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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
■ 本报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刘钊

一个“醉酒大王”当村民小组组
长？这不，在五指山市水满乡，王政
珠就是这个励志典型。

“我不仅是组长，我还是个党员，
你可不要小看我。”面对质疑，他认真
地跟海南日报记者说。

7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水
满乡，见到正在海南御景酒店上班的
王政珠，身着黎族特色服装的他是这
家酒店餐厅的领班，在酒店的餐厅大
堂负责引导客户、指导管理服务员上
菜等规范化流程工作。

今年41岁的王政珠过去是水满
乡毛脑村方应村民小组有名的“醉酒
大王”“懒汉”，每天与酒瓶子为伴，生
活上不管不顾。

当时，他跟着6个兄弟姐妹们一
起挤在一间面积不大、破烂的简易棚
里，常常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家
里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村民们
都说：“要想让王政珠不喝酒，比登天
还难。”

“那时候村里的人看到我就说，
醉酒大王又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每
天不思进取！”王政珠惭愧地说。
2006年，未婚妻准备与他结婚，给他
下了戒酒令：“你再喝酒，我就走了再
也不回来。”从此，他开始戒酒。

结婚后，王政珠开始有了一些进

步。村民们为了帮助他，让他进步更
大，2008年，他被介绍入党，接受各种
党课培训、党性教育。从那以后，他
面对村民，笑脸相迎，谁家有事都尽
力去帮，村民慢慢开始接受他。

2014年，王政珠被列入贫困户
名单，为了不让他拖全村的后腿，刚
从城里下来的帮扶干部们几乎天天
往他家里跑，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
不行就三次，给他输动力、找路子、扶
产业。后来，他开始尝试打短工，一
天的工钱大约有100元；搞养殖；种
茶叶……一年光靠卖鸡鹅收入就有
1万多元，三年时间就成功摘掉贫困
户的帽子。

2016年村委会换届，他被村民们
选为村民小组组长，配合村“两委”和

脱贫攻坚工作队建设好方应村。“他
当组长以后，很配合村‘两委’的工
作，做好村里上传下达的中间员，积
极动员村民外出务工，赚取费用，村
里只要开会，从酒店请假也要过来，
很积极。”毛脑村驻村第一书记孙成
才说。

“跟之前相比，当组长以后让他
进步很多，但还要继续努力。”村民王
政利说。政府托了底，脱贫还得靠自
己。2017年，王政珠主动要求到乡上
的酒店务工，“这可是他的第一份正
式工作。”水满乡党委书记林豪说。

“我们知道当地群众和他都喜欢
跳竹竿舞、唱歌，就让他组织起酒店
的舞蹈队，带领大家活跃气氛，有了
责任心，现在干啥都积极，还经常代

表酒店到市里参加比赛。”海南御景
酒店执行总经理易美岑笑着说。

慢慢地，王政珠从酒店保安到迎
宾员、从客房服务员到餐厅领班，一
步步走了过来。“这些帮扶干部和村
民一心为我，人家也不容易呐，自己
也要争口气。”王政珠说。

现在，他每个月工资有2600多
元，他还养着200多只鸡鸭鹅，3头
猪，与妻子加起来每个月有5000多元
收入。

如今，王政珠脱了贫、工作满意，
两个孩子成绩也不错，家里满是各种
奖状，王政珠很开心。“好好挣钱，培养
他们，让他们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回报
家乡和社会。”面对未来，他憧憬着。

（本报五指山7月18日电）

昔日“醉酒大王”今朝村民小组长

“荣光农享”
为农产品打开销路

近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
由镇的“荣光农享”电商平台物流
配送中心内，两名工人忙着打包
当地的蜜柚、火龙果等农产品。

据了解，“荣光农享”电商平
台由海南农垦荣光农场公司建
设运营，整合乐东当地特色农副
产品资源，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并通过标准化收购、品牌化包
装、专业化营销等方式，提升产
品知名度，赢得市场。

文 本报记者 邓钰
图 本报记者 袁琛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7月17日12时-7月18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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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走向我们的

◀上接A01版
这已经不是谢仙女第一次参加展销活动。此

前，当地市、镇两级政府曾多次举办类似的消费扶
贫活动，切实为当地的农户畅通了农产品销路，增
加了收入。

“琼海设立了爱心消费服务点和网上商城，
开设了海南爱心扶贫网扶贫产品滞销专区，扩
大线上扶贫产品交易量，打造了莲雾、胡椒、大
路科13大米等一批区域性品牌农产品。”琼海
市扶贫办负责人介绍，农民群众收入有了更好
的保障。

