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澄迈新发展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李冰 美编：杨薇B07

澄迈县中小学生校园
足球联赛落幕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曹玉金）11月25日，由澄迈县教育局、共青团
澄迈县委共同举办的2019年澄迈县中小学生校
园足球联赛暨澄迈县青少年足球联赛圆满落幕。

此次比赛为期3天，来自澄迈县多个小学、初
中、高中学校的20支球队共272名运动员参赛。
经过45场激烈角逐，小选手们共奉献出了268粒
精彩进球。最终，小学组冠军花落海南老城经济
开发区谭昌实验学校，初中组和高中组冠军均由
澄迈中学获得。

据了解，澄迈中小学足球联赛已连续举办4
届。共青团澄迈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固
本强基，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发展环境，助力澄迈
足球事业腾飞。

“在旅游扶贫过程中，部分贫困
户参与程度低，不主动参与务工和
农产品销售，确实是不可忽视的问
题。”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扶贫要扶智，为了提升贫困群众
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澄迈通过完
善贫困村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开展
文化惠民工程。

2019年，澄迈计划新建农村文化
室28间、篮（排）球场50个，安装健身
路径10套。目前，28间农村文化室
已全部开工，其中13间已完成封顶；
50个篮（排）球场已开工；10套健身路
径已完成安装。同时，澄迈县有关部
门主动送文化下乡，组织开展群众文
艺汇演、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

动。目前，已组织“戏曲进乡村”活动
17场、“戏曲进校园”活动10场、电影
下乡2232场、歌舞下乡14场；举办

“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
读实践活动22场次，参与人数超过
1.36万人次，捐赠了1.2万余册图书，
推动全民阅读工作。

此外，澄迈县还积极组织“旅

游扶贫重点村”和“旅游扶贫示范
村”派人参加省旅文厅举办的乡村
旅游扶贫培训班，举办澄迈县乡村
旅游扶贫培训班并组织各旅游企
业、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参加，期望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旅游扶贫服务
技能和素质。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11月26日傍晚，阵雨过后的澄迈县金江镇
透着些微凉意，而澄迈万泰体育馆却迎来一天中
最火热的时刻。打羽毛球、跑步、练瑜伽、射箭
……馆内随处可见一个个矫健的运动身影。

“我一个星期来3次，每次打一个小时的乒乓
球。”在收银台前，金江镇居民李丽付完款，便急忙
走向乒乓球台，和约好的朋友们一起挥洒汗水。

“健身要有专业教练和器材，不投资怎么出成
效？”26岁小伙李声随早已习惯了在跑步机上挥
汗如雨。以前，苦于家附近没有专业的健身馆、运
动场，爱运动的他只能到几公里外的绿地广场跑
步锻炼。2017年，万泰体育馆配套建起了健身
房，吸引了一批健身爱好者聚集在此。一年前，李
声随办了健身年卡，每周至少5次来此锻炼，风雨
无阻，如今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型男”。

晚饭过后，48岁的金江镇居民李叔也来了。
与年轻人追求形体美的运动需求不同，喜欢“举
铁”的李叔则更看重的是健康。“几年前，身体瘦弱
的我整天没精打采，现在运动快两年了，找回了一
些青春时期的激情，身体壮实起来，人有了力量，
精气神也好。”

18时许，健身房里响彻动感音乐，跑步机上
的脚步声如同打着节拍；瑜伽房里，健身者舒展着
身体，慢慢消解了一整天的疲累……

万泰体育馆的老板潘少丹从2014年开始涉
足健康文体产业。“一是自己喜爱体育，另外也是为
了填补澄迈体育场馆的空白，丰富家乡人民的生
活，体现了自己作为澄迈人的一种责任与担当吧。”
潘少丹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
视健康美观的体魄，在澄迈，健身已经形成一种既
时尚又大众的热潮。如今，她的这家体育馆办得红
红火火，日均进馆运动消费人数在600人次以上，
平均每月还会举办三四次规模不等的体育赛事，为
当地大众体育娱乐和竞技体育事业增添不少亮点。

20时30分，夜色渐深，运动之后的健身者们零
星走出场馆，他们脸色红扑扑的。刚打完羽毛球的
蔡容秀和朋友一起来到咖啡馆，点了几杯咖啡坐着
聊天，“打两个小时的球，出出汗，再品一杯咖啡，闻
着花香，听听虫鸣，一整天工作的疲惫全没了。”蔡容
秀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

健身热“点亮”
澄迈夜生活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这些鸭子已经养了40多天，再
过几天就可以卖了。”11月 27日上
午，在澄迈县加乐镇加朗村一处水田
边，村民王贤祥一边给鸭群投喂饲料，
一边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今年以来，王贤祥已经卖出3万
多只肉鸭，收入25万元，脱了贫，也盖
了新房，成为乡邻口中津津乐道的脱
贫典型。

