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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崔立娜

9月19日中午，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
乡牙加新村，成片竹林中，一头头皮毛黑白相
间的五猪脚正在踱步戏耍。当养殖户李桂胜
端着一大簸箕绿色饲料走进竹林时，一头头五
脚猪立即围了过来。

“这是象草掺杂米糠、地瓜叶以及玉米制
成的，是绿色无公害的饲料，猪吃了长肉虽
慢，但肉质鲜嫩，口感好。”喂完食，李桂胜顾
不上歇息片刻，又叫上在养殖场务工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羊德理，把石灰粉细心地泼洒在
水槽旁消毒。正是这般十足的干劲，让李桂
胜在短短4年时间里，把五脚猪存栏量扩大
至现今的800多头，并帮扶带动50多户贫困
户摘掉“穷帽子”，成为当地五脚猪产业的致
富带头人。

李桂胜此前数年曾辗转北京、河北等地
务工，当过建筑工人，也跟人学过养殖。4年
前，李桂胜返乡创业，选在村外一片占地20
多亩的竹林里养殖五脚猪，带动贫困乡邻抱

团发展。
通常来说，圈养的五脚猪只要半年就能达

到近30斤，可出栏上市，但散养大约要八九个
月。“从一开始，我就坚持林下生态散养五脚
猪，虽然养殖周期长，但能保证肉质鲜嫩，只有
把口碑做好了，产业也才能做大做强。”李桂胜
介绍，两年前，在白沙各级扶贫部门的帮扶下，
当地5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将产业扶贫资金
分批入股至该养殖基地。

一时间，钱多了，猪也变多了，这是产业
发展的好势头，但如何在把猪养好的同时，把
人“管”好，把养殖成本降下来，则成了李桂胜
需要思考的问题。“光是等着领分红不干活，
这可不行。”他认为，扶贫要扶志，要帮扶贫困
户“拔穷根”。于是，李桂胜耐心地向大家传
授五脚猪管养技术，还动员入股的贫困户垦
荒种植象草、地瓜叶、玉米，或到养殖场打
工。在他的鼓励下，贫困户羊德理成了养殖
场干活最勤快的工人。“在这里干活每天工钱
是100元，我每个月能干20多天，能赚2000
多元，已经脱贫摘帽了。”羊德理笑着说。另
一入股贫困户杨卫华积极性也很高，不仅负
责收罗甘蔗渣、玉米秆给五脚猪当辅食，还主
动搜集猪粪发酵农家有机肥，给种植象草、地
瓜叶、玉米的田地浇肥。

从喂养到繁殖，从防疫到销售，每个环节
都认真做好，李桂胜的五脚猪存栏量也从最初
的寥寥数十头，逐渐增加至现今的800多头。
看到部分贫困户学到技术，勤劳致富的信心增
加了，李桂胜还免费发放近200头猪苗给数十
户贫困户尝试喂养。

“只要你们把猪养好了，销路不用愁，我按
市场价保底收购。”李桂胜主动出击寻找销路，
陆续与县内外多家餐厅、农家乐、超市等签订
产销协议，同时积极对接周边市县及本地农副
市场。以去年为例，借助白沙推进电商产业和
爱心消费扶贫的契机，李桂胜的五脚猪销售量
达到300多头。

“只有帮扶大伙都过上好日子，那才叫致
富真本事。”午后，在竹林林荫下休息的李桂胜
不忘拿起手机，在白沙电商以及爱心消费扶贫
网站上搜罗商机。

（本报牙叉9月22日电）

李桂胜在喂养五脚猪。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崔立娜

“采集野生蜂蜜容易破坏花粉和蜂仔，蜜
蜂察觉后会飞往其他地方筑巢，想要再找到
它的蜂巢就比较困难了。”自今年立秋以来，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革新村野外的花粉
数量变少了，当地养蜂能手符永进耐心地给

“徒弟”符红山等人传授采集野蜂蜜技巧。
符永进的这套采蜜秘诀是他通过观察野

生蜜蜂的生活情况摸索出来的，即利用自然
山洞、枯木洞隙等造巢，吸引野蜜蜂进洞酿造
野蜂蜜。他说，这种方法在采蜜过程中减少
了对蜜蜂的伤害，可以将野生蜜蜂留在周边
的洞穴继续酿蜜，这样能重复采集野生蜂蜜，
有效提高产量。

“咱南开乡生态好，产出的蜂蜜口感也
好，这几年的蜂蜜产业赚到钱了就发分红，前
两年入股的每户每年都能领到六七千元呢。”
符红山夸着“师傅”符永进带头发展起来的这
一“甜蜜”产业。

