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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我先行 幸福生活靠奋斗
■ 本报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 陈思国

为什么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为的是让老百
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如今，陵水黎族自治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10540户43035人，均已实现脱贫，
全县贫困发生率降至零，脱贫攻坚成绩斐然。

近日，陵水开展“脱贫之星”评选活动，寻找
通过自身辛勤劳动实现脱贫的贫困户，以他们
的脱贫事迹教育人、说服人、引导人，激发贫困

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
11月28日晚，在陵水2019年脱贫攻坚先

进典型表彰晚会上，10位“脱贫之星”向大家讲
述了他们的奋斗历程。

晚会上，陵水光坡镇妙景村村民李训澡打
扮得特别精神，“新生活，就要有新精气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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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在晚会上谈到
自己4年前的生活场景，李训澡几度哽咽：“用

行动，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黄觉出生于陵水县群英乡光国村的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因家庭生活贫困，2014年黄觉一家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靠着种槟榔收入，家里才
勉强供我读完大学。”黄觉回忆说，当年读书时生
活费还得跟亲戚朋友借。毕业后，黄觉发现种植
牛大力有“利”可图，几经波折后成功启动项目，今
年陆续卖出5万多株牛大力苗，净利润约有6万
元，收益可观。而今，黄觉有了更大的志向：“会继

续培育牛大力苗，寻求有意向的合作伙伴，再联合
村里的农户组成合作社，扩大种植面积，形成规模
化，让大家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梳理每一位“脱贫之星”的经历不难发现，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等不靠、主动
脱贫致富，以奋斗实现脱贫梦。

榜样的力量感染着每一个人。当天的晚会
临近结束时，在场全体人员还集体宣誓：“扛起
担当、扛起重任、扛起使命，冲锋在前、吃苦在

前、奋斗在前，勇于奉献、勇于吃苦、勇于实干，
向贫困宣战。不忘初心，全力奋斗，严守纪律，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陵水，不少群众听到“脱贫之星”事迹后
都竖起大拇指“点赞”，纷纷表态要像他们一样
积极行动起来，树立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思想
观念，克服“等、靠、要”的不良心态，苦干实干，
在脱贫致富路上发挥自身能动性，创造属于自
己的幸福新生活。 （本报椰林11月29日电）

“十佳脱贫之星”介绍

胡朝干（英州镇田仔村）

以技术领跑脱贫路

胡朝干是陵水英州镇田仔村村民，2012年
突患胃穿孔，让本就贫困的家雪上加霜。2014
年，胡朝干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在驻村工作队开展组织观看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后，胡朝干通过学习掌握了种养技
术。在驻村帮扶单位的带动下，他积极加入集体
合作社种植冬季瓜菜。同时，胡朝干还被推荐到
镇里就业，每月工资1200元，巩固了家庭收入。

2016年底，胡朝干主动申请脱贫。2017
年他扩大了冬季瓜菜种植面积，跟村里租下5
亩地种上苦瓜。为早日实现脱贫致富，胡朝干
还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投入苦瓜产业，当年就
收入3万多元。

2018年，胡朝干此前种植的100多棵芒果
开始结果。为扩大种植规模，他又租下300多
棵芒果一起管理，并通过扶贫小额贷款拿到了
3万元管理费用。钱有了，没有技术怎么办？
胡朝干便积极参加了镇里邀请专家人员到村开
展的芒果技术培训，学到了管理技术和方法。
2018年12月，胡朝干的芒果产量已达到3万
斤，当年收益几万元。

今年8月，胡朝干被村里评为脱贫致富带头
人。在他看来，发展产业靠的是技术：“不是不努
力，而是没技术，有技术引导才能实现脱贫致富。”

卓金珙（隆广镇红旗村）

念好养殖“经”走上致富路

卓金珙是陵水隆广镇红旗村岭仔二队贫困
户，家里一共3口人，卓金珙和弟弟卓金义、卓
金发一起生活，3人均未婚。为给父母治病，高
额医疗费使这个本就并不富裕的家庭彻底陷入
贫困。2016年，卓金珙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

