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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场获评全国“最美绿色食品企业”，年产茶叶40吨

澄迈苦丁茶“泡”出甘甜味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6月16日下午2时许，澄迈县金
江镇万昌村，太阳还在正头顶炙烤，
郑步清和张美燕夫妇吃完午饭，埋头
在地里种植香蕉苗。放眼望去，广阔
的红色火山岩土壤上，点缀上一行又
一行青葱绿。

“脚下这60多亩地，要不是当年
在苦丁茶场干工有点积蓄，哪有底气
租这么大面积，更别说干了这么多
年。”郑步清停下手中的活，一边擦汗
一边说。

郑步清所说的茶场就是澄迈万
昌苦丁茶场。20多年前，靠近火山
岩喷发地的万昌村，虽然土壤肥沃，
但交通闭塞，村民穷困，村中男子很
多找不着媳妇，直到退休返乡的郑成
锦办起澄迈万昌苦丁茶场。

“我是村里第一批去当工人的，育
苗圃、采茶、建茶厂，当时干得热闹。”
郑步清说，那时他刚25岁，看到原本
不通水电公路的寂静村庄，突然轰轰

烈烈办起茶场，不由地心潮澎湃，当即
前去应聘，成为茶园管理工，每月多出
2000多元的收入。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随着茶场的
发展，外地的年轻姑娘们也都闻名前
来求职，采茶、制茶的队伍不断壮大。

1996年，来自昌江黎族自治县的
张美燕经由嫁到万昌村附近的堂姐介
绍，和3个姐妹一道来到万昌苦丁茶
场。日常频繁的接触中，张美燕与郑步
清互生情愫，自由恋爱，很快结为夫妻。

“自茶场建起来，不只我的生活发
生了改变，像美燕一样，嫁到我们村子
的外地姑娘有10多个。”郑步清笑着
说，万昌苦丁茶场不仅给村里单身男
青年送来就业岗位，还“送”来媳妇。

2003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
郑步清，与妻子商量后从茶场辞职，

利用二人在茶场赚取的第一桶金，也
学着郑成锦的样子开始创业，起早贪
黑，打理出一片自己的庄园，种植香
蕉和冬季瓜菜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第二
年，郑步清夫妇就赚得了20多万元。

2013年，郑步清夫妇掏出60多
万元，率先在村里盖起两层楼的别
墅。而此时，昔日贫穷落后的万昌村
已不见踪影。在万昌苦丁茶场的带
动下，村庄呈现一派活力。投资考察
者、游客不断涌进乡村，郑步清夫妇
的瓜菜、水果一直都不愁卖。

“明年3月这批香蕉成熟，除了
卖给收购商，还能承接来茶场观光
的游客体验采摘，预计最少能收入
60多万元。”郑步清憧憬道。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22年坚持，118次献血，165000
毫升血量，4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1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特
别促进奖”……这些数据是澄迈县金
江镇土尾村村民王泽谦的献血记录。

“献血是我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
了，可以挽救他人最宝贵的生命，愿意
一直坚持下去。”今年50多岁的王泽
谦，从捐献全血到捐献机采血小板，从
一个人献血到带领村民一起献血，他
一直在无偿献血公益路上默默奉献，
传递“爱的暖流”。

身体力行普及献血知识
1998年 10月的一天，当时在海

口打工的王泽谦机缘巧合成功献血。
自此，他便与献血结下不解之缘。即
使2003年回乡务农，王泽谦依然不间

断地献血，一坚持就是22年，如今王
泽谦的无偿献血证已有十几本，献血
荣誉证书也越来越多。

“以前我的生活很困难，在大家的
帮助下日子慢慢越过越好。我只是一
个农民，献血是我回报社会的最好方
式！”谈起献血的初衷，王泽谦说。

起初，对于他坚持无偿献血的行
为，家人和乡邻并不能理解，甚至遭到
不少关心他的人反对。王泽谦就一遍
遍地向周围人讲解献血的益处和意
义。久而久之，王泽谦热血公益、无私
奉献的精神，赢得了村民的尊重。2016
年底，在村民的信任下，王泽谦被推选

