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沙打安镇田树贤：

好学肯干摘“贫帽”

田树贤种植的紫玉淮山。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崔立娜

9月21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
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田树贤今年4月份种下
的10多亩紫玉淮山，藤叶缠绕，在藤架上形成
一垄垄翠绿的屏障。

“人工除草、搭棚架、灌溉……农活多，六
七个人一起忙都干不完。”田树贤说，这段时
间，他几乎每天早上7时许就往种植基地里
跑，中午回家稍事休息，下午又到基地里忙
活，直至夜幕降临才回家。有时，晚上睡前不
放心，他还要打着灯来基地观察种苗夜间虫
害情况。

今年46岁的田树贤家里有5口人，以往
一家人依靠250株橡胶和种植三四亩甘蔗勉
强维持生活，但前几年因橡胶价格低迷，收入
不太乐观，加之田树贤的三弟患有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治疗，每年医药费要花掉
四五万元，也让这个并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2014年，田树贤一家人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

2017年，白沙扶贫部门以及当地帮扶单
位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开始鼓励引导

南达村群众发展紫玉淮山种植产业，还承诺
发放种苗和机耕补贴。同年4月，田树贤试种
1.5亩紫玉淮山，在当地农技专家的指导下，他
花足了时间精心管理，一晃半年多过去，待到
紫玉淮山收成时，亩产达3000多斤。在白沙
电商平台的支持下，这一批紫玉淮山很快就
销售一空，除去成本，田树贤还有一万余元收
入。“这比我之前种甘蔗的收入多得多！”田树
贤说，2018年脱贫以来，他看到这个产业的
好“钱景”，于是开始琢磨着扩大种植规模。

田树贤说，一般的淮山都是竖立地往地
下深处生长，收成开挖时容易碰伤、折断造成
损失，而南达村种植紫玉淮山时，都是起完垄
之后就开槽，再横向放入定向槽，然后在槽里
放农家肥，再铺上一层细土，这样一来，长出
来的紫玉淮山显得又长又直又均匀。

今年以来，田树贤多方筹措了10
万元将紫玉淮山的种植规模扩大
至20亩，同时，还带动6户贫
困户到种植地里打零
工。“早在今年春节时，我
就邀约村里的几家贫困户
一起出钱出力发展紫玉淮
山种植产业，但是他们怕有
风险不敢尝试，所以我更要努
力做出好的成绩，这样才能让
村民信服我，大家一起加把劲
把这产业干好！”田树贤说，他现
在已积累了一些有关病虫害防控
的经验，也在摸索着如何提高产
量，下一步，他准备尝试发展紫玉淮
山深加工，如制作淮山酒和淮山粉。

“田树贤好学肯干，掌握了不少
种植技术，也乐意带动大家一起发展
紫玉淮山产业。”南达村驻村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郑德怀介绍，这几
年来，每当县里、镇里组织农技培训班，不
管是种植、还是养殖，或是建筑砌墙
技术，田树贤总是积极报名参加
培训，主动给自己“充电”。

“技多不压身嘛，咱也争
取成为一个知识型农民，以
后干啥都能多赚钱。”朴实
的田树贤如是说。

（本报牙叉9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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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林燕妮

“最近工地催得紧，挖地基、回填、搬
运重物，样样都离不开挖掘机。”9 月 22
日晚 8 时许，天色已黑，在挖掘机里忙乎
了一天的李可祥刚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
扒拉上几口饭，就接到了工地主管的电
话，对方催着他次日早点来打安镇南九
村工地开工，他想都没多想就爽快地一
口应下了。

今年31岁的李可祥是元门乡红旗村村
民，妻子属于智力残疾，育有2个小孩，大女儿
今年4岁多，小儿子还不足1岁，而父亲也已
年过七旬，早已不能从事负重的农活，多年来，
一家人的生活压力几乎都落在他一人身上。
但李可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也缺乏产业发展
资金，常年只能依靠家里的200多株橡胶维持
生计，却又遭遇胶水行情相对低迷，一家人的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7 年，李可祥被纳入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当地扶贫部门及时为这一家人申请了
低保等补助。此外，白沙扶贫部门还给李可祥
安排了河道管理员这一公益性岗位，负责村庄
附近河道的巡查、垃圾清理工作，每月补贴近
千元。这一系列贴心帮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了李可祥的困境，但在内心深处，年轻的李可
祥其实更渴望学得一门实用的技术，依靠自己
的努力赚取稳定收入，给一家老小带来更安
定、更美好的生活。