其实，除了养蜂酿蜜致富带头人这角色
外，符永进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革新村党
支部副书记。2015年底，依靠养蜂采蜜致富
的符永进牵头成立白沙符永进养殖专业合
作社，决心带着村里的贫困户发展养蜂酿蜜
产业。面对着这一帮新学徒，符永进耐心地
带着他们参加白沙科协举办的蜜蜂养殖培
训班，以及去琼中学习蜜蜂养殖技术，对于
人工筑巢的“秘诀”，符永进也毫无保留地教
给他们。至2017年初，符永进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蜂箱规模已近千箱，养蜂扶贫产业效益
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农户和贫困户申请加
入合作社。见此，符永进决心腾出时间，带
着合作社另外一部分贫困户发展黑山羊、小
黄牛养殖产业。

“南开乡牧草资源丰富，水源也充足，适合
发展牛羊养殖。”在符永进看来，牛羊养殖产业
管护成本不高，但经济回报不低。他带着入股
合作社的贫困户们陆续建成牛棚、羊圈，并分
批购进小黄牛、黑山羊用心饲养。现今，养殖
专业合作社的黑山羊存栏量已达90多头，小黄
牛数量则有130多头。“放养的牛羊肉质好，不
愁销路。”符永进介绍，如今合作社已和白沙数
家企业以及餐饮店达成合作协议。

2017年底，符永进在白沙县城开始经营
一家餐厅，主营自家合作社养殖的小黄牛、黑
山羊等特色农产品，并在餐厅显眼位置腾出
空间，销售革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家禽
以及特色农产品。

“多亏了永进大哥带着我们发展产业，现
在我们家已经脱贫了。”在符永进餐厅务工的
村民符德武说，他父亲也在合作社帮忙养殖
牛羊，一家人的收入有了保障。

截至目前，在白沙符永进养殖专业合作
社入股、务工的40多户贫困户已经全部实现
脱贫。“南开乡距离县城虽然比较偏远，但是
养殖产业资源丰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在
咱家门口发展产业肯定能脱贫致富。”符永
进说，接下来要积极对接销售市场，努力将
这几个特色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帮扶更多
的贫困乡亲过上好日子。

（本报牙叉9月22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林燕妮

9 月 20 日一早，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
镇邦溪村天气晴朗，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麦
政才已经醒来，站在新居的庭院里远眺，只
见群山叠翠，近看，庭院旁新栽下的果树枝
叶也渐渐浓密。“多亏了咱村刚组建的基建
队帮忙，不然我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麦政才说。

麦政才念念不忘的基建队，是由白沙启明
星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技术员麦常辉牵头组
建的。为了更好地解决本地危房改造建筑工
人相对紧缺的局面，在当地扶贫部门的建议
下，2018年 4月，邦溪村委会开始筹建基建
队，该村村民麦常辉第一个表态支持，并出资
购买基建队施工工具等设备。

3年前，麦常辉与其他5名村民成立了白
沙启明星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主要发展豪猪
养殖产业。近年来，白沙扶贫部门陆续将邦溪
镇4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200万余元
的产业扶贫资金入股至该合作社，经过努力，
目前该合作社的豪猪存栏量已达千余头，产业
前景看好。尽管如此，但麦常辉始终心系着村
里的贫困乡亲，希望为村里的贫困群众多做点
实事、好事。

在麦常辉看来，因需要长年照顾家中老弱
病残亲人，导致村里部分年轻的劳动力没法外
出务工，在村里组建基建队，不仅能让村里的
贫困劳动力学得一技之长，还能解决这部分人
群就近务工的难题，并加速解决本村乃至周边
贫困村庄的危房改造问题。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包括麦政才在内
的2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加入基建队。麦政
才的母亲生病需要长期治疗，3个孩子同时

上学，沉重的生活负担都压在麦政才的身
上。因家中瓦房年久失修，修建一座坚固敞
亮的新房子，一直是麦政才一家最大的梦
想。可即便是政府出资补助，麦政才还是筹
不齐足够的工程款。

“我先出钱帮你买材料盖新房，工程款
以后就从你工资里扣，行不？”麦常辉主动
找到麦政才，拍了拍他肩膀说出这番话，让
麦政才感动不已。去年10月，麦政才的新
房建成，终于圆了这一家子人期盼多年的
安居梦。

在邦溪村等周边村庄，获得麦常辉帮助
的不仅仅是麦政才这一家。平时，无论是建
房缺钱卖材料，还是雇请不来施工队，或是缺
乏施工工具，每当遇到贫困乡亲上门求助时，
麦常辉总是尽力帮忙协调解决。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要互帮互助，
咱村的基建队才能更有战斗力。”麦常辉
说，扶贫既要扶智，也要扶志，为了能够激
励施工人员的积极性，该村的基建队制定
了按劳分配等合理制度。面对部分贫困队
员有干劲但缺乏建筑技术的症结，麦常辉
还会自掏腰包让一部分队员外出培训，鼓
励其学成之后再归队做好“传帮带”。在短
短1年多时间里，在该基建队的助力下，邦
溪村 1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相继拆掉旧
房建起了新房。