帮扶责任人黄海江根据卓金珙家的实际情
况因户施策，帮助卓金珙在村里找了个治安巡
逻员的工作，月工资1000元；帮助卓金义在广
东青年职业学院食堂找到了工作，月工资3000
元；还帮助卓金发在深圳市优俊电子有限公司
找到了工作，月工资3500元。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彻底摘掉“穷帽子”，
经过市场调研后，卓金珙决定发展“稻香鸭”
养殖，以丰沃的水草喂食，在稻田和槟榔园区
域内养鸭子，凸显特色。2018年，卓金珙养
殖并出售了300只肉鸭，纯收入1.7万元。今
年4月，他养殖的600只肉鸭也陆续出栏上
市。

同时，卓金珙利用养殖带来的收益和两个
弟弟在外工作的收入，开发了自家的10亩坡
地，目前土地平整已完成。他高兴地说：“我下
一步也要‘跟跟风’，在咱隆广这‘菠萝蜜镇’发
展属于自己的种植业。”

陈川侨（本号镇祖关村）

种养产业让贫困户真脱贫

“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要想脱贫致富，除了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还需要自己的努力，不然人
家怎么帮忙都富不起来。”作为一名脱贫户，陵
水本号镇祖关村村民陈川侨说起自己的脱贫经
验，感慨颇深。

陈川侨家有4口人，长期以来因缺少生产
发展资金和技术，2016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4年以来，他在享受国家各项扶贫和惠
民政策的同时，通过参加脱贫致富夜校和其他
途径学习了扶贫政策和致富技术，积极发展起
家庭种养业。陈川侨先后投资5000多元建起
了猪圈，养了2只母猪、20多只猪仔，现在每头
猪仔都能卖上三四百元。今年，他还计划继续
扩大养殖规模。

近年来，陈川侨一家还积极利用本家坡地
林地发展家庭种植，陆续种植了5亩益智，150
株橡胶，近1000棵槟榔，如今仅槟榔带来的年
收入就有近1.5万元。而在正常发展水稻种植
的同时，陈川侨一家每年还投资种植冬季瓜菜，
在他们一家的带动下，祖关村村民也积极发展
家庭种养业，全村呈现出一片发展景象。

陈川侨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被推荐担任河长制
巡查员一队的队长。在他的领导下，队伍表现优秀，
受到村“两委”的高度赞扬和村民们的高度认可。

陈亚仁（本号镇长埇村）

圣女果成为脱贫致富“金果果”

陵水本号镇长埇村村民陈亚仁，过去家里
经济来源仅靠他一人打零工，无法支撑两个孩
子读书和家庭的日常开支。

自从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陈亚仁鼓足
了干劲。2014年，他和妻子吉梅在家从事圣女
果种植，除了家里的1.2亩田地外，他们还承包
了本村的4亩田地开展种植。2015年，陈亚仁
转变劳作思路，一边在圣女果育苗基地打工，一
边学习培育圣女果苗和种植技术。他很快就掌
握了“什么时间播种”“什么时间捡苗、施肥、打
药”等方法。经过不懈努力，陈亚仁夫妇成功种
植出了高产质优、大受市场欢迎的圣女果，自己
也获得了第一桶金。

2017年，陈亚仁夫妇还与别人一起承包了提
蒙乡老长村15亩田地，用于种植圣女果。在其辛
勤努力下，当年的圣女果又获得了好收成。2019
年他们又养了鸭、鸡，种植圣女果苗25万株。

今年，陈亚仁夫妇同合作伙伴加大投资，在
提蒙岭头园承包20亩田地，搭建了50个铁棚用
来培育45万棵圣女果苗，总投资25万元左右，预
计总收入可达40万元，陈亚仁夫妇占股30%。