今年上半年，琼海市发动帮扶单位、单位食
堂、学校食堂、医院食堂和帮扶责任人等通过线
上和线下方式，购买贫困户和带贫合作社的爱心
农产品，带动2152户贫困户产业增收。同时，琼
海还开展了11场爱心扶贫集市，爱心扶贫产品
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达980.6万元。

而在琼海市石壁镇水口仔村和南通村，橡胶
“期货+保险”项目模式为当地贫困户和胶农撑起
“保护伞”，当地政府为水口仔村29户200.49亩、
南通45户365.89亩橡胶林购买保险，增强了贫困
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了胶农的生产积极性。

以“保”字为依托，琼海市还将继续实施贫困
户家庭经营性纯收入超过4000元奖励1000元的
政策，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增
群众腰包更鼓

近日，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琼海博鳌段一期
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砌筑
工何贤武是中原镇蓬莱村脱贫户，正在砌筑路基。

“到工地干活一天200块，日子好过了。”何贤
武说，琼海市就业局发布消息后，他和村里十多人
2月15日一起应聘到工地上务工，家里一个月增
加近6000元的收入。

琼海市龙江镇深造村，曾经全村507户有81
户是贫困户。在各方的帮扶下，深造村于2019年
实现整村脱贫，脱贫户全部实现吃穿两不愁，住
房、医疗、教育、饮水有保障。

乡村振兴工作队为了帮村民找到合适的致富
路，开展“私人定制”，邀请专业机构入村开办各类
培训班增加村民技能。脱贫户王芳文勤劳心细，
参加了月嫂培训班，在培训合格之后就外出当月
嫂，如今月收入超万元。

如何进一步增加村民收入巩固脱贫成果？“产
业‘造血’是高质量扶贫的关键。”深造村驻村第一
书记陈俊玮说，乡村振兴工作队多次组织村干部、
群众外出考察文昌鸡养殖、南药种植、沉香树种植
等产业，成立了以村集体为股东的农业发展公司，
与扶贫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丛林鸡”养殖项目，首
期已建成10个鸡舍，鸡苗已全部入栏，年养殖规
模达7万只。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琼海将继续
发展引进高产高效水果，促进农民大幅度增收、农
业增效。今年力争推广20个新品种，产业化种植
250万株。同时，利用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
的政策，向欧盟出口手指柠檬等鲜果，以及燕窝果
等名优种苗，争取出口创汇1500万元。

新
群众致富门路更宽

7月的琼海，山青海蓝，草木葱茏，宛如一幅
山水田园画卷。

近日，在充满诗意的嘉积镇龙寿洋万亩田野
公园里，脱贫户李明义正在种植三角梅。尽管天
气炎热，但李明义干劲十足。琼海作为今年海南
乡村旅游文化节的主会场，龙寿洋也迎来了比以
往更多的游客，在欣赏田园美景的同时，品味带着
乡愁气息的农家饭，再体验购买特色农产品，成为
不少游客的选择。

“原来卖菜、卖地瓜，如今卖的是风景。”李明
义感慨，自己多干一点，离小康日子就更近一点。

“绿水青山是琼海全面小康的底色和‘资
本’。”何琼妹表示，如今乡村游成为一种时尚，琼
海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深挖自然特色和文化底蕴，
成功打造了南强、沙美、留客等一批“网红”美丽乡
村，加大乡村旅游宣传推广力度，组织举办“海南
人游琼海”旅游消费等活动，丰富美丽乡村旅游推
广活动，推出新产品、新线路，不断增强琼海乡村
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游客多了，村民“回流”就业创业，在家门口搭
上乡村旅游的致富“快车”，让美丽乡村成了“农民
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

琼海市正加快推进潭门休闲渔业试点，结合
休闲海钓、海上运动、潭门“赶海节”等体育赛事和
节庆活动发展休闲渔业，为渔民创造就业机会和
致富门路。

“农旅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为农民就业
增收开辟新渠道。休闲旅游业是农村产业融合的
重点产业，琼海发展休闲旅游业优势明显。”琼海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琼海正策划召开博鳌美丽乡村招商会议，年
内争取引进社会资本提升改造博鳌镇田埇村宋园
村民小组、莫村陈李村民小组、培兰村芳岭村民小
组等美丽乡村建设，通过重点项目带动提供800
个就业岗位。

（本报嘉积7月18日电）

琼海：念好“三字经”
老乡“取真金”

■ 新华社记者 王晖余 罗江

椰林掩映，黎风苗韵；青山落晖，
渔歌唱晚……漫步在海南岛山间海
边的一个个村庄，犹如身处一幅幅动
人的画卷。

海南全省约80%的土地、60%的
户籍人口在农村，“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老乡”。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脱贫
攻坚、人居环境、生态治理、产业振
兴。一大批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正在成为海南新
的“金名片”。

