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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博后村将习近平总书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重要嘱托刻在石碑上，
激励村民们在共同富裕的小康之路上不断前进

殷切嘱托刻在石上镌于心间

重要论述从这里传遍全国

见到博后村村民苏文修时，他刚刚
忙完在玫瑰谷的工作，正帮着同事招呼
游人品玫瑰花茶、尝玫瑰花饼。

席间，有眼尖的游客认出了苏文修，
指着墙上的大幅照片问：“你是不是就是
戴着斗笠，站在习总书记背后的这位？”
不善言辞的黎家汉子点了点头，憨憨地
笑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3年4月9日，
这一天，是博后村的村民们此生难忘的
日子。

博后村村民林亚香记得，那天下
午，一辆电瓶车乘着春光，在玫瑰花田
间徐徐前行。“当时，我正在花卉包装
区对鲜切花进行包装，总书记走到我
们身边停下脚步。”她兴奋地回忆，自
己有点紧张，包花的手也有些颤抖，

“我很怕包得不好，可递给总书记后，
他却说‘好看’。”

于是，当晚播出的央视新闻联播，
捕捉到这样一个特写镜头：林亚香望
着习总书记，笑得像手中的玫瑰花一
般灿烂。

林亚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远远
看到习总书记时，村民们都很激动：

“要是有机会，我要跟总书记握个手、

说句话……”但当习总书记真正走到
身边时，他们却忘了刚刚打好的腹稿，
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在那次视察中，习总书记还走到花
田深处，与两位干活的老乡拉起了家常，
平时干什么活，家里的土地租金多少，每
月工资多少……听到他们对年收入很满
意，习总书记十分高兴，“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的著名论述由此阐发。

贫困黎村写就“富美秘籍”

一句话的力量有多大？博后村用它
的蝶变给出了回答。

因为毗邻亚龙湾，博后村的土地常
在台风季节遭遇海水倒灌。每每台风过
境，村民们站在地头放眼望去，就会看到
海水结晶后产生的盐粒，在泥土里白得
刺眼，几乎无法种植作物。

经济发展不起来，博后村基础设施
和人居环境的水平十分落后。海南玫
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记
得，她在2009年第一次走进博后村时
看到的场景：狭窄的村道泥泞不堪，雨
后的积水能淹没脚踝；破败的房屋摇摇
欲坠，乡亲们连一口干净放心的自来水
都引不进家门。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杨莹当

年就把玫瑰产业带到了博后村。除了支
付租地的租金，玫瑰谷还向村民们提供
岗位并培训技能。2013年习总书记视
察后，玫瑰谷不断延长产业链，还主动将
农民的土地租金从原来每亩每年2500
元提高到了3370元。

苏文修算了一笔账，2009年到玫瑰
谷工作之前，他种植的水稻仅够自家食
用，打零工挣的钱也仅供基本花销，“老
婆都娶不上”。到玫瑰谷上班后，他除了
3亩地的租金，每个月还有3000多元工
资收入。如今的他，已是3个孩子的父
亲，家里正在装修的小楼很快就能入住。

2017年，三亚市委、市政府决定将
博后村就地改造为5A级美丽乡村，更是
让村子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逆袭”成为
新晋“网红”旅游目的地——久悦、朋泊
乐、海纳捷……一个个“小而精、优而异、
聚而旺”的民宿吸引了国内外游客来此
寻找“诗和远方”。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思想也愈加开
放。在村“两委”的带动下，村民们主动
拆掉猪圈、清除杂草，参与整治村道、铺
设污水管网。有的村民还拿出积蓄入
股或与企业合作，建民宿、开超市、办农
家乐……书写了具有博后特色的“富美
秘籍”。

“习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希望大家都能到博后村来，看看
我们的小康生活！”博后村的村民们争相
说着生活中的变化——

村民黄亮说：“过去想喝口水，打井
水打到手酸。现在水龙头一拧，自来水
就哗哗地流。”