同村的村民吴强从事基建工程工作，他
看中了李可祥吃苦耐劳的品质，于是力邀他
来到自己负责的基建团队里务工。果然，无
论脏活、重活，李可祥一点都不挑剔，还对
基建工地里的挖掘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干工之余，他开始跟班当学徒练习操控
挖掘机。

“他干工很拼命，好些时候都是早上6点
多就出门干活，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才回

家。”吴强说，李可祥学习挖掘机技术
之初，只有等到中午工地停工休息
时，才能上挖掘机“练手”。李可祥
很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不管天气
多晒多热，都会钻进挖掘机驾驶室
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操作，直至熟

练。就这样，半年后，可以独自操控挖掘机
干工时，李可祥每月的工资涨到了3500元
以上。

“收入增加了，生活有基本保障了，以后
生活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自愿脱贫。”李
可祥的帮扶责任人梁升再记得，2018年 10
月5日，李可祥主动来到村委会办公室提出
脱贫申请时的那份自信劲。

“有活干，干好活，生活才能有好奔
头。”学得操控挖掘机技术之后，李可祥加
班干工的劲头更充足了。同时，李可祥依
旧会定期抽出时间去完成河道管理员的工
作，由他负责协管的河道片区，无论是垃圾
清理，还是水土保护都做得很好，日常考核
大多名列前茅。

日复一日，无论是在粉尘飞扬的工地上，
还是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挖土、起铲、转头、回
填，李可祥熟练地操控着挖掘机，“挖”开了一
条奔向脱贫致富的道路。

（本报牙叉9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崔立娜 符海周

9月23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牙
佬村一间略显狭窄的工作室里，符明庄半俯在
桌案上，右手攥着雕刻刀，刀尖在细小的骨条
上划动着，每一次下刀即见纹路。不久，一个
个精美的图案呈现在骨簪上，黎族骨器制作技
艺的神奇魅力让人赞叹不已。

今年47岁的符明庄是黎族骨器制作技
艺县级传承人。他自小就喜欢画画，但幼时
家境贫寒且当时教育资源匮乏，直至13岁那
年，他才开始走进校园读书。然而，命运弄
人，父母相继离世，让原本困窘的家庭雪上加
霜，迫于生计，符明庄还没读完小学就不得不
辍学回家，扛起锄头，默默耕耘家里的几亩贫
瘠农田。

2001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符明庄
看到邻村已年过八旬的符亚国老人雕刻骨
簪和骨梳技艺十分了得，一个个精美的图案
和纹路让他爱不释手，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于是主动到老人家里拜师学
艺。符亚国也相中了符明庄学艺的诚心，耐
心地把多年所学一一传授给符明庄，自此，
在干农活之余，符明庄将心思都放在练习骨
簪制作上。

“一枝古簪穿两心，相知相爱敬如宾。”作
为头簪品种之一，黎族骨簪既可作为发簪戴在
头上，也可制成婚嫁妆品以托物寄情。日复一
年、年复一年，符明庄骨簪制作的技艺越来越
娴熟，作品图案与纹路也越来越精美，不时有
人慕名上门来订制骨簪。更让符明庄感到慰
藉的是，2016年，他获评为白沙县级黎族骨器

制作技艺传承人。
然而，不幸又再次降临符明庄的家庭，念

初中的孩子因血管瘤导致视力残疾，妻子又因
常年患病不能干重活，这个原本并不宽裕的家
庭生活又陷入了困境，2017年，符明庄被白沙
扶贫部门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的困顿
并没有挫败符明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着
一颗匠人之心，符明庄精雕细琢，打磨出了一
件件精美又兼具黎族特色的骨簪制品，也雕琢
出了新生活。

随着制作技艺日渐精湛，符明庄制作的骨
簪、骨梳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去年共
售出六七十套成品，售价也从最初的每套两三
百元涨至千元左右。去年下半年，符明庄如愿
摘掉“贫帽”。

