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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陵水隆广镇组织“希望的田
野”朗诵班师生、家长走进该县城乡规
划馆，通过现场参观、交流学习、家长
座谈会等方式拓宽视野、提振精神。

“讲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也激
励我要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加
强锻炼、见贤思齐。”参观结束后，隆
广镇五一村委会挪德村的八年级学
生黄欣怡感触颇深：“今后我一定要

好好学习，积极上进，努力拼搏，改
变贫困的生活面貌，以优异的成绩
来回报家庭和社会。”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陵水
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志”“智”内
因，用“志智双扶”增强贫困群众的
脱贫底气。

今年以来，陵水先后举办“陵河
乐学堂”“为人民读书”“文艺轻骑

队”惠民演出、“美丽陵水振兴乡村”
等文化扶贫专题演出60余场，丰富
了基层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的文
化需求。同时开展“组织民兵军训
贫困户、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启
智树新风”等贫困户军训活动，共计
340名贫困户参与军训教育……

越往后，脱贫攻坚的任务越艰
巨，越要改进宣传引导方式，需要更

加努力地营造齐心协力精准脱贫的
良好舆论氛围。为此，陵水还有针对
性、创造性地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利
用“陵水发布”“陵河党旗红”等微信
公众号推送脱贫政策知识、脱贫先进
事迹等，并在海南日报等媒体宣传报
道陵水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营造脱
贫攻坚“创优保优”的浓厚氛围。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

陵水：用心用情 实干脱贫

■ 本报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 陈思国

“现在的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了，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感谢帮扶责任
人的耐心引导。”11月 28
日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2019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表彰晚会上，获评陵水“十
佳脱贫之星”的陈亚仁激
动地说。

过去，陈亚仁一家的
经济来源主要靠他一人打
零工，如今他不仅养了鸭、
鸡，还种植了25万株圣女
果苗。

在陵水，像陈亚仁一样
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的贫
困户越来越多。截至目前，
陵 水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0540户 43035人，目前
已全部脱贫，其中往年度脱
贫9254户39599人，今年
脱贫 1286户 3436人，超
额完成年初省下达3420
人的脱贫任务，40个建档
贫困村均已脱贫出列。

“这古老的土地与贫困说再见，
我们手拉手一起向未来，我们在大
步迈！”晚会接近尾声，歌舞表演《脱
贫宣誓》将气氛拉向高潮。

随后，扶贫干部、脱贫户和企业
代表一同走上舞台，带领现场观众
一起宣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句句、一声声，都是陵水全县

干部群众的心声；紧握的拳头，坚毅
的目光，透露出铮铮誓言的担当。

“只要坚定跟党和政府走，靠自
己的双手努力奋斗，没有什么克服
不了的困难！”获表彰的脱贫户黄志
朝在晚会后心情然后激动，他表示，
将把这份荣誉化为力量，继续努力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也希望能
帮助更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本号镇行政村多，脱贫攻坚压
力较大，但到今年也能如期完成全部
脱贫任务，让我们更有信心。只要扎
扎实实做工作，一定能战胜困难。”陵
水本号镇主要负责人表示，该镇干部
将从这些感人故事中汲取力量，继续
做好脱贫后的巩固提升工作。

此前，陵水县委书记符鸣在《致
全县广大扶贫干部的一封信》中强

调，全县广大干部要以“背水一战”
的决心和斗志，再咬咬牙，再加把
劲，重整行装再出发，全身心投入到
脱贫攻坚工作中，坚决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

这样一场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
彰晚会，也正是再咬咬牙，再加把
劲，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动员大会。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

感动传递奋进力量
——陵水黎族自治县2019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侧记

陵水群英乡光国村返乡大学生黄觉：

“父母不反对我种地了”
■ 本报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家里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现在却要回家
种地当农民，我们不答应！”一年前的陵水黎族自治
县群英乡光国村，父母的严厉反对没有阻止该村村
民黄觉返乡种地的脚步。

“只要能挣钱，种地不丢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
会，让黄觉毅然决然辞职回到光国村寻求“致富之
路”——种植牛大力。

一年后的今天，黄觉用成绩向父母、乡亲们证
明：大学生种地也是出路。今年6月至9月，他陆续
卖出了5万多株牛大力苗，净利润约有6万元，收益
非常可观。

周围的农户听闻后也纷纷过来“取经”，让父亲
黄密陆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他如今常为儿子加油
打气：“你放心去干，家里人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其实当初，黄觉并非盲目蛮干。“我做了充分调
查，了解到光国村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非常适合
种植牛大力，且牛大力管理简单，投资风险低，市场
利润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黄觉说。