为土尾村民小组组长。平时一有机会，
王泽谦就向村民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并
开始每年组织村民共同献血，帮助他人。

“我们都知道组长是位好心人，一
直以来，因为他的感召，我们村的人都
变得非常有爱心，大家都愿意跟着他
一起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村民王恩海
说，在王泽谦的感染下，村民互帮互助
多了，关系更和谐了。

组建村民献血团
2017年2月15日，一辆血液中心

献血车从土尾村缓缓驶出，在王泽谦
的鼓励下，全村50多位村民共同奔赴

省血液中心，为他人捐献自己的热血，
缓解春节过后我省血液库存紧缺的状
况，以保证临床医疗用血需求。这是
土尾村第一次组织集体献血。

当时，七八名在海口当地务工的
同村村民也来到省血液中心，其他没
抽出时间的村民后续自行前去献血，
全村的中青年凡是身体条件符合献血
要求的，都参与到其中，被称为“海南
首个全村村民献血团”。

“大家都以能成功献血为荣。”村
民王泽卫说，正是在王泽谦的宣传和
影响下，他改变了对献血的偏见，认识
到定期献血不但不影响健康，还可以

起到降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及癌
症的作用。

春节期间组团献血已经渐渐成为
土尾村的一个惯例。据了解，土尾村
的村民在成功献血之后，都加入我省
的“临时移动活血库”。村民们为能随
时准备为有需要的患者贡献出自己的
热血而骄傲。

2018年7月，王泽谦登记成为人
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他说，“百年
之后，将有用的器官捐献给最需要的
人，为挽救他人生命作出最后的贡献，
以帮助更多的人”。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

澄迈开展
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于亚楠）6月17日上午，澄迈县全民阅读下基
层暨“乡村文明”宣讲活动走进澄迈县大丰镇才
存社区，通过向社区赠送书籍、书画作品，开展

“乡村文明”宣讲等形式，使基层干部群众体会
读书的乐趣，推动澄迈县全民阅读工作及乡村
振兴工作向纵深发展。

赠送书画、书籍，宣讲乡村文明及文明家
庭创建……现场气氛热烈。随后，各位书画家们
在现场挥毫泼墨、题字作画，将一幅幅笔精墨妙
的书画作品赠予到场居民。

“我是来观摩学习的，今天的活动对我们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要把好的经验学回去，做
好宣传和推广，为下一步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
到文儒镇开展做好准备。”澄迈县文儒镇干部
姚春生说。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充分认识到全民阅读
的重要性，也对才存社区创建文明乡村具有深
远意义。欢迎更多相关活动来我们社区开展，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书香溢满澄迈各地。”澄
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多群高兴
地说。

据了解，澄迈县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由澄
迈县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
部、澄迈县文联、澄迈县新闻出版局、澄迈县新
华书店、各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等单位
提供支持。

澄迈供电局解决灌溉用电难题

助力农业果蔬飘香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潘阳红）“今年香蕉能丰收多亏了供电局帮我们
解决灌溉用电问题。”6月18日上午，澄迈县桥
头镇美丁村村民王辉看着自己熟透的香蕉笑着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道。

美丁村位于桥头镇西部，是桥头镇重点果蔬
种植区域，主要以种植香蕉、各类蔬菜为主。由
于种植地偏远，供电半径长、电源点少，该地在
用电高峰时低压偏低，导致该地农业灌溉遇到极
大的困难与挑战。

得知这一情况后，澄迈供电局桥头供电所
党支部发挥党员作用，通过主动上门走访客户
了解实地情况，协调计划建设部、生产设备部在
美丁村新增建设两台变压器。原本需要半年的
工程量，仅两个月时间提前建设完工并投入营
运，及时解决了美丁村因电压低而难以种植的
困境。

澄迈供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还将继
续充分利用计量自动化系统加强台区低电压的
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并加快台区低
电压整治项目的实施进度，用责任和担当助力
农业果蔬飘香。

澄迈启动
“基层党建三个年”活动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李庆巍）海南日报记者6月17日从澄迈县委
组织部获悉，为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澄迈
启动“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强化年”“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提升年”“高素质基层队伍建设年”三个
年活动。

