及周边
村镇贫困人口1441人走上
脱贫之路。

大学刚毕业的几年，吴一凡靠
着医学专业之长，开过医疗诊所，干
过医药批发，还开过羊肉餐馆。开
餐馆时，由于常常买不到好羊肉，他
萌发返乡创业的想法。“自己学过医
学，懂医疗技术和营养学，要不回乡
试试养山羊？”吴一凡说，家乡永发
镇乳羊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5月
份镇上会举办吃羊肉的节日，但是

永发乳羊品牌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2010年，吴一凡带着10余本

山羊养殖书籍从海口市区回到博厚
村。长达半年时间里，吴一凡苦心
钻研书籍，抽空到省内外大型养殖
场去学习技术。通过自学摸索，吴
一凡总结出一套山羊养殖秘诀：“比
如给每只山羊安置耳标编号，防止
近亲繁殖；在饲料中添加有益菌，以

提高山羊肠道吸收功能；掺入中药，
给山羊补气提神。”吴一凡说，因为
拥有自成一体的养殖技术做支撑，
2013年他养殖的山羊从10只发展
至80余只，他计划扩建养殖场。

机缘巧合，2013 年澄迈县全
省率先建立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
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吴一凡抓
住机遇，向政府申请扶持资金。当

年，澄迈县及时提供了8万元帮扶
资金，还鼓励他成立澄迈牧流山羊
养殖专业合作社，让青年创业者相
互交流学习。到了2014年，吴一
凡养殖的山羊发展至 200 余只。
政府再次给予8万元和7万元的两
次创业奖励。于是吴一凡在金江
镇建设了第二个养殖基地，山羊养
殖初具规模。

2016年，老城镇文玉村贫困户
王德师的10头母山羊，在喂养一年
多时间里繁殖的小羊羔，无一存活。
请兽医、技师来诊断，没有改观，王德
师焦急万分。吴一凡在了解了羊的
情况后，向王德师承诺，只要按照他
的方法连续用药和喂养，情况就会好
转。果然在两个月之后，王德师的母

羊生下了9只活蹦乱跳的羊羔。这
件事让吴一凡思考，利用自己现有能
力为家乡做些实事。

同年，他吸纳永发镇、老城镇、中
兴镇等周边贫困户加入牧流山羊养
殖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可以扶贫资
金入股，年底分红，也可购买羊仔，合
作社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吴一凡还

向政府和贫困户许下“死亡包赔偿，
生病包治疗、产羊包销售”的承诺。

永发镇那雅村贫困户黄克武第
一年购得7只山羊，吴一凡主动上门
为他提供技术服务，两年之后，黄克
武的羊群发展至50多只，成功脱贫，
还盖起了楼房。当时像黄克武一样
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有16户，入社

第一年，这些贫困户共计收入12万
元左右，第二年收入达到20万元。

第一批入社的贫困户率先尝到
了养羊的甜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贫困户加入合作社。目前，牧流山
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已经带动永发镇
江北片区101户贫困户429人走上
养羊脱贫之路。

返乡创业 自学山羊养殖

反哺家乡 带动乡亲脱贫

改变观念 发展三产融合

澄迈仙儒村贫困户唐新义
成功脱贫“摘帽”

“幸福的生活
要靠自己！”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于亚楠

被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唐
新义一直觉得这是件不光彩的事，
一心想要摘掉这顶贫困户的“帽
子”，他说：“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
自己！”

唐新义家住澄迈县瑞溪镇仙儒
村委会江湾村，他和妻子都是初中
毕业，文化水平不高，不曾外出打
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仅靠务农所
得，因为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所以生
活十分拮据。

2015 年，澄迈县瑞溪镇将唐
新义纳入贫困户，并给予教育、医
疗、培训等一系列的帮扶，帮助他
解决了燃眉之急。“国家的扶贫政
策是帮我们解决困难的‘及时雨’，
但要过上好日子，还得靠自己努
力。”唐新义说，自此，他积极主动
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技能培训和
脱贫攻坚夜校，努力增长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原本性格内向的他，也
渐渐变得开朗，2018年，他还获得
了澄迈县“脱贫攻坚夜校优秀学
员”称号。

学到了技术，他便跃跃欲试。
2016年，唐新义向其帮扶责任人表
达了想养牛的愿望，扶贫干部随即
给他送去两头黄牛。他利用学来的
养殖技术，悉心喂养，很快就发展到
了6头。2017年12月，唐新义不仅
成功脱贫，还和家里的几个兄弟合
伙，建了一栋3层高的楼房，生活越
过越美。

更难得的是，脱贫后的唐新义
心怀感恩，一心还想为村里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于是，在仙儒村
委会的推荐下，他成了村里的专
职巡河员。每天，他坚持早中晚3
次，带着打捞垃圾的长棍，沿大江
湾巡视，查看河岸有无异常、河水
有没有变化。