在与陈亚仁交谈中，他笑着说：“现在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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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觉（群英乡昌旦村）

牛大力铺就脱贫路

黄觉是陵水群英乡光国村昌旦村民小组村民，
父母均在家务农。因家庭生活贫困，2014年，黄觉
（户主黄密陆）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但靠着
种槟榔的微薄收入，坚持供黄觉上完了大学。

2017年，黄觉毕业后曾在酒店、养鸡场、养
猪场打过工。2018年6月，黄觉带着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勤劳致富的决心，回到家乡探索“致
富之路”。望着家里的十几亩土地，他萌生了种
植牛大力的想法，但是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强烈
反对。母亲胡月荣认为，家里好不容易培养出
一个大学生，现在反而要回家种地当农民，他们
心中千万个不愿意。

看出父母的担忧，黄觉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原来，他通过调查了解到，昌旦村的地理位置和气
候环境非常适合种植牛大力，而且牛大力的种植
管理比较简单，投资风险低，市场利润大，未来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争取到父母的同意后，他
开始着手相关的准备工作。除自费到公司学习
种植技术外，他还经常观看扶贫电视夜校，并为
凑齐启动资金申请了扶贫小额信贷2.5万元。

今年6月至9月，黄觉种出来的5万多株牛
大力苗为他一家带来了约6万元的收入，效益
十分可观，而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返乡创业的
路没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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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陈亚仁、黄觉、李训澡等10人获评“十佳脱贫之星”称号。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黄志朝（英州镇田仔村）

发展生产 主动脱贫

陵水英州镇田仔村村民黄志朝，2014年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为了生计，他曾到
处打零工。赚来的微薄薪水用来付3个孩子的
学费，维持家里的日常支出。“我妻子的腰不好，
但是她也坚持在家里养猪、养鸡。”黄志朝无奈
地表示，尽管如此，但由于家庭负担重，他们一
家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帮扶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的带动下，以及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帮扶责任人的关怀
帮助下，黄志朝在2017年冬季开始种植瓜菜。
当年，3亩苦瓜为他带来了2.6万元收入。2017
年12月，黄志朝主动申请脱贫。

2018年，黄志朝继续种植苦瓜，4亩苦瓜
的收入为3.2万元。2018年12月，陵水雷丰芒
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培训，黄志朝学到了芒
果种植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如今，黄志朝靠着
种植芒果，每年收入能达到2.8万元。2019年
4月，黄志朝还申请加入了集体合作社，种植20
亩玉米，3个月后获得了4.5万元收益。

2019年8月，黄志朝被评为脱贫致富带头
人。他说：“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脱
贫路上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每一个人。尤其
是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无
论风雨，他们都没忘记我们一家的生产生活。”

黎家忠（提蒙乡远景村）

做脱贫致富的先行者

黎家忠是陵水提蒙乡远景村广廊园村民小
组村民，2014年8月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黎家忠夫妻两人扛
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不等不靠，起早贪黑辛勤劳
动，供养子女读书。

2016年，黎家忠摸索种植了2亩圣女果，
一季辛勤种植，让他获得了8000元的收入。而
在种植了冬季瓜菜后，他又通过摸索种植蔬菜
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2017年，他将圣女果种
植扩大到了6亩，经过半年劳作，3万元利润顺
利收入囊中。在收完圣女果后，他又利用闲暇
时间继续种植蔬菜补贴家用。

2018年，因圣女果收购价格走低以及种植
成本的提高，导致当年种植的圣女果没了利
润。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在冬季瓜菜种植过后，
黎家忠每天凌晨3点就开着三轮车到陵水县城
采购蔬菜，再运到提蒙乡的农贸市场上贩卖。
辛苦的劳作换来了喜人的成果，同年10月，黎
家忠家危房改造完成、收入达到脱贫标准。当
年12月，黎家忠顺利脱贫。

