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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迎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三亚市崖州区赤草村村民董洪修
去年搬了新家，他和妻子住进了新建的
平房里。可住进新房子，董洪修夫妻每
天却仍要往父母家跑好几趟，为什么？

“家里新房子没厕所，上厕所还得
跑回父母家，每天来回好几趟。”近日，
说到曾经总是回父母家“方便”，董洪
修仍觉得有点难为情。

两个多月前，崖州区政府给董洪
修家新修建的卫生间完工。这个建于
董洪修新家旁边的卫生间，地砖、墙砖
铺设平整，洗手盆、镜子、储物柜、淋
浴、抽水马桶、电灯等一应齐全。“政府
出资修厕所，我们没花一分钱，真是解

决了我家的大问题。”董洪修说。
建设美丽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短板和难点在于农村厕所治理。
2019年以来，我省把农村“厕所革命”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抓手、造福百姓
的民生工程来抓，有效提升我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水平。

我省农村地域广、人口多，修建厕
所、厕所防渗漏改造的任务重、时间
紧，各个市县因地制宜，按照各自需求
选择基本型、提升型、舒适型、公共型4
种改厕设计方案，并安排统一建设，鼓
励农户以自备砖、砂石、水泥建筑材料
或以出工等形式参与，尽量让农民少
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卫生厕所。

而不少村庄还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一体化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
整治“三大革命”，改善村庄整体面貌。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市崖
州区海棠村看到，该村家家户户配备
有分类垃圾桶，厕所、厨房都接上了污
水管道，生活污水经过管网统一收集
到村里的污水处理站点，经污水处理
设备净化处理，实现污水进、清水出。

“修建的厕所舒适好看，而且后期
管理到位，大家接受度很高。”海棠村
村委会主任刘风标说，从旱厕、沼气厕
所到现在的无害化卫生厕所，农村厕
所越修越好，大家的卫生习惯也逐步
改善，他既感慨又开心。

赤草村村民李成对此深有感触：

“以前没厕所，村民就跑到后山去随地
解决，卫生习惯确实不好。”他指着自
家屋后的小山坡说，现在有了新厕所，
大家卫生习惯也变好了。

农村厕所粪污治理也在同步推进。
保亭、陵水、定安等市县以村庄或乡镇为
区域，建立粪污清掏队定时清理，或者农
户自购小型水电泵自主清掏，清掏出来
的粪污还能进行过滤处理，变成有机肥
用于农业种植，实现资源化利用。

据省住建厅统计，2019年8月至
今年9月 10日，全省新建厕所竣工
15.27万户，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
98.4%。同时，今年全省防渗漏改造任
务8.1万户，已开工4.37万户。

（本报三亚9月24日电）

我省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去年8月以来已新建厕所15.27万户，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98.4%

小厕所改出大变化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见习记者 李梦楠

金秋9月，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地
一派生机勃勃。在该县佛罗镇福塘村
的田洋上，村民陈运国正与工人在地
里忙碌，搭棚、施肥、播种……为新一
轮哈密瓜种植做准备。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沿海榆西线
驱车至佛罗镇，道路两旁的白色瓜棚
延绵至远处的龙沐湾畔，许多农民正
在田地里栽种哈密瓜苗。经过20多
年发展，哈密瓜逐渐成为乐东的特色
农业产业，农户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
哈密瓜一样的甜蜜生活。

“别看我们这都是沙土地，但种出
来的哈密瓜鲜甜多汁，这土地金贵着
呢。”说起哈密瓜种植，陈运国语气里
满满的自豪。可在上世纪90年代，要
在沙土地里种出沉甸甸的哈密瓜，佛
罗镇的百姓想都不敢想。

“佛罗靠海，土地沙化贫瘠，降水
又少，老百姓大多靠出海捕鱼，闲暇时
种些瓜果维持生计。”福塘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方才和说，1992年前
后，有外地农户来佛罗镇租地种哈密
瓜，也是从那时起，村民们发现哈密瓜
产业蕴藏的财富。“那年，客商种植的
哈密瓜收购价每斤2.5元，而我种植的