除了做好日常巡查、编写巡河
日记，他还义务帮助大江湾边农户
清理鱼塘里的死鱼。

多年来，因为勤劳脱贫，又义务
为全村做好事，村民们说起他的时
候，都由衷地敬佩。

如今，走进瑞溪镇仙儒村，从
前垃圾成堆的大江湾已经变得清
澈，越来越多村民喜欢茶余饭后
结伴到河边散步。“经常晚上来
散步还能看到他在巡河，工作认
真得很。”一位村民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本报金江8月8日电）

澄迈福山幼儿园
参加全国竞赛获佳绩

本报金江8月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海南日报记者8月8日从澄迈县教育局
获悉，日前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的第二十三届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上，来自我省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的5位小朋友获得优异
的成绩。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是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
员协会、全国少工委纳入全国青少年重点科普活
动的项目，今年“七巧科技”系列活动由全国组委
会、云南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会、云南省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

其中，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代表队获“多幅
主题创作”五人组现场团体竞赛项目幼儿组“二等
奖”（亚军）。

华东师大澄迈实验中学
面向全国选调7名教师

本报金江8月8日电（记者李佳飞）为促进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近
日，经澄迈县政府同意，澄迈县教育局发布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选调教师公告，面
向全国公开选调在编在岗教师7名。

选调教师岗位包括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学科
5名和高中历史、地理2名。

选调条件要求，需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年龄在45岁以下（1974年8月1日后出生），其
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3年以上、中学一级及以上
专业职称，特别优秀者可以放宽到中学二级（年龄
不超过35周岁）。获得县区以上优秀教师、骨干
教师、优秀班主任、省市级名师及市级以上优质课
等荣誉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选调教师由澄迈县教育局和华东师范大学组
织考核小组进行面试。报名者需在8月5日至13
日期间，到澄迈县教育局报名；8月15日由华东师
范大学组织专家进行面试，择优录用；8月25日前
完成组织考核工作，办理调动手续；8月30日新录
用教师到校报到。

报名者需携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教师资格
证、普通话等级证书、职称证、获奖证书、骨干教师
证、在编在岗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同时要提供
纪检、公安部门出具的没有违纪违法证明，计生部
门出具的没有违反计划生育证明。

根据公告，所有教师一经录用，将按照政策办
理调动入编手续。工资待遇高于当地同类人员
20%左右，并享受华东师大澄迈实验中学校长奖
励基金，考核发放。学校遵循“同工同酬、多劳多
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采用多元教师评价标
准，鼓励教育教学创新，同时设有教学奖励、岗位
工资、绩效工资等其他津贴。根据需要提供免费
使用的空调热水周转住房。学校定期将为教师提
供各种培训进修机会。报名咨询电话：0898-
67620580。

澄迈整顿脱贫攻坚纪律作风

145家单位被提醒
本报金江8月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熊雁翔）针对部分县级包村单位、帮扶责任人履行
帮扶责任不到位等问题，澄迈县日前召开整顿脱
贫攻坚纪律作风暨集体谈心谈话会，145家单位
被提醒。

会上，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澄迈县司
法局、县直属机关工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商
务局、县第三中学、县人寿保险公司、中国电信澄
迈分公司、县电视台等9家单位负责人作表态发
言，表示将汲取教训，抓好抓实脱贫攻坚问题整
改，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翻身仗。

会议要求，要加强干部队伍管理，牢固树立
“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抓好干部队伍纪律和作
风建设，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做到早
发现、早纠正。要在关心关爱扶贫干部上下更大
功夫，对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扶贫干
部多多关心。

澄迈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问题，
澄迈将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责任
追究相关规定启动问责程序，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同时，实行“一案双查”“上追一级”，以问责
倒逼责任落实。

澄迈万人环城跑
迎接“全民健身日”

本报金江8月8日电（见习记者余小艳 记
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家专）“我带爸爸一起来跑步，
咱们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开跑啦”。8月8日8
时许，在澄迈县金江镇金马二横路，澄迈张宁青少
年羽毛球培训基地6岁的运动员徐莎莎与她的父
亲，以及60余名小运动员们前来参加澄迈县第
12届万人环城跑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全国第11个
“全民健身日”，上万名澄迈县居民前来参加此次
环城跑活动。上午8时30分，随着一声长跑鸣枪
声响，浩浩荡荡的长跑队伍从金马二横路开跑。
起跑点道路两旁设有澄迈旅游景点、非遗文化宣
传展板，助力巩卫创文签名墙等。澄迈县各社区
中老年人健身队打着腰鼓、太极，跳着健身操，为
长跑队伍加油助兴。

据了解，此次活动参与人员包括澄迈县委、县
政府以及各乡镇部门、企事业单位等19个方队、
澄迈县居民群众共上万人。长跑全程共4200米。

澄迈县永发镇大学生吴一凡返乡创业，致富不忘众乡亲

脱贫路上“领头羊”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7月30日，返乡大学生王小敏
在手把手教孩子写字。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8月6日，吴一凡（左）与妻儿一同挤羊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