此前，因家庭贫困，黄觉一家在2014年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而黄觉也因生活所迫，在2017
年毕业后陆续在酒店等地打过工。但最终让他放
弃打工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也许我能做个不
一样的农民。”

如今黄觉做到了。11月29日晚，在2019陵水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上受到表彰后的黄觉激
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帮扶，也感谢扶贫电
视夜校，让我学习借鉴了他人的致富门道。”

黄觉也希望告诉所有父老乡亲：“从现在做起，
从自己做起，转变观念，坚决摒弃‘等、靠、要’等恶
习，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改变昔日贫
困落后的精神面貌，为共奔小康社会奉献自身绵薄
之力！” （本报椰林11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1月28日晚，陵水黎
族自治县2019年脱贫攻
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在该
县人民会堂举行，那些平
日里埋头苦干的人走到了
台上，那些感动的故事化
作奋进的力量传递到了每
个人心里。

热情的掌声一阵连着
一阵，感人的故事一个接
着一个，温暖的话语一句
跟着一句，温情与坚毅，共
同出现在今晚在场人的目
光当中。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陵水全县攻坚克难，脱
贫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全
县建档立卡人口10540户
43035人已全部脱贫，同
时也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而今，陵水的脱贫攻坚
工作已进入新阶段，容不得
半点松懈，此时表彰先进，
树立榜样，凝心聚力再动员
再出发，正当其时。

“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为
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千言万语
汇成一句，因为有你。”晚上8时40
分许，一首《因为有你》，让现场观众
沉浸在甜美动人歌声之中。

脱贫攻坚路上，正因为一个个
扎根基层、辛勤工作的“你”，贫困户
上学有了保障，治病有了报销，更多

人还在村里上起了班，他们的日子
在一点点变好。

“我对农村有感情。”晚会上，群英
乡大学生村官杨培话语朴素却真诚。
自2014年初成为大学生村官来，扶贫
几乎成为他的全部，晚上、周末加班加
点是常态。有一次，杨培带着感冒“照
常”加班，但却在工作中晕倒了。

年过而立的杨培，整日忙着贫困
户的事，却想不起自己的终身大事。

“希望在乡亲们脱贫后，你也能早日脱
单。”台上的主持是打趣，也是关怀。

许多爱心企业也积极投入到这场
脱贫攻坚战役中。陵水椰田古寨景区
自2016年来，累计创造帮扶就业岗位
150余个，直接间接投入帮扶资金403

万余元，帮扶就业近70人次。
2017年，贫困户欧帅经陵水扶贫

办推荐来到椰田古寨景区就业，景区
帮扶小组安排他学习传统手工制银技
艺。欧帅也在工作中渐渐丢掉了“懒
人”思维，经历了从抵制、接触、爱上这
门手艺，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手工银匠，
如今他每月已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一个个好故事，绘成小村春
光。”晚会上，欢快喜悦舞蹈《小村微
信群》，以生动形象的表演展现了互
联网时代下，农村干部群众积极运用
电商等新技术开展扶贫工作的事迹。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在陵水也
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群英乡光国村的脱贫户黄觉，望

着家里的十几亩土地，萌生了种植牛大
力的想法。却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培养
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怎能回来种地？

但黄觉不仅自费到公司学习种
植技术，还经常观看扶贫电视夜校学
习借鉴他人的致富门道，甚至为凑齐
启动资金申请了2.5万元扶贫小额信
贷。面对种种质疑和压力，他咬紧牙

关辛勤劳动，今年6月至9月，他陆续
卖出5万多株牛大力苗，除去成本后
净利润约有6万元，收益可观。

脱贫户李训澡没想到，会在晚会
上看到3年前的自己。镜头里，李训
澡和母亲把一条鱼反复烹煮吃了整整
4天，那是他们那个月第一次吃上肉。

如今，在政府的帮扶和自身努

力下，李训澡大力发展养羊产业和
圣女果种植，多方向人请教种养技
术，在2017年底顺利脱贫。脱贫后
的李训澡继续发展养羊产业和圣女
果种植，从2016年的5只羊发展到
2018年的23只。“现在我的生活美
满，但今后我还要努力加把劲！”李
训澡斗志昂扬地说道。

凝心聚力 共赴脱贫攻坚战

自强不息 用汗水摘掉“穷帽”