千村竞秀，各美其美

以前住“船型屋”，如今还是住“船
型屋”，差别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进
村，48栋参照黎族传统“船型屋”设计
的小楼错落有致，质朴自然的黄墙褐
窗上，“甘工鸟”图腾等黎族传统文化
符号平添乡情乡韵。

站在鲜花盛开的自家小院里，村
民黄红英特别感慨。“槟榔木床石头
灶，一根藤上挂衣裳。”10多年前从湖
南远嫁至此，来自农村的她，也没见
过如此贫困的景象。

“怕家里人担心，嫁过来好久都没
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住进120平方
米的两层小楼后，终于有了底气把娘家
人接过来看看。”黄红英腼腆地笑着说。

近年来，什进村整村推进改造，村

民从船型茅草房“跨进”船型小楼房，彻
底告别“房破路窄、做饭烧柴、吃水靠
抬、垃圾乱摆”的苦涩生活。凭借优美
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黎族民俗文化，什
进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堑对村，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田园牧歌如同世
外桃源般。村委会副主任胡开君说，以
前，这些“山水”却让村民吃尽苦头。

汛期来临时，村里外出唯一的石
板桥被淹，上学的娃娃、干活的后生
望河兴叹。有产妇临盆乘船渡河，没
撑到对岸就生了。随着195米的大桥
贯通，乡村公路、生产便道铺就，“一
桥两路”让村民出入无虞。

出门水泥路，抬腿上客车。目前
海南具备条件的20278个自然村全部
通硬化路，2560个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农村建房不高过椰子树”“门前
三包”写进村规民约。从盼温饱到盼
环保，走进小康的老乡自觉呵护海南
生态底色。

可回收垃圾放在家等待统一回
收；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垃圾桶集中转
运；有害垃圾送到村文化室的固定回
收点……文昌市湖淡村依靠党员带
头，村民踊跃参与，率先在全省实现
了乡村垃圾分类。

前些年，看到村里垃圾遍地、污水
横流，外出创业的湖淡村村民云天龙
心急如焚。他和村两委一起商议，为
村庄环境治理出谋划策、筹措资金、实
施垃圾分类。短短三四年，湖淡村摆
脱垃圾围村的困境，实现美丽“转身”。

截至2019年，海南建成816个美
丽乡村示范村，今年将完成建设1000
个。“美丽乡村建设范围、惠及面持续
扩大，标准也将不断提升。”海南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英杰说。

美丽“变现”，业强民富

石头房，石头墙，石头铺的街和
巷……地处火山熔岩地区的海口市
施茶村缺水、缺土，以前村民从石头
缝里抠出巴掌大的土地种毛薯、地瓜
维持生计。

“折腾”20年，村支书洪义乾先后
带领村民养鸽子、种蘑菇，最终都“水
土不服”。

2015年，洪义乾考察发现种在石
头上的金钗石斛效益颇高，适合遍地
火山岩的施茶村。村民土地入股，龙
头企业出资金、种苗、技术，如今村里
石斛产业年产值超过800万元，带动
上百名村民就业。

“从种植、深加工到旅游观光‘接
二连三’，我们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的

‘点石成金’路。”洪义乾说，施茶村下
辖8个自然村分别发展起火山玫瑰、
富硒黑豆等特色产业，“一村一品，家
家分红”不再是梦。

白沙和琼中均地处海南中部生
态核心区，因山高路远、贫穷落后曾
无奈地被称为“一琼二白”。

从早到晚骑车沿街叫卖，白沙黎
族自治县元门村村民符琼英以前常
为“烫手”毛薯发愁。白沙推广标准

化种植结合电商带动，粉糯甘甜的
“元门毛薯”名声渐响，客户拓展到省
城乃至岛外，价格翻了一番。从几户
零散种植到全村种植200多亩、亩产
值三四千元，“土疙瘩”成就了这个贫
困村的脱贫大产业。

近些年，白沙打造全域农业公用
品牌“白沙良食”，琼中推出“琼中畜
牧”品牌，特色优质农产品畅销全
国。“我们这养的山鸡供应保障过南
极科考船‘雪龙号’，南极科考队队员
都吃过哩！”琼中黎母山镇党委书记
吴祝江自豪地说。