澄迈将加快推进农村基层党建“4321”工
程，探索建立党员创业致富帮扶机制，培养5名
省级农村党组织书记标兵, 200名具有带头致
富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作用的农村党员；新建、
修缮一批村级组织、两新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党
建制度上墙，加强村级场所规范化管理，着力解
决“管、用”顽疾，高质量打造2个省级、5个县级
特色党建示范点，实现全域提升；探索建立效益
增收奖励机制，按照每村50万元标准继续扶持
30个村，有效激发村干部深入挖掘本村优势资
源，发展集体经济；探索通过村企合作、产业融
合、“跨村联建”等模式，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力争75%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
做深做细做实乡村振兴“三大人才工程”，激励
更多人才到乡村干事创业。

澄迈将健全定期研讨机制、常态巡查机制、考
评问责机制，深化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持续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一步管好用好驻村帮扶队
伍，加快推进农村基层党建“4321”工程，着力打
造乡村人才高地。

澄迈县残联“送教上门”
让特殊儿童享受“特别的爱”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叶上荣）6月16日上午，澄迈县残联、澄迈县特殊
教育学校工作人员、教师走进澄迈县金江镇长安
区开展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关爱活动。

在活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老师们每
到一处，根据每个孩子的智力和认知能力，对孩
子肢体、言语、智力等方面进行训练指导，与孩
子互动，做游戏、教孩子认识数字，同时送上爱
心慰问品。

澄迈县特殊教育学校负责人介绍，“送教
上门”主要针对有重度残疾的学生，这些孩子
在生活上基本无法自理，有的无法行走，为了
让他们享有学习和培养兴趣的权利，更重要的
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今年以来，澄迈县残联共为37名残疾学生开展

“送教上门”。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一片茶叶到一杯清茶，也许只
要数小时的制作时间，也许，会耗
费数十年的光景。

澄迈万昌苦丁茶场创始人郑成
锦今年86岁，1993年回乡创业那
一年，他已近60岁，别人眼中的“退
休老人”，却选择创业种茶，希望改
变贫穷落后的家乡。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澄迈县
金江镇万昌村原来的荒地变成了
良田，四通八达的道路穿过千余亩
茶园，脱贫致富的农民，在村子里
盖起一栋栋装修精致的楼房。

好山好水出好茶，绿水青山成
为金山银山。近日，国家农业农村
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全国“最
美绿色食品企业”评选结果，澄迈万
昌苦丁茶场榜上有名。

6月 16日，和煦暖阳沐浴着万
昌村，挎着竹篓的采茶村民三五成
群走进苦丁茶场，阵阵微风让茶
树、果木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让
人沉醉。

1993年，退休后的郑成锦回到
家乡澄迈，看到万昌村因地处偏僻
而穷困潦倒，不甘人后的他决定创

业。
由于长期和土地打交道，郑成锦

具备一定的农业知识，后在海南大学
农学院教授刘国民等人的帮助下，他
找到了种植海南苦丁茶的路子。
1994年，郑成锦“秘密”创办澄迈万

昌苦丁茶场。
为何要“秘密”创办茶场？因为

创业条件太艰苦了。起初他根本没
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成功，所以没有告
知亲朋好友，也没有向当地政府报
备，只凭着一股愚公移山的斗志，悄

悄在万昌村的荒山上平整出千余亩
土地，垦出了一片茶园。

“当时就想秘密行动嘛，就算失
败了也不丢脸。”郑成锦回忆道，当时
的万昌村没水没电没路，顽石满坡、
杂草丛生，光是解决通水通电通路的

问题，就几乎耗尽了他和妻子前半生
的积蓄。他用“刀耕火种”形容当时
垦荒劳作的艰苦情形。

后来，实在没钱给工人们发工
资了，郑成锦放下面子，给远在广州
工作的儿子和女儿“求援”，最终在
儿女们的“接济”下，才捱过了最艰
难的日子。

如品苦丁茶般，生活也终于苦尽
甘来。1995年，茶场收获了。品质
出众的澄迈苦丁茶，一经投放市场就
大受青睐，郑成锦赚到了第一桶金。

“澄迈‘世界长寿之乡’的美誉
不是虚名，这块富硒土地，用心就一
定能种出好东西来。”郑成锦说，澄
迈万昌苦丁茶是利用五指山地区千
年野生古茶树的树枝进行人工培育
而成，茶叶的烘焙工艺，则结合澄迈