西瓜每斤收购价才8分钱。”方才和说。
这样的效益，让方才和对哈密瓜

心动了。1995年，他与同村的陈奇
夏、蔡福亮3人合种了6亩哈密瓜，当
年每人就收获了1.8万元。哈密瓜可
观的效益，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民的
积极性，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而今，该
村有近400户农户种植哈密瓜，种植
面积达4000余亩。

外来品种哈密瓜“落户”福塘村也
并非一帆风顺，不久后便出现“水土不
服”。“露天种植容易产生病虫害，结果
率低，要是碰到台风，农民半年的心血
就全毁了。”方才和说。

“种植不难，但技术难掌握观念难
改，”在陈运国看来，每次种植技术和
观念的变革，都给佛罗镇百姓带来了

收入上的突破。2003年，佛罗镇种植
户自发组织到山东省寿光考察瓜菜种
植，受到当地大棚保暖技术的启发，回
来后便开始普及大棚种植，后来又引
进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让哈
密瓜的抗病虫性提高、挂果率上升，亩
产达到6000斤，佛罗镇的哈密瓜产业
年产值也达到了1亿元。

产业发展壮大还为贫困户打开了
脱贫致富的门，通过“龙头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合作模式，助力当地贫困
户摘下“贫困帽”。“近年来通过推荐优
质品种、提供技术指导，带动村民种哈
密瓜1000亩以上，66名贫困户实现
脱贫。”福塘村乐东裕翔密瓜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陈东雷介绍，合作社采
取“统一供应瓜苗、提供技术指导、最

低保护价收购、统一担保，引导农户分
户种植”的方式，有效化解了贫困户种
植哈密瓜面临的风险。

以哈密瓜为代表，近年来，乐东坚
持推进农业品牌化、无害化、标准化、
规模化、效益化建设，加快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出乐东热带高
效特色农业“王牌”。数据显示，2019
年，该县实现农业生产总值77.55亿
元，占全县生产总值的53.72%。其中
南繁制种面积11万亩，冬季瓜菜种植
面积40万亩，产量58万吨，85%冬季
瓜菜销往岛外。

如今的福塘村，一排排小洋楼拔
地而起，家门口停靠着小汽车，小小哈
密瓜让村民们过上了火红的生活。

（本报抱由9月24日电）

种植哈密瓜让乐东佛罗镇福塘村村民过上好日子

笑哈哈 甜蜜蜜 顶呱呱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 通讯员 王凯

9月 24日下午4时，像往常一
样装上一车玩具，临高县博厚镇和
占村脱贫户符利坚和儿媳妇罗小燕
开着电动三轮车从家里出发前往临
高文澜文化公园，“助燃”当天的夜
市烟火气。

1个多小时的车程不算短，符利
坚到达文澜夜市一条街时天色还未
暗。熟练地来到12号摊位前，符利
坚和罗小燕拿出工具袋支起塑料池，
再将小铲子、小推车、小耙子、小桶等
玩具放入其中，浇上类似砂子的颗
粒，一座“沙地玩具基地”就建了起
来，配上旁边的“钓鱼池”，就是孩子
爱来的小游乐场。符利坚忙着准备
时，天色也渐渐暗了，附近的摊位也
多了起来。

今年 9 月 15 日试运营的文澜
夜市一条街，是临高为满足群众多

元化需求，增加就业岗位，助力夜
间经济和地摊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规划有儿童玩乐区、手机贴膜区、
服饰首饰区、小吃区等，共设立568
个摊位。

晚上7时，伴随一个个摊位开始
运营，整个夜市烟火味十足。

“只要10元钱，这些玩具都能
玩，时间不限！”坐在摊位前的符利
坚“瞄准”小朋友就介绍起来。不一
会儿就有不少孩子拉着家长驻足摊
位前。“周末时，一天能有几百块收
入哩。”符利坚说，今年55岁的她此
前一直闲在家，靠着政府帮扶和儿
女的帮助脱贫，生活勉强过得去。
如今能在夜市做生意，让她有了笔
不错的收入。