村民苏吉丽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远
嫁：“博后发展这么快，现在是别村的女
孩子想嫁进来。”

更多村民则感慨道，与住进“玫瑰
楼”、开上“民宿车”相比，“人更有自信，
心更有底气”，是自己这些年最大的改
变……

小康之路凝聚新生力量

黎家百姓重情义、记恩情。博后
村的村民们不会忘记，发生在自己身
上的点滴变化，都与党和政府的关怀
密不可分。

三亚博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苏
洪武说，脱贫路上、致富途中，每每遇
到挫折或有懈怠，村民们总会以“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激励自己。于
是，2018年美丽乡村建设启动不久，大
家就商量着要把这句重要论述镌刻出
来，摆在村里环境最优美、位置最显眼
的地方，提醒自己时刻不忘习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
很快，村民们请来一位艺术家，在

精心挑选的大石上仔仔细细地刻了3
天。这 3 天里，大家只要手上没有活
计，就会到雕刻现场看看进度，把这块
蕴含着“小康梦”的大石头亲切地称作

“小康石”。
“石碑落成当天，我们还举办了仪

式，市里、区里都来人了，一起分享这特
殊的时刻。”苏洪武记得，当“小康石”上
的红绸被揭开，现场掌声和快门声响成
一片。

如今，“小康石”坐落的哎岬湖畔，
已经成为游客来博后村必须“打卡”的
地标。“石碑周边的风景太美了，分明
就是一座生态宝库。更重要的是，石
头上的这句著名论述，对整个中国农
村的意义都非常重大，我们一定要来
看看。”在村里民宿住了几天的山东游
客柳先生说。

今年5月，省委书记刘赐贵赴博后
村调研时，也是在石碑旁的凉亭里与
大家座谈，要求大家牢记习总书记的
重要嘱托，在共同富裕的小康之路上
不断前进。6月29日在博后村召开的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
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
上，他再次走到“小康石”旁现场考察，

了解博后村村民践行习总书记重要论
述的实际行动。

采访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小康
石”边，碰上了博后村的返乡创业青年胡
远怀，他正要赶去“小康广场”和同伴们
开讨论会，商议即将开设的博后夜市要
如何规划。

讨论会上，青年们一边热切交流，
一边在三亚博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
员出资清单上填写资料，并郑重地按
下红色的手印——仅今年上半年，该
合作社就吸引了30多名新社员，其中
不少是从上海、深圳等地，带着丰富
经验和开阔视野准备大干一场的返
乡青年。

“之前从西安引进庙会思路不错，
可以多尝试举办类似的民俗文化活动”

“现在露营运动很‘火’，我们的露营运
动公园也要抓紧建设完善”……讨论会
的话题不断延伸开去，胡远怀说：“在哪
里干都是干，不如回来建设家乡！特别
是，今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出台，更是给了大家信心和动力，
是时候回家了！”

盛夏的博后村骄阳似火，比这阳光
更热烈的，是博后村的老乡们对小康生
活的无尽向往。

（本报三亚6月29日电）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6月 29日，鹿城天朗气清，生机盎
然。省委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召开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

上午8时许，亚龙湾玫瑰谷内，与会
人员来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
走过的田间，听取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介绍企业近年发展
情况。

田间，玫瑰向阳生长。杨莹介绍，这
曾是一块几乎无法种植的盐碱地，企业
进驻后，通过技术改良、品种筛选、反复
试验，为这片贫瘠土地带来新生机。企
业带领着村民共同发展玫瑰种植和旅游
产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新路子。

8时40分，与会人员来到博后村“网
红”民宿“望山悦”。“2017年起，博后村
借助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民宿产业，
目前全村共有民宿 44 家，房间总数
1300间。”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博后
村民宿老板谭中仙介绍，村民将一栋房
屋出租，每年可获租金10多万元。