宜农则农、宜游则游，美丽资源
不断转化为美丽经济。

“过去村里卖几个椰子都难，现
在村里有的小卖部一年能卖掉上万
个椰子。”谈起村庄之变，三亚市博后
村村民、民宿老板谭中仙感慨万千。

几年前，这个落后黎村“楼上住
人、楼下养猪”“村里姑娘远嫁外
地”。2017年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后，
凭借紧邻亚龙湾的区位优势，村民纷
纷通过自建自营或引入社会资本合
作，开起民宿，迎进游客。今年“五
一”假期，博后村全村 34 家民宿、
1000多间客房，平均入住率近90%，
远高于同期周边星级酒店群。如今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45万元。

2019年，海南省休闲农业接待游
客1583.38万人次，营业收入30.8亿
元；带动农户 5.7 万户，同比增长
20.6%。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
正成为海南美丽乡村的生动注解。

乡愁可寄，振兴可期

走进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东方
市报白村，民宅墙面绘着双鹿起舞图、
农耕图等民族风情画，妇女席地而坐编
织黎锦。去年9月，55岁的村民符林早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展示
具有3000年历史的黎锦织造技艺。

黎族苗族歌舞队、黎锦传习所、
苗绣工作室等在黎村苗寨落地生根，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美丽乡村
更有“精气神”。

仅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
例，目前海南掌握这项技艺的人数约
1.3万人，是2009年的13倍；50多所
学校开设黎锦技艺课程，先后有近万
名学生参与学习。

返朴还淳、再立新风，共同守护
美丽家园。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丹村
的嬗变浓缩着一部文明乡风演变
史。“通过负面教训让村民反思，懂得
村衰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辙……”《丹
村志》记述的一段历史警醒后人。

本世纪初，丹村吸毒人员一度达
70多人。2010年起，外出乡贤和村
民捐款成立教育基金会，鼓励村里娃
读书考学，编纂族谱、家训。教育兴
村、文化兴村席卷丹村，“书香”驱散

“毒魔”，丹村蜕变成“全国文明村镇”
“中国美丽乡村”。

留住乡愁，留住人才。人们相
信，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海南的美丽
乡村必将更美、更靓丽。

（据新华社海口7月18日电）

一大批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成为海南新的“金名片”

留住乡愁留住美 千村竞秀缀琼州

本报海口 7 月 18 日讯 （记者
陈奕霖 曾毓慧）7 月 18 日，《人民
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光明
日报》、《经济日报》聚焦海南百姓
奋斗奔小康的新面貌新气象，分别
报道海南各市县因地制宜谋划发
展特色产业，落实落细帮扶政策，
多措并举助农增收，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效，点赞海南百姓提振脱贫
志气，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辛勤
劳作奔小康。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

题为《从贫困户到养殖能手，海南
省文昌市龙楼村朱兴旺——脱贫不
返贫 要靠志和勤》的报道，点赞龙
楼村村民朱兴旺，在各方的帮扶
下，自主发展黑山羊养殖，巩固脱
贫成效，走上养羊致富道路的奋斗
故事。

报道中说，朱兴旺2014年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依靠党的好
政策，朱兴旺的钱袋子渐渐鼓起
来，2016年，他家就脱了贫，搬进了
新房。脱贫之后，朱兴旺在帮扶干

部的建议下，发展黑山羊养殖产
业，并在当地的黑山羊养殖合作社
勤学技术，将产业规模逐渐扩大，
巩固脱贫成效。如今，朱兴旺已经
成了当地响当当的技术能手和致
富带头人。

央视新闻频道在《朝闻天下》栏
目中，以《传承黎锦文化 巧手织就小
康路》为题，报道了白沙黎族自治县
通过扶持专业合作社，开辟电商平
台销售渠道打开市场，不仅让黎锦
文化焕发生机，更助农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小康路，越来越多的黎族
老乡靠巧手织绣出了小康生活。

《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保
蕊十二时辰——来自海南中部山区
的故事》。报道通过记录保蕊村十二
个时辰里的平淡美好，讲述在地处海
南中部山区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黎母山镇保蕊村，精准扶贫政策落
到实处，扶贫干部热忱帮扶，勤劳的
村民依靠双手勤劳致富，村民们日子
越过越红火的故事，展现了这个少数
民族聚居村的崭新面貌。

《经济日报》在头版位置，以《海
南儋州市新风村：拆除篱笆墙 齐心
奔小康》为题，报道了儋州市新风村
积极化解村民间的矛盾纠纷，建设美
丽乡村，近年来发生的巨大转变。报
道称，新风村以集体经济为支撑，广
泛开拓就业渠道，儋州市乡村振兴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村里239亩闲
置乡村建设用地，打造生态农场、民
宿、农庄，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去年
新风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6万元，
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小康村。

《人民日报》、央视等中央媒体持续关注海南百姓的奋斗故事

辛勤脱贫后 奋力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