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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刘钊

8月9日下午，翠林掩映的五指
山市番阳镇布伦村生机勃勃，牛羊在
山坡上吃草，梯田里多处可见村民插
秧的忙碌身影，一幅美丽乡村画卷跃
然眼前。

布伦村曾是番阳镇最偏远、最穷
的村庄，用“九山半水半分田”来形容
最为贴切。“以前村民出门全靠走，走
的是泥巴路，住的是土坯房。”布伦村
脱贫户王海亦感慨地说，近年来该村
村民靠发展特色产业，腰包鼓了，村
里的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了，“日子
越过越火红。”

皮肤黝黑的王海亦今年40岁，
是布伦村的青瓜育苗嫁接技术能手。

番阳镇种植青瓜的历史较久，青
瓜种植面积占五指山市种植总面积
的一半以上。但由于种植技术多年
未更新，青瓜种植面临虫害多、品质
差、价格低等问题。几年前，王海亦
也种青瓜，但种植面积小，加之疏于
管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2018年 1月，番阳镇来了一名
叫黄庆文的挂职科技副镇长，他是三
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技术员，也
是番阳镇的生态科技特派员。到番
阳镇挂职后，黄庆文大力推广青瓜育
苗嫁接技术。

通过学习应用青瓜育苗嫁接技
术，王海亦看到了青瓜种植这个“老
产业”的发展“钱景”，决定扩大种植
面积。2019年，王海亦靠种植青瓜
获得纯收入6万多元，尝到了甜头。

家里经济条件改善了，王海亦借
助政府的危房改造优惠政策，拆了20
多平方米的土坯房，盖起了90平方米
的混凝土平房。“不住土坯房，再也不
用担心天下雨了。”王海亦高兴地说。

目前，番阳镇的青瓜种植面积达
3700多亩，丰收时节青瓜日产量超
400吨，每斤售价在2元至4元不等，
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布伦村北面的一处山岭，是山羊

的天地。这里有一间200多平方米
的羊舍建在山坡上，山羊养殖合作社
的负责人是布伦村村民蒋明忠。
2017年6月，布伦村“两委”决定利
用当地多山岭、多草料的特点发展山
羊养殖产业。蒋明忠因养殖经验丰
富，成了山羊养殖合作社的“当家”。

“合作社负责山羊养殖的工人全
都是我们村的脱贫户。”蒋明忠介绍，
之前他也是贫困户，这两年通过养羊
发了家摘了“穷帽”，去年他家养羊收
入超过了1万元。

蒋明忠和其他10户脱贫户轮流
在合作社负责养羊，每天7时，当班
人员准时赶到山羊养殖基地，打开羊

舍、赶羊上山、放羊，很少有人请假。
“脱贫户在山羊合作社务工，不

值班的时候可以去种水稻、种青瓜，
不耽误干农活。”蒋明忠说。

据了解，由于坚持生态养殖方式，
布伦村出产的山羊供不应求，目前每只
成年山羊可以卖到1300元至1500元。

截至今年5月底，布伦村山羊养
殖合作社累计给贫困户（脱贫户）分
红6.9万余元。

如今，从番阳镇墟到布伦村的水
泥路也修通了，村民们骑摩托车去镇
上只需10多分钟。腰包鼓了，交通出
行也方便了，布伦村村民稳步走向小
康生活。（本报五指山8月10日电）

五指山布伦村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踏上致富路

种下青瓜不愁卖 养好山羊富口袋

第193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讲述大学生返乡创业故事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8月10日晚，第193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播出。节目邀请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白
井村返乡创业大学生林日云与大家分享他带动村
民致富的故事。

2009年初，心系家乡发展的林日云辞去广州
的工作，回到家乡种植哈密瓜。通过科学种养和勤
奋努力，他种植的哈密瓜增产30%，实现了大丰
收。为带动村民们致富，林日云成立了乐东白井绿
农种养专业合作社，向村民们教授哈密瓜种植技
术、联系银行贷款、拓宽销售渠道，如今该合作社已
有100多名社员，社员年人均收入达6万余元。

此外，林日云还积极出钱出力，修整田洋公
路、挖排沟灌、平整路基等，帮助村民们解决生活
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在林日云的带动下，近几年
白井村年人均收入翻了3番，村民们对致富奔小
康充满信心，这也更加坚定了他扎根农村、服务农
民的决心。

观众还可以通过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黎文盈

用小刀挑开树皮，将刮下来的树
脂轻轻搓揉成团后，一缕淡淡的香气
随之飘入鼻腔。“你瞧，这些树种下才
3年，已经开始结香了。”8月5日上
午，站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
干磉村的一片沉香林里，村民黄玉海
笑言这里宛如一家“绿色银行”。

黄玉海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香
农”，多年前便在自家林地里陆续
种下不少白木香树，即人们常说的

“土沉香”。“槟榔树种了很多年，想
试试新的产业。”黄玉海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因为“土沉香”种下后要
过10年到 20年才能产生效益，近
几年他一直在本地一家叫“山荣”
的农业技术公司担任司机赚钱补
贴家用。