白沙文化馆馆长符少玲说，该馆曾多次
聘请符明庄当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培训班授
课老师，共计吸引了上百名贫困群众参加培
训，在符明庄等非遗传承人的努力下，这门
原本濒临失传的黎族非遗技艺也日渐重放
异彩。

“师傅教大家雕刻时很认真，我跟他学习
骨簪已经3年多了，我家在阜龙乡，他在县城
授课的时候，我就跟着去县城学习；他在南开
乡的家里干活，我就去到他家里学习。就靠着
这门手艺，我现在也脱贫了。”符明庄的徒弟陈
玉根说。

“这是海南黎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非
遗传承人，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黎族骨器制作
技艺。”放下手中的刻刀，来不及多松缓几下筋
骨，符明庄就已在构思着下一期培训课的内
容。 （本报牙叉9月24日电）

白沙南开乡符明庄：

匠心雕琢新生活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林燕妮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阜途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亚力家的小庭院里，新落
成的平顶房内不时传来张亚力夫妇逗小孙子
的阵阵欢笑声。新房门楣上，“感谢党恩”的
对联横批显得尤其醒目。

“最近胶水行情不错，我就跟老板请了几
天假赶回来割胶，过几天还得赶去三亚，那边
建筑工地的活儿也多。”张亚力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这阵子，他一直在三亚从事建筑材料搬
运工作，每天能有近200元的工钱。

不止是张亚力，他的儿子、儿媳也在当地
扶贫部门的帮扶引荐下，自去年起去外地务
工，一家人的收入越来越可观。“只要努力干
工，就能赚到钱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家人再也
不想当贫困户了！”尝到外出务工“甜头”的张
亚力，讲话也显得越来越有底气，“以前咱一
家人就是胆小，不敢走出去，现在外出干工多
好，只要能吃苦，就不怕没工作，那工钱比我
们在家干农活强多了！”

时间拨回到2014年8月，因为缺资金缺
技术等原因，这个五口之家被纳入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张亚力坦言，那时一家人都感到
沮丧、自卑，思想也变得愈发保守，没有发展
的动力。近年来，经过帮扶人员的不懈努力，
张亚力逐渐改变了“等、靠、要”的思想。一开
始，他获得了在县城一市政工程项目务工的
机会。张亚力为人憨厚，打工期间脏活累活
总抢着干，2个月下来，攥着手里的6000元工

钱，张亚力通过外出务工实现脱贫的信念更
坚定了。

“咱家里人口也多，需要建大一点的房
子，装修我也想做好一点，可不能只靠政府
补助款来建房。”每逢刮风下雨，看着自家那
间60平方米的旧瓦房，张亚力总是很担心。
在他的鼓励下，这几年，儿子张海贵也鼓起
勇气走出白沙，先后到海口、文昌等地，一边
学习烹饪技术一边在餐厅务工挣钱，还在打
工期间结识了餐厅服务员翠玲并喜结连
理。2018年 1月，张亚力一家人拆除旧房，
在原址上建设新房。2018年4月，占地80平
方米的新房落成，张亚力一家人终于圆了新
居梦。

“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多亏了政府和扶贫干部这么尽心尽力地
帮扶。”张亚力的妻子韦桂芳笑得一脸灿烂。
她连连掰着手指头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说，
这几年来，找工作时，驻村干部就帮忙四处牵
线引荐；建房时，扶贫干部帮忙购买建筑材
料、监督施工质量；逢年过节，驻村干部还送
来猪苗和慰问品，把他们当成了一家人。为
此，在新居落成之时，张亚力一家人不忘拉上
扶贫帮扶责任人赖伟合影，并将这一“全家
福”照片挂在新居客厅显眼位置。

今年年初，从琼海卫校毕业的女儿也工
作了，回到七坊镇的一家诊所当护士。“都说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现在我们一家好几人
都工作了，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张亚力对
依靠双手勤劳致富的信心、干劲更足了。

（本报牙叉9月24日电）

白沙七坊镇张亚力：

务工脱贫迁新居

张亚力在割胶。 通讯员 黄立华 摄

白沙元门乡李可祥：

“挖”开脱贫致富路

符明庄展示骨簪作品。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符海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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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祥在操作挖掘机。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