“我和老公1个月前都突然失
业，如今利用晚上的时间跟着婆婆来
夜市揽活，白天就出去找工作。”罗小
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受疫情影
响工作不好找，能在夜市有份收入也

能补贴生计。
“玩具都在网上买，从每天的收

入来看，很快就能挣回来！”她说，摆
摊没有门槛，听朋友说文澜夜市一条
街可以免费摆摊就帮婆婆报了名，自
己也常过来搭把手。

在文澜夜市一条街小吃区，一个
个摊位摆出桌椅、一座座烧烤架燃着
炉火，烟气弥漫。不少摊位前都坐上
了来纳凉和品尝美食的客人。

“生意好时一天能有1000元左
右收入，一般摆到12点，忙起来能摆
到凌晨3点！”波莲镇敦贯村脱贫户
余丽婷说，她家一共8口人，父母以
割橡胶为生，由于家里孩子多导致因
学致贫，如今在政府帮助下顺利脱
贫，和朋友合伙开的烧烤摊则能为家
里增添不少收入。

“来夜市摆摊的都是各乡镇村
民，不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临
高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摊位都免费
提供给村民。”夜市管理方、中管（临

高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雅
桢介绍，目前报名摊贩达580人，已
有300多人入驻文澜夜市。

据了解，临高还为入驻摊贩提供
自媒体运营管理方式、美食技能培训
等服务，旨在提高商户的职业技能水
平，帮助解决就业问题。

临高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目前已有临城新桥南路夜市餐饮一
条街，有不少餐饮企业、商铺等，如今
打造文澜夜市一条街旨在保证民生
就业，并将其打造成集吃喝玩乐于一
体的多元素地标性夜市，成为对外展
示临高本地特色的一张名片。

此外，临高县委宣传部还组织县
文联文艺志愿队每晚来夜市开展活
动，丰富临高夜经济文化内涵。

夜已深，文澜夜市依然热闹，
氤氲的夜市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
民的味蕾，也让当地村民的口袋鼓
了起来。

（本报临城9月24日电）

临高打造文澜夜市一条街，免费提供500多个摊位助力村民创业

“夜经济”点亮小康路
儋州举办活动助力
扶贫产品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韦斌）近日，儋州市与全
国同步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该市各
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消费扶贫产品进
社区活动。旨在调动广大市民参与消
费扶贫的积极性，拓展贫困群众的农
产品销售渠道，在贫困村民和城市居
民之间架设起消费扶贫供需对接桥
梁，汇聚社区居民爱心，帮助贫困群众
增收脱贫。

据悉，9月21日至10月14日，儋
州将先后在那大城区人流量较大的社
区、住宅小区和“两院”校区等地举办
8场消费扶贫活动，采取现场展销的
方式，集中展销贫困地区、困难村民生
产的农产品、畜产品和特色产品。

活动期间，儋州有关部门将先后
开展扶贫集市进社区、学校、医院、部
队、企业活动；组织定点扶贫单位开展
集中消费扶贫购买活动；有序开展消
费扶贫专柜建设；完善儋州消费扶贫
馆；推动消费扶贫专区建设；开展“消
费扶贫月·海南在行动”线上线下系列
专题带货活动等。

9月22日，在五指山毛道
乡毛道村的百香果科技扶贫示
范基地，当地村民正在嫁接百
香果幼苗，标志着毛道村打造
出百香果育苗、种植、加工的全
产业链。

今年，毛道村还将继续推
广扩种百香果200亩，打造百
香果主题产业，让更多村民尝
到百香果的甜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网红”带货
海口大坡胡椒热销
一晚卖出3万多单，销售近60万元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所有
女生！我手上拿的是海口大坡黑胡椒，整瓶都是
完整的颗粒，直接研磨就可以吃……”9月23日
20时15分，“网红”李佳琦的淘宝直播间开启了

“我们在行动——丰收之夜”助农直播活动。其
中，来自海口的大坡胡椒备受欢迎。5分钟不到
的直播过程中，大坡胡椒库存多次被清空。截至
当晚12时，直播带动大坡胡椒销量超过3万单，
销售金额达59.92万元，在线观看人数最高达400
余万人。