感动之后 化作力量再出发

参加完陵水2019年脱贫攻坚先
进典型表彰晚会，英州镇扶贫专干
邓丕森又投入到了工作中。“11月18
日下午，全县帮扶责任人工作会议
对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新的具体的
要求。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
将以战时状态全力做好各项帮扶工
作。”邓丕森说。

在英州镇干部眼中，邓丕森的
“拼”是常态。2018年5月，为做好

“漏评错退”大排查工作，结婚刚3天
的他便奔赴扶贫“前线”，此后3个月
再没回过家。

世间事，作于细，重于实，成于
严。邓丕森用自己扎扎实实的行
动，彰显了陵水扶贫工作者在脱贫
攻坚中应该表现出的风采。据了
解，自《海南省脱贫攻坚2019年“创
优保优大冲刺”行动方案》下发以
来，陵水迅速研究制定印发了“创优

保优大冲刺”行动方案，明确7个方
面共59条内容，确定牵头单位及责
任单位，确保行动有序开展、按时完
成。为进一步摸清陵水脱贫攻坚工
作底数，陵水抽调300名帮扶干部对
全县农村常住人口进行全覆盖基础
工作大检查，5个县委脱贫攻坚督查
组紧盯发现问题督促整改。

今年来，陵水落实县、镇（乡）、村
三级书记抓扶贫工作责任，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今年来已对全县贫困村开
展走访活动百余次；各乡镇党委书记
脱贫攻坚期内已走访8804户贫困户，
累计解决问题2045个；村党支部书记
累计解决贫困户问题2702个。

陵水扶贫办负责人介绍，今年
陵水共有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
部表彰的先进集体5个、先进个人
13名；提拔重用扶贫领域表现突出
干部10名。

“姚老师，我家成功脱贫了。我给
自己起了个‘大号’，把谭亚余改成了

‘谭成功’，今后就喊我这个名字吧。”
日前，陵水本号镇乐利村委会老曾村
村民谭亚余激动地给海南正和职业培
训学校校长姚佩君打电话说。

谭成功今年35岁，家里有4口人。
谈到成功脱贫突围的特色产业，他谦逊
地笑了笑说：“说不上什么特色产业，租

了别人的地，种了几亩圣女果。”
今年，谭成功家的圣女果生了

病“我们学校有个水果种植的‘土专
家’，经验非常丰富。”姚佩君闻言，
给谭成功推荐了海南正和职业培训
学校聘请的老陈。

没过多久，老陈就和谭成功站
到了田间地头，对圣女果的问题进
行诊断，帮助他解决了困难。

近年来，海南充分利用得天独厚
的热带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长中
短”结合、“种养加”相匹配，力推产业
扶贫投入占比，让扶贫农业产业路子
越走越宽，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但由
于农业企业和合作社经营管理不规
范和农业产业的复杂多变性，产业扶
贫不可避免存在帮扶质量不高、带贫
益贫不明显、贫困户参与度低以及利

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等问题。
为此，陵水本号镇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引进海南正和职业培训学校在
乡镇就地成立创业辅导中心，对带贫
益贫主体及扶贫项目进行专业性指
导，对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财务管
理、经营团队等进行培训，对村办集
体企业和农户需求开展农资、技术、
市场销售等专业的社会化服务。

脱贫攻坚 作风先行

引入服务 助力扶贫

有的放矢 志智双扶

“十佳帮扶干部”名单

黄海江（陵水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副主任）

邓丕森（英州镇人民政府科员）

杜代卫（隆广镇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

王群超（共青团陵水县委科员）

林国锋（中共陵水县委党校科员）

吴才侠（陵水县委办公室科员）

王世略（陵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杨培（群英乡人民政府大学生村官乡扶贫专干）

李汇（陵水县委政法委员会科员）

叶国金（光坡镇农业服务中心九级管理员）

“十佳脱贫之星”名单

陈亚仁（本号镇长埇村）

卓金珙（隆广镇红旗村）

黄志朝（英州镇田仔村）

胡朝干（英州镇田仔村）

陈川侨（本号镇祖关村）

黄密陆（群英乡光国村）

李训澡（光坡镇妙景村）

杨生（本号镇军普村）

黎家忠（提蒙乡远景村）

黄召荣（隆广镇五一村）

“十佳帮扶企业”名单（空缺4家）

陵水健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海南自贸区众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陵水欣田旅业有限公司

陵水黎梦休闲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陵水鑫田休闲农业农村专业合作社

陵水喜鹤翔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月28日晚，陵水黎族自治县2019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晚会在陵水人大会堂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