然而，就在几年前，王贤祥家还是
另外一种光景。“以前，从年初忙到年
尾，收入不够家庭开销，经常凑不够两
个孩子的上学费用。”王贤祥说，当时
他的家庭收入以种植水稻和橡胶为
主，种植面积少，经济效益也不佳。最
艰难的日子里，一家人挤在透风漏雨
的老旧瓦房里，拿不出钱盖新房。

2014年，王贤祥家被纳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这一年，政府指派的帮扶
责任人向他详细讲解“两不愁三保障”
及产业、教育、医疗扶持等相关优惠政
策，同时鼓励王贤祥夫妻二人，通过劳
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当年12月，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
下，王贤祥开始养鸭。他申请了政府

贴息小额信贷2万元，购进了3000只
鸭苗，并在村外选了一块靠近水源的
空地，自己动手搭建了一座鸭棚和简
易小屋。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王贤祥吃
住在养鸭基地，全身心照顾第一批来
之不易的肉鸭鸭苗，但还是碰到养殖
技术难题和生活环境的考验。没过多

久，鸭群患病，损失了几百只小鸭。焦
急的王贤祥到处向人请教，向畜牧站
技术人员学习养鸭经验和技术，通过
网络自学，积累养殖经验。

3个月后，第一批2000多只肉鸭
顺利出栏，销售收入3万多元，除去
养殖成本，王贤祥净赚了1万多元。
第一桶金更加坚定了他养鸭致富的

信心。
自从养鸭后，王贤祥从早到晚忙

得不亦乐乎，还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
“养鸭经”。加朗村的撂荒地很多，王
贤祥充分利用这些撂荒地，给鸭群开
辟了好几个放养场所。“在同一片水田
里养久了，鸭子没有鱼虾可吃，增加饲
料成本，一旦生病还容易相互传染。”
王贤祥说，每购进一批新鸭苗，他会重
新寻找一片放鸭场所。

因为他养鸭子养得好，不少收购
商主动上门求购，逐渐形成稳定的销
售渠道，王贤祥的收入也越来越稳
定。2017年，在政府的帮扶下，王贤
祥家实现危房改造，并顺利脱贫。到
2018年，王贤祥再次申请 5万元贷
款，扩大养殖规模，全年养鸭2万多
只，收入十多万元。王贤祥另起了地
基，给大儿子建了一套新房。今年年
初，王贤祥还鼓励妻子去海口找了一
份工作，每月能挣2000多元。

“只要肯干、有信心，就会越干越
有劲，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王贤祥
最近看准市场行情，购进了2700只蛋
鸭苗，计划拓展养殖范围，不光卖鸭
子，还要卖鸭蛋。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

澄迈金江镇依法拆除
违建6300多平方米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黄承宝）11月27日，澄迈县金江镇联合澄迈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金江镇美亭责任区黄竹村双峰
岭美亭泉庄园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此次拆除行动共计出动165人、大型拆除工
程机械4台（炮机），拆除违法建筑10宗，共计拆
除违法建筑面积6352.99平方米。

澄迈县金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加大整治违建力度，逐项突破，积极做好整体拆
除、重点区域管控等工作，进一步细化措施，加快
存量消化，杜绝新增违建；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
的态度，强力推进“两违”整治工作，坚决遏制“两
违”行为，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澄迈创新旅游消费模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旅游+扶贫，乡村振兴步伐稳

澄迈县加乐镇加朗村村民王贤祥养鸭脱贫，一年收入25万元

向着致富目标，一路“冲鸭”

91岁阿公成“网红”
抖音视频引发爱心潮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家专）日前，澄迈县永发镇赛玉村91岁的五
保户阿公林兹兴的一组视频在抖音App上走红，
不少网友发起爱心捐助，想给老人送去温暖。

这组视频的拍摄者是澄迈县永发镇赛玉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的队员们。为了记录驻村期间的日
常点滴，他们利用线下时间拍摄驻村工作短视频，
上传到抖音App。最先引起网友关注的一条视
频摄于8月31日，在视频中，林阿公向工作队求
助，说自家的锅坏了，队员们立即去他家里了解情
况。队员们热情友善的服务态度，真实可信的场
景记录，让网友们纷纷点赞。目前这条视频已有
38.4万播放量，收获了6214个赞和1034条评论。

此外，还有好几个关于林阿公和工作队队员
其乐融融互动的视频都得到了10万以上的点击
量，无数网友表示“感动”“暖心”“正能量”，多部视
频均上了抖音热门。

许多网友一同加入了关爱五保户阿公的行
列，寄来了不少食物、生活用品。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朱材权表示，非常感谢网友们的爱心和对乡
村振兴工作队工作的肯定。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妈妈，我又摘到一只
大石榴啦！”日前，在澄迈县
福山镇洋道村的石榴采摘
园中，5岁的海口小游客心
怡惊喜地向母亲展示她的
采摘成果。当天，海口8所
幼儿园组织师生、家长700
余人来到洋道村体验乡村
旅游的快乐，在爱心扶贫集
市上选购凤梨、福橙、椰子
等农产品。