火山岩地貌特色进行了改良，“以火
山石炙烤，祛除了苦丁茶部分寒凉
气息，让茶饮更加健康，口感更好，
味更香”。

1998 年，海南建省 10 周年之
际的海南国际椰子节上，参展的澄
迈万昌苦丁茶被一抢而空，更引来
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争相洽谈。当

年，万昌苦丁茶场创下300多万元
销售利润。

茶路子走对了，跟着种茶、制茶
的村民渐渐多了起来。不知不觉，万
昌苦丁茶场的茶园涌进了200多名
工人，除了本地及其周边群众，还有
来自海口、昌江、东方、白沙等地的村
民，其中不少年轻的姑娘，后来都嫁

进了村子。
今年48岁的万昌村村民郑国成，

当年就是村里的大龄“剩男”，因为家
境贫寒，27岁时还没娶到媳妇，直到
1998年，在茶场结识了海口姑娘吴华
玲，俩人喜结姻缘。如今，郑国成夫
妇仍在万昌苦丁茶场务工，管理着10
多亩茶树，他们的家就在茶园附近，

前几年新盖了楼房，购买了轿车。
“这些年，受益于苦丁茶产业，万

昌村的变化可大啦！”郑国成感慨道，
万昌村全村112户600余人，目前在
万昌苦丁茶场务工的有160多人，还
有一些人在茶场务工攒下钱后就独立
出去做起了生意。近些年，全村30多
户村民购买了私家车，原本闭塞的村
庄已经道路通畅，驾车从村里出发，沿
高速路到海口只需30分钟。

然而，毕竟年过六旬，随着茶场
日益发展壮大，郑成锦和妻子渐渐力
不从心。1999年，儿子郑川、女儿郑
丽娟双双辞去广州高薪职位，回乡接
续父母的事业。

2000年，郑丽娟深入海南苦丁
茶的源产地——五指山继续寻找优
质的苦丁茶，并在五指山市水满乡创
建有机茶园，扩大优质苦丁茶的种植
规模，带动当地86户贫困村民种茶

致富，奔向小康。
“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气

候条件，为苦丁茶的培育、加工创造
了极好的环境。”郑丽娟说，2006年，
海南“椰仙”苦丁茶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认证，产品也大量出口日
本、韩国、欧美，以及港澳台等地区，
日加工茶叶最多时可达2万斤。

为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产业经
济价值，2012年开始，澄迈万昌苦丁茶
场开始尝试网店销售，“线上+线下”多
元营销模式助力企业由传统向现代化
转型，公司也于2016年购进现代化的
加工生产线，年产茶叶可达40吨。

伴随着海南全域旅游的发展，澄
迈万昌苦丁茶场还在澄迈、五指山等

地建起了旅游服务休闲接待点，依托
生态茶园，修建观光通道和茶艺馆，
传播茶文化，进行海南苦丁茶的品牌
营销。

值得一提的是，万昌村从过去典
型的贫困村变成了人居环境优美的
小康村，几乎家家户户盖起楼房，道
路沿途还有村民办起的农家乐。

站在万昌苦丁茶场育苗圃远眺，
绿色成海的茶树田间，套种了沉香、
槟榔、香草、芒果等多种热带植物。

“你闻，这里的空气，多么清新，
还带着水果和鲜茶叶的香气！”郑成
锦说，回首创业20多年的历程，他最
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自己赚了多少钱，
而是改变了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同
时留下这一片青山绿水。

（本报金江6月18日电）

创业之初的“苦”

自然回报以“甜”

带动更多人受益

118次献血，165000毫升血量，4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澄迈献血达人王泽谦22年无偿献血

种下茶叶林 引来俏媳妇
万昌村村民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

看产
业

万昌村村民郑步清和妻子张美燕在种香蕉苗。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6月18日，村民在澄迈万昌苦丁茶场采茶。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