经过几年的奋斗和政府的帮助，黎家忠一
家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现在家庭生活过得非
常幸福，之前的付出都有了回报，再苦再累也都
值得。”黎家忠表示。

李训澡（光坡镇妙景村）

发展产业走上幸福路

陵水光坡镇妙景村村民李训澡，2015年
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府的帮扶以及
自身努力下，他大力发展养羊产业和圣女果种
植产业，并多方向人请教学习养殖和种植技
术，于2017年底顺利脱贫。

“政府的帮扶是场及时雨，想改变就要谋
出路。”这是李训澡跟帮扶责任人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

李训澡一家共有3口人，因缺资金、缺技
术，原先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李训澡打零
工，收入微薄。

去年，在镇政府帮助下，李训澡在村里
找到了保洁员的工作。同时，他还发展起
养羊产业和圣女果种植产业。每当产业发
展中遇到问题，李训澡都主动向技术人员
请教，并积极参加镇政府组织的扶贫夜校
和养殖、种植技术培训班。去年底，李训澡
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达到脱贫标准，教育、
医疗、住房等三保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顺
利脱贫。

脱贫后，李训澡继续发展产业，在帮扶人
许连辉的鼓励下，其弟李训师思想也发生改
变，不等不靠，主动外出打工增加家庭收入，进
一步改善生活，带领家人一起脱贫致富。

杨生（本号镇军普村）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在陵水本号镇军普村放马一村民小组，有这
样一户家庭。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个家庭里
却只有3个男人。户主杨生和他39岁尚未结婚的
弟弟杨雄，以及杨生18岁的儿子一起生活。自儿
子3岁半起，杨生就独自抚养他。

只有3个男人的家庭生活不容易，十几年
来，杨生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努力照顾弟弟和儿
子。在送孩子去职业学校上学后，杨生还外出
务工当厨师挣钱养家。2011年至2017年期
间，杨生在三亚当厨师，凭借着努力和勤奋，月
工资从2000元提升到3500元。但2017年初，
负责照看孩子的长辈因病去世，杨生不得已又
辞职返乡务农。

回村以后，杨生不等不靠，努力工作养家糊
口。2017年，杨生在家养了2头母牛，同时当上
村级卫生员，每月收入1200元，一年下来收入也
超过万元。弟弟杨雄则在三亚做保安工作，每月
收入2200元。当年，杨生一家顺利实现脱贫。

为了增加收入，从2018年到2019年，杨生积
极打零工，一年下来收入就有6000元。在帮扶责
任人宣传和帮助下，杨生还买了100株百香果苗种
到果园里，目前百香果苗已经开始开花结果。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在杨生看来，
十分契合他们一家人的脱贫之路。

黄召荣（隆广镇五一村）

知识成就“逆袭人生”

黄召荣现年40岁，是陵水隆广镇五一村挪
德村民小组村民，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黄召荣家中有5口人，因父亲长期患有精
神疾病、母亲患有高血压，加之农田缺水及自身
发展动力不足致贫。在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之前，黄召荣一家仅靠1.28亩有效灌溉田种植
水稻及打零工维持生计，家庭收入低。

自从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展开后，黄召荣转
变了保守的思想观念，积极谋划脱贫致富之
路。2016年，在各级帮扶部门帮助、引导下，他
养殖阉鸡100只，收入4900元。

尝到了增收“甜头”，黄召荣积极参加实用
养殖技术培训班，学习养殖、防疫、管理等知识。
2018年，他瞄准市场，利用赚来的第一桶金投资
养殖了2000多只山鸡，年纯收入达5万元。

与此同时，镇政府还发给他3只“扶贫山
羊”，加之自行购买的5只山羊，黄召荣又发展
起养羊产业来。现在，他养殖的山羊存栏已有
89只，收入逐年增加，顺利实现脱贫。

今年，黄召荣又加入陵水隆广鑫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挥自身能力，带动部分贫困户发
展养殖产业，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成为其他
贫困户学习的好榜样。

（本报记者 丁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