像这样的旅游消费扶
贫活动，洋道村每周都会举
办。今年以来，洋道村以“乡
村旅游+农家饭+石榴采摘”
农旅模式，接待旅游团235
个，游客约1.55万余名，实
现旅游消费以及农产品销售
总额约119万元。

澄迈乡村旅游消费扶
贫为何如此火热？近年来，
澄迈县积极探索和创新“旅
游+扶贫”模式，通过打造
“旅游扶贫示范村”、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精准营销开发
乡村旅游产品等措施，大力
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并
取得良效。

位于金江镇的高山朗村是澄迈
县的红色老区，出过108名烈士，是
全县革命烈士最多的村庄之一。高
山朗村也是澄迈县“十三五”整村推
进贫困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61
户277人。

2017年，澄迈县委、县政府着力
打造“党建+红色旅游”项目，规划开
辟了一条红色之旅线路。游客可从高
山朗村乘船出发，上岸后沿龙江乌什

村、九京村、泉水村急行军8公里，最
后到达塘北村。每逢节假日，高山朗
村就会迎来不少游客，这也给村里的
贫困户带来了打工机遇。

依托红色资源，包括高山朗村在
内的沿线村庄共同成立了红色旅游合
作社——澄迈万之源旅游合作社，将
137户644名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合作
社，分别负责服装、餐饮、撑船等工作，
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的带动作用。

“政府给大伙安排工作，让我们端
上旅游‘金饭碗’，真正实现了增收脱
贫！”高山朗村脱贫户徐文德高兴地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7年底，高山朗村实现整村脱
贫。今年，高山朗村成功创建为当地
的“旅游扶贫示范村”，整合周边优质
资源，优化红色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产
品质量，积极融入琼北红色旅游圈。
今年以来，参与体验这条红色之旅线

路的游客约1385人次，收入13.85万
元，纯利润6.95万元。

“乡村旅游市场增长迅速，潜力
巨大。”澄迈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0年，澄迈将打造包括高山朗村
在内的6个“旅游扶贫示范村”，同时
创建为椰级乡村旅游点，为贫困人口
就业、创业、增收提供平台，用绿水青
山撬动“美丽经济”，使乡村更美农民
更富。

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精准营销，是
澄迈县开展乡村旅游消费扶贫的另一
个有效手段。

澄迈县一方面以“乡村振兴”为
抓手，积极策划乡村旅游文化活
动，通过旅游推介会、主题活动和
网络媒体等一系列载体，开展乡村
旅游扶贫宣传；另一方面将农旅进
行充分融合，从每年 4 月的桥头地

瓜品牌推介活动、6 月的“瑞溪三
宝”品牌推介会再到10月的国庆美
食之夜暨旅游消费促销活动……扶
贫产品推介与旅游产品营销携手出
击，活动连连。

同时，澄迈县还借助省内外各种
会展平台，积极开拓省内外旅游扶贫
产品市场。今年6月，2019第三届北
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上，

澄迈城市形象馆亮点纷呈，福山咖啡、
侯臣咖啡、桥头地瓜、瑞溪“三宝”、椰
仙苦丁茶、桥头诺丽、加乐黑豆腐等产
品现场展销，吸引眼球无数。在省外，
澄迈县组织人员积极参与2019年西
安丝绸之路国际旅博会、第十五届海
峡旅游博览会、第十五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第二十四届北方旅游交

易会等展会，热情推介当地的人文风
光，积极开拓省外旅游客源地和文旅
产品市场。

此外，澄迈还动员旅游文化企
业参与消费扶贫，大力宣传推广澄
迈爱心扶贫网，鼓励旅游景区、旅
游酒店、旅行社等企业采取“以购
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爱心
扶贫产品。

串点成线 创建“旅游扶贫示范村”

精准营销 农旅结合推广特色产品

补齐短板 文化下乡助力农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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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爱心扶贫大集市
在老城镇开市

本报金江11月28日电（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11月28日
上午，澄迈县“爱心扶贫大集市”百
场百家活动在老城镇四季康城广场
前热闹开市。来自多个乡镇的贫困
户及有贫困户参与的专业合作社、
扶贫企业带着蔬菜瓜果、畜禽、蛋
类、海鲜等农产品前来参加，当天销
售额约7.53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福
橙、白莲鹅、大茂酸菜、慧牛牛肉、牧
流羊奶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我
自家养的20只鸡每只卖120元，不
到两小时就全部卖完了。”金江镇贫
困户王明俭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称
赞扶贫集市帮她解决了肉鸡销售难
题。

当天，扶贫集市上销售的产品
有57个品种，澄迈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各镇干部职工以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共500余人参加了爱心
认购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开市前，澄迈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现场销
售的农产品进行了快速检测，均未
发现农药残留。

本次活动由澄迈县供销社牵
头，澄迈县商务局、澄迈县扶贫
办、澄迈县工商联和老城镇政府
承办。

澄迈县加乐镇加朗村脱贫户王贤祥在鸭棚忙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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