据介绍，山荣公司于2011年入

驻和平镇，在当地发展沉香种植产
业。“我们公司刚开始种的也是‘土沉
香’，后来觉得利润回报太慢，便开
始四处考察学习，于2017年引进了
嫁接技术，即取下沉香母树的成熟
枝条进行育苗嫁接。”山荣公司负责
人张渐东介绍，相较于传统的沉香
树苗，这种嫁接沉香树苗一般种下
5年后即可取香产生效益，且香的
市场售价更高。

心思活络的黄玉海利用工作便
利逐渐掌握了育苗嫁接技术，并利用
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在自家林地里陆
续种下4000多株嫁接沉香树苗。“结
香确实快，而且油脂含量很高。”黄玉
海说，尽管还未到沉香树的采香时
间，已有不少人开高价向他表达了收
购意向。

黄玉海粗略算了一笔账，再过2
年，他这些嫁接沉香树即可分批取

香，市场价为几十元一克，此后每2
年可取一次，“香价”也将逐年增长至
上千元一克。

黄玉海不仅自己种沉香，也乐
意帮助其他村民发展沉香产业。“听
说有人出几千块钱买玉海家的一棵
小沉香树，他都不肯卖。”带着一份
好奇心，干磉村村民黄家平隔三岔
五便溜达到黄玉海家的沉香林里，
学沉香种植技术。黄玉海借机跟黄
家平算经济账，一来二去，黄家平渐
渐动了心，在自家房前屋后也种下
了100多株嫁接沉香树苗。

如今，像黄玉海和黄家平这样的
“香农”，在当地已有不少。为了形成
种植规模，和平镇政府另外引进一家
叫“中润南方”的农业公司，并将全镇
440余户脱贫户的产业扶贫资金注
入“中润南方”“山荣”两家公司，创造
了一批就业岗位，也带动了不少农户

发展沉香产业。
张渐东介绍，目前“山荣”公司在

和平镇种植了20万株嫁接沉香树，
共带动脱贫户245户1093人，每年
给贫困户（脱贫户）分红50万元到
100万元，“现在有50多位村民在我
们的种植基地务工，只要他们掌握了
育苗嫁接技术，我们都会免费提供沉
香苗，让他们自己种。”

随着嫁接沉香树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如今和平镇的“香农”和“香
企”也开始着手延长产业链。“我们
研发出了沉香茶、沉香精油、沉香线
香等产品，截至目前，今年的销售额
已达300万元。”“中润南方”公司负
责人符泽诚介绍，从嫁接沉香树苗
种下的当年或次年起即可采摘叶片
制茶，该公司出产的沉香茶颇受市
场欢迎。

（本报营根8月10日电）

琼中和平镇引进企业加快发展沉香产业

土沉香嫁接新技术 小苗木长出好效益
白沙建立防返贫致贫动态
监测工作机制

让贫困边缘户参保
本报牙叉8月10日电 （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陈权）海南日报记
者8月10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脱
贫攻坚指挥部获悉，该县针对贫
困边缘户制定了防止返贫致贫动
态监测工作机制，对自付医疗费
用累计超过 6000 元的农户进行
帮扶，让贫困边缘户参保。

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医疗保障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6月底，白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
院报销 3430 人次，报销比例达
90%，其中特困人员住院报销103
人次，报销比例100%；在慢性病诊
疗方面，白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门
诊慢性病报销3706人次，报销比
例达80%。

今年以来，白沙医疗保障部
门加强信息比对，确保贫困人口
及时享受医保政策。截至目前，
该县已有 191 户贫困边缘户参
保。

定安章塘村开展消费扶贫活动

不到一小时农货卖光
本报定城8月10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唐阳）“这土鸡怎么卖？”“羊肉多少钱一斤？”“拿2
瓶花生油”……近日，定安县翰林镇章塘村脱贫攻
坚中队组织开展“买产品、献爱心、促脱贫”爱心消
费扶贫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农副产品不到
一小时便销售一空。

当天，该村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带着花生、
大米、山羊、土鸡、黑豆、柠檬等10种农产品到场
展销。多名驻村干部、村委会干部带头选购扶贫
农产品，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帮助建档立卡贫困
户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难题。

“我今天宰了2只山羊，活动开始还没到一个
小时所有51斤羊肉就卖完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莫昌东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参加这场消费
扶贫活动，让他增加了3000多元销售收入。和莫
昌东一样，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副产品也在
一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据悉，章塘村脱贫攻坚中队举办此次活动，旨
在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架起爱心
人士参与消费扶贫的桥梁，帮助贫困群众稳定增
收，为定安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贡献力量。

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下昌村
第三村民小组村口的一处草丛间，保
留着几块残石、一堆碎瓦，很少有人知
道，这是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下
称琼崖东北区政府）仅存的历史痕迹。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
民党顽固派“反共灭独”，促使琼崖各
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随
着形势变化，将分散的各县、区、乡抗