据介绍，海口市大坡镇自1982年开始种植胡
椒。经过近40年发展，如今该镇胡椒种植面积达
30多万亩，年产量超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5%以上。近年来，大坡胡椒不断追求创新和工
艺升级，并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海南农科院的
技术支持和海南农垦的配合下，大坡胡椒首创“胡
椒初加工”的两项技术和一项工艺，并申报了国家
专利，研发、生产出胡椒初加工成套设备。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直播带
货牵起了农村和消费市场之间的供需纽带，打通
了优质农产品销售在地域和时间上的瓶颈。作为
头部直播领域的代表，李佳琦为海口大坡胡椒带
货，有助于提升产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不断拓宽
销路，真正让农民获益。

海口永兴镇绿橙丰收
电商新渠道拓宽农户增收路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郑峻敬 柴文
娅）新鲜的橙子装入纸箱内，放入祝福卡片，过磅，
胶封……9月22日中午临近饭点，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儒东村村民王爱玲还蹲在地上麻利地打包
绿橙，完全顾不上吃饭。

“今年绿橙迎来大丰收！国庆、中秋双节临
近，省外的水果礼盒订单特别多，半个月差不多每
天都要寄出去300多箱。”王爱玲说。

王爱玲的生意如此火爆，源于两年前她的女
儿王秋月返乡创业，成立海口岩红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并把电商销售的经验和渠道带了回来。

“电商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从田头直接到客
户，收购价能高出许多。”永兴镇永德村党支部书
记陈槐柏介绍，随着永兴电商扶贫中心的成立，村
民们对电商销售逐渐有了了解，加上王秋月点点
手指、收发快递就能把荔枝卖到海口甚至北上广
深，越来越多村民开始尝到电商带来的发展红利。

电商发展带来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让永兴镇
近年来的水果收购价越来越稳定，农户们的积极
性水涨船高。“荔枝、黄皮每年只能上市两个多
月。为增加收益，近年不少农户都开始尝试种植
绿橙，今年我们村的绿橙产量就超过了20万斤，
非常受欢迎。”陈槐柏说。

据了解，海南网红直播基地日前刚在永兴镇
成立。下一步，该镇将吸引更多互联网创业人才
和团队入驻，孵化培育海南本土“网红”，构建“直
播+电商+网红带货”新模式。

许鸿飞博鳌美丽乡村展开幕
本报嘉积9月2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罗颖）9月24日下午，以艺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欢乐南强”许鸿飞博鳌美丽乡村巡展第三
回展在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开幕，为即将到来的
国庆中秋长假提供具有浓郁艺术氛围的美丽乡村
特色游内容。

此次巡展，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将他创作
的15件代表性作品带来，与南强村里的8位健硕
阳光、笑容可掬的“肥女人”雕塑举行一年一度的
主题“联欢”。

“南强村是个好地方，这里的幸福感和小康生
活造就了这种接地气的作品，幸福生活通过作品
和环境产生了互动，就能感觉到美丽乡村越来越
有幸福感。”许鸿飞说。

许鸿飞博鳌美丽乡村巡展迄今已跨入第三
年，他的作品通过幽默逗趣、动静结合的刻画，雕
刻出人们喜闻乐见、妙趣横生的生活场景，成了美
丽南强的“快乐明星”。此次巡展将在南强村博鳌
凤凰乡村振兴交流中心展出一个月。

昌江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专题培训三亚开班

本报三亚9月24日电（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越炜鹏）9月24日，2020年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班在三亚开班，近百
名昌江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5天，以专题教学、现场教学、
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内容包括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更高水平开放——解读海
南自由贸易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解读、“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操作实务、乡村振
兴战略等，学员们还将走进三亚市博后村和大茅
村参观学习。

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凝
聚力和战斗力，提高昌江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助推该县的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等工作。

此次培训由昌江县委组织部主办，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海报教育承办。海报教育专门制定了精准的
培训课程，并安排优秀班主任全程提供精细化的管
理服务，得到了主办方和参训学员们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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