“基建队几乎是保本经营，部分贫困户的
工程款至今仍欠着。我们欢迎更多的人加入
咱村的基建队，一起把基建队的产业越做越
大。”看着一户户贫困群众乔迁新居时的笑容，
麦常辉觉得：“能为贫困乡亲干点实事、好事，
再苦都是值得的。”

（本报牙叉9月22日电）

白沙邦溪镇麦常辉：

“基建”扶贫筑新居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70 万年前的一次天体撞击，在位于海
南中部山区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形成一个直
径达3.7公里的陨石坑。现今，就在距离陨
石坑二三公里的地方，一垄垄苍翠的茶树
顺着低缓的山坡排列成行，尽情吮吸着群
山里的晨露，也形成了独特的茶园梯田景
观。这里，就是位于白沙牙叉镇的五里路
有机茶园，茶园的主人是白沙黎族农家女
符小芳。

10多年前，怀揣茶园梦想的符小芳返
乡创业，在白沙陨石坑附近垦荒开辟出一
片属于自己的有机茶园。在她看来，白沙
这么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能孕育出更好品
质的茶叶。尤其是陨石坑地貌，使土壤富
含稀有元素，为发展有机茶产业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符小芳夫妇把这片田地深
刨了半米多深，并在四周种植龙眼树、咖
啡、花梨等作为隔离带，直至“晒地”两年后
才开始种植茶树。为了让茶叶没有任何一
点化学物质残留，符小芳夫妇坚持人工除
草，并在自家茶园里发展蚯蚓养殖循环农
业项目，利用蚯蚓对土壤进行改良，以蚯蚓
粪作为有机肥。

一片茶叶，成就一个产业，也造福了一方
百姓。多年来，符小芳夫妇成功出品一道道
醇香的有机茶，也引得周边黎族茶农纷纷来
到茶园学习有机茶种植技术，有效帮扶当地
百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抱团”发展有机茶产
业，并实现脱贫摘帽。

符秀香是牙叉镇方香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4年前来到五里路有机茶园学习种植管理
技，随着采茶技巧越来越娴熟，不到3年时间，

她就当上了茶园采摘班班长。“在五里路茶园
干工每月大约能有3000元工钱，干得好还有
额外的奖励，年底还能有一笔分红呢。”符秀
香说，去年攒够了钱盖好了新房，一家人过得
越来越舒心。

据悉，在当地扶贫部门的协调帮扶下，在
短短几年时间里，共有百余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入股五里路有机茶园，茶园规模也从最初
的不足30亩扩大至近300亩。

符小芳说，五里路有机绿茶至今仍保
留着传统的全手工制茶工艺，茶叶采摘回
来以后要经过杀青、揉捻、烘干、再揉捻、再
烘干的过程，一片毛峰的加工前后需要近
5个小时，一片绿萝的成型则要经过 10多
个小时的反复加工，这也保证了有机茶叶
的品质与口感，并且五里路茶叶已连续多
年通过中国、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有机标
准认证。

近年来，在符小芳的努力下，五里路有
机茶园接连获评“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等荣誉。作为海
南省首批重点打造的共享农庄之一，五里
路茶韵共享农庄项目首批民宿项目已于今
年 5 月投用，茶旅融合发展也迎来了新的
机遇。

好山好水育好茶。“白沙地处海南生态
核心区，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我们发展有
机茶扶贫产业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
符小芳说，目前，五里路有机茶园已推出绿
茶、红茶和白茶3个系列产品，品质和口感
广受市场好评。2018年，茶园为入股合作
社的百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分红达60
万余元。

（本报牙叉9月22日电）

白沙牙叉镇符小芳：

有机茶叶吐芬芳

在辛勤耕耘中，
又迎来了一年金秋
收成时。

为充分发挥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的
示范带动作用，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积极
投身脱贫攻坚工作，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
各乡镇、各单位部门
和社会各界挖掘推
荐，并由评选工作领
导小组评定，白沙近
日评选出2018年度
脱贫攻坚“奋进奖”
“奉献奖”。符志郑
等 10 人获得“奋进
奖”，麦常辉等8人获
得“奉献奖”。

白沙脱贫攻坚指
挥部将联合本报推出
系列报道，讲述这18
名先进典型的励志故
事，敬请关注。

符小芳（右一）在茶园采摘茶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白沙南开乡符永进：

“甜蜜”产业富乡民

符永进在餐厅里腾出位置销售贫困户的
特色农产品。 通讯员 崔立娜 摄

白沙金波乡李桂胜：

养猪拱开致富门

麦常辉在核算危房改造基建成本。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林燕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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