日民主政权集中起来，建立起统一领
导的全琼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共琼
崖特委的第一要务。

1941年11月10日，中共琼崖特
委在下昌村召开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
大会，宣布成立琼崖东北区政府。

“当年这里共有3间屋子，其中1
间是祠堂，2间是小学，琼崖特委就是
在小学召开的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
会。”下昌村第三村民小组组长许俊能
介绍，当时，老百姓看见琼崖特委都特

别高兴，村里还专门安排了3位村民
为参会人员做饭。

“琼崖东北区政府名称中含有‘东
北区’，实际上却是全琼性的抗日民主
政权，是中共琼崖抗日根据地最高的
权力机关。”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
科主任科员周琪雄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参会人员起初打算将之命名为‘琼
崖抗日民主政府’，但担心这个名称会
引发同国民党专区政府相对立的局
面，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因而改成了

“琼崖东北区政府”。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抗日人力、

物力，琼崖东北区政府成立后，马不停

蹄地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例如暂
行土地条例、选举条例、婚姻条例、优
待抗属条例、救国公粮征收法、危害抗
战紧急治罪法等，这些政策和法令有
力地保护了琼崖人民的共同利益，激
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在经济方面，琼崖东北区政府同
样有所作为。日军入侵琼崖后，为了
从当地百姓的口袋里捞钱，控制琼崖
的社会经济，便大肆发行日币军用
券，强迫群众用实打实的银圆兑换日
币军用券，使得群众连日常营生都难
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局面，维护群
众利益，1942年，琼崖东北区政府以

政府名义发行了约20万元的琼崖东
北区政府代用券，1元代用券等同于
1圆光洋，这一举措得到当地百姓的
大力拥护。

进入8月，旧址上的青草长得绿
油油，充满生命力，就如当年琼崖东北
区政府成立后的抗日形势。周琪雄介
绍，1941年琼崖东北区政府成立后，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演变，
县一级抗日民主政权遍及琼岛16个
县。到日本投降时，琼崖抗日民主政
府领导下的解放区人口已达100万人
以上，占全琼人口总量的近一半。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1941年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引领琼崖抗日打开新局面

8月10日，位于定安县定城镇龙岭村附近的“渔光互补”产业扶贫项目，一群鸭子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板下的水面游弋。
该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按“政府+企业+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运营，已形成“水上发电 水下养鱼”的发展格局。项目投产后，项目运营管理方又在水中

放养鸭子，力争获得第三重效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渔光互补”
促绿色发展

走向我们的 ·扶贫印记

万宁精准提供就业帮扶服务

工会当“媒人”
职工找“婆家”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待业这么久，终于找到新工作，太开心了！”
8月6日，在万宁市总工会的帮助下，万宁市困难
职工朱亚燕成功应聘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对于未来的工作生活，她充满期待。

今年4月，万宁市政府出台方案提出，对建档
城市困难职工开展精准帮扶，通过技能培训、就业
援助、保险保障、教育资助等措施，确保建档城市
困难职工全部脱困解困。近日，万宁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大型招聘活动，万宁市总工会
组织城市困难职工到招聘会现场应聘，推动困难
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就业是对困难职工最好的帮扶。”万宁市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宁市总工会共组织35名建档
城市困难职工参加招聘会，其中5人顺利找到工
作。未能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的，万宁市总工
会将登记其个人求职信息，继续跟踪推荐就业岗位。

在招聘会现场，城市困难职工颜雄的女儿成
功应聘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为女儿
工作问题担心的他十分开心。“万宁市总工会在帮
助我们困难职工的同时，也帮助我们的子女，真是
太贴心了。”颜雄感激地说。

据了解，接下来，万宁市总工会将继续为城市
困难职工及家属提供就业帮扶服务，服务内容包
括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等，以就业帮扶
助力困难职工脱困解困。

海口打造首个信息化扶贫行政村

村里建起5G基站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西秀
镇丰盈村防洪楼楼顶看到，几名工人正忙着浇筑
水泥墩，加固调试信号接收设备。据了解，目前秀
英区有关部门和海口电信分公司正在该村合作建
设5G基站。该5G基站建成后，丰盈村将成为海
口首个5G信号覆盖的信息化扶贫行政村。

“目前光缆已经铺设完，预计本月底基站可以
投入使用。”海口电信分公司综合化维护中心经理
助理陈克煌介绍，近几年公司在丰盈村开展定点
帮扶工作，在了解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和群众意愿
后，制定了丰盈村5G基站建设计划。在秀英区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公司投入58万元启动丰盈
村5G基站建设工作。“5G网络信号覆盖，将释放
乡村发展新动能。”陈克煌说。

“5G基站的建设将促进我们村特色种植业的
发展。”丰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春介绍，
该村种植了300多亩小葱，已申请注册丰盈小葱
商标。“5G基站建成后，我们将积极发展小葱电商
销售业务，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郑春表示。

秀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区将
加快农村5G基站建设步伐，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
为农村信息化发展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