博后村以“小而精、优而异、聚而旺”
的理念打造民宿，民宿风格多样，既有中

式古典风、现代简约风，也有当地黎族风
情，民宿产业在博后村逐渐形成规模效
应。今年端午节假期，全村民宿入住率
达到88.6%。

“每年给村民多少租金？”“这个改造
的效果很不错，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栋
楼。”“避免了大拆大建，我们回去可以借
鉴施行。”与会人员仔细听取汇报，不时
向民宿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随后，与会人员一行来到博后村的
哎岬湖，湖面波光粼粼，四周红花绿叶环
绕。“这里曾经是村里的生活污水排放
地，如今经过生态环境整治，成为了村民
和游客的休闲好去处。”博后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介绍。

哎岬湖畔的一块石头上，镌刻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玫瑰谷时留
下的“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
述。“这句话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们。”苏
少洪说。

9时30分，与会人员在博后村文创
基地举行座谈会。各市县委书记围绕脱
贫攻坚收官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了
工作汇报发言。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表
示，海口有信心和决心背水一战、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与全省、全国同步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海口以超
常规推进扩种增养、组织农民务工；以超
常规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实现高质量巩固
提升，狠抓问题整改，提升产业扶贫成效，
建立“红黄蓝”三色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
帮扶机制，推进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有机衔接。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表示，
省委在博后村召开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
现场会，意义重大，是对三亚的鼓励和鞭
策。三亚将继续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大力改善农村“五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强化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不断夯实农村全面小康基础，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海南乡村的三亚样板。

在“造血”兴产业方面，琼海市委书
记何琼妹表示，通过此次在博后村的考
察，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小康不小
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的理解。琼海
将继续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等契机，不断提升扶贫产业

“造血”能力。
“东方将‘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村

庄清洁行动春夏战役、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三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相结
合，推动城乡环境持续向好。”针对人居
环境整治，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示，东
方农村人居环境已实行常态化整治，接
下来将进一步细化工作、打造更整洁的
人居环境。

“保亭正在建设一批精品民宿项目，
今天在博后村的考察收获很多。”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今
年以来保亭一方面强产业保增收，强技
能促就业，一方面强监管促规范，抓整改
求实效，抓监测建机制。下一步保亭将
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拼搏实干，
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会后，省扶贫办主要负责人表示，我
省将着力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产
业、就业是促进贫困户增收、巩固脱贫成
效的根本之策。省扶贫办将指导督促各
市县进一步完善扶贫产业项目利益联结
机制，强化扶贫资金资产监管，全力防范
化解风险隐患。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进一步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进度，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收官之
战。 （本报三亚6月29日电）

牢记嘱托逐梦前行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重要论述现场会侧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青山葱茏，绿水环绕，一块石碑静静
矗立在蝶舞花香的哎岬湖畔。

石碑上，“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两行大字苍遒有力，让每一个走进三亚
市吉阳区博后村的游人豁然开朗——这
座黎族村庄几年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百姓日子越过越甜，而这巨变的力量正
是源自于此。

时针拨回到2013年 4月9日。是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对海南的
亲切关怀、对人民群众的深情问候，来到
环山朝海的三亚亚龙湾玫瑰谷，和花农
拉家常、问冷暖、叙发展。

在干部群众中间，习总书记语重心
长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他
希望大家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贯彻落实好，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让广大农民平等参
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从那天起，一句“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老乡”，从生机勃发的玫瑰谷传遍全
国各地，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
脱贫攻坚战最具温度的动员令。为牢记
习总书记的重要嘱托，带着这份厚爱向
前奔跑，博后村的村民们把这句话刻在
了湖畔的大石上，更刻进了每一个人的
心底里、行动中。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哎岬湖畔，刻着“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的石碑，已成游客“打卡地”。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 三亚亚龙湾玫瑰谷内，当地农民发展玫瑰种植、旅游产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新路子。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