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澄迈新发展 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李冰 美编：杨薇 检校：招志云 王赛A10

罗驿村始建于南宋年间，已
有上千年历史，曾获评“中国传
统村落”“全国文明之村”“澄迈
长寿之村”。在宋代时，这里是
海南往西行的驿站，村名由此而
来。村内干净整洁，火山石建成
的老房子极具琼北特色。

小贴士
门票：免门票
地址：澄迈县白莲墟罗驿村
周边景点：“白莲和谐休闲

庄园”农家乐，游客可采摘时令
水果，或参与收割水稻等活动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整理）

中秋国庆长假 邀您畅游大美澄迈

秋天美景让你拍不够

古永庆寺始建于北宋，是古代“澄迈
八景”之一，也是海南历史上有名的禅林
圣地。重建后的永庆寺位于盈滨半岛，是
如今琼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从山门入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座
相对峙立的钟鼓楼，放眼望去，则是天王
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文殊殿、藏经阁等
诸多建筑。

小贴士
地址：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盈滨半岛
门票：25元/人（参考价，实价以当地

门票为准）
周边风光：盈滨半岛海景，东水港
美食推荐：港洋海鲜坊
推荐菜品：白灼麻虾、海鲜面、牡蛎

煲，人均消费约100元

永庆寺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中心区是
国家AAA级景区，是集世界咖啡种
植文化观赏、休闲娱乐度假于一体的
特色文化风情小镇，设有咖啡交易中
心、世界咖啡口岸、咖啡制作观摩品
尝区、陶艺制作创意体验区等。

小贴士
地址：澄迈县福山镇环岛高速公

路南侧
美食推荐：咖啡、烤乳猪、咖啡糕
门票：免门票
交通指南：从海口乘中巴直达福

山镇，乘三轮车即可抵达；自驾游客
可沿西线高速公路在福山敦茶互通
立交路口下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美榔双塔系元代古塔，俗称
“姐妹塔”。姐塔呈六角形，原为7
层，现存6层，高17米。妹塔呈四
方形，7层，高13米。

塔旁有山泉和古井，炎夏泉
水清凉，寒冬水温宜人，周围林木
苍翠，景致优雅。美榔村是拥有
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设有姐妹
塔的专题博物馆。

小贴士
地址：澄迈县金江镇美榔村
门票：免门票
美食推荐：美榔村小卖部提

供烧烤架，游客可自助烧烤，另提
供莲花茶，约10元一壶

美榔双塔

金山寺始建于明朝洪
武年间，新中国成立前夕毁
于兵乱，1993年重建。寺
中的万福长寿药师塔有“海
南最高塔”之称，是澄迈的
地标之一，登塔可以眺望澄
迈县城。

小贴士
地址：澄迈县金江镇
景点：金山寺+药师塔
门票：金山寺免门票，

药师塔观光门票50元/人

金山寺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9月23日下午，在澄迈县大丰镇
才存社区一家养鸡合作社内，村民王
家华一边给鸡添加饲料，一边跟海南
日报记者念叨着近年来家里的一笔
笔收入来源：他跟老伴都在合作社打
工，每月每人能挣2000多元，上个月
卖牛挣了8万多元，合作社每年分
红，多的时候有6万多元，儿女们也
都就业了……自从2017年彻底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王家华对自己的致
富路步步都有规划，他希望自己不仅
不要掉队，更要当好带头人。

王家华原是才存社区的一名贫困
户。前些年，一家老小挤在30多年房
龄的砖瓦房里，全家开支全靠他一人
打工。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他辗
转在广州、深圳、三亚等地，进过工厂，
当过泥瓦匠，但收入依旧不高，难以支
付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贫困一度成
为一家人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
的扶持，给了我生活的希望。”王家华
说，改变发生在2016年。那一年，大
丰镇政府给王家华的两个孩子落实
了教育补贴，同时送来1头黄牛和20
包肥料，安排了帮扶责任人，鼓励王
家华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政府的精准帮扶举措，让王家
华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他回到家
乡，悉心饲养黄牛，重新拾掇了亲
戚家的 20 多亩撂荒地，栽种了
5000株香蕉苗。施肥、祛虫、除草
……王家华样样自己来，看着香蕉
苗一天天茁壮成长，结出一串串香
蕉，王家华满心欢喜。

然而，在香蕉成熟前的两个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将六七百株挂
着硕果的香蕉树吹倒在地，直接损失
达3万余元。

伤心之余，细心的王家华观察发
现，一些农户给香蕉树做了支撑杆，
大风刮过，他们的香蕉树竟然完好无

损。这让王家华明白：搞种植，没有
技术可不行。

于是，王家华在农忙之余抽空与
周边种养大户交流经验，积极收听收
看海南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一次不落
地参加当地举办的种养技术培训，并
更加细心地养护剩下的那些香蕉
树。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香
蕉成熟了，王家华赚了7万多元。

2017年，王家华拿出卖香蕉的
部分收入，加上当地政府提供的6万
元危房改造资金，给自家建了新房。
他还拿出另一部分卖香蕉所得的款
项，入股村里的养鸡合作社。带着妻
子一起在合作社打工。

这一年，王家华脱了贫。“党和政
府帮我脱了贫，也让我明白了，致富还
要靠自己双手！”王家华的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脱贫之后，他干事创业的劲
头更足了，把3年来在养鸡合作社分红
的10多万元，循环投入其中，成为合作
社股东之一。合作社的规模也从最初
的1个鸡棚发展至如今的4个鸡棚，存
栏量从1万多只发展至4.8万只。

如今，王家华成了大丰镇当地的
脱贫典型和致富带头人。“今年下半
年，我与村委会达成协议，带头发展
养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对于下
一步打算，王家华信心满满。

（本报金江9月24日电）

澄迈大丰镇村民王家华发展种养产业脱贫

日子好过了，致富劲头更足了

澄迈福山镇扶贫干部莫德春发挥所长，热心帮扶困难村民

阿春扶贫记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幸好阿春及时把我送医，才
躲过一劫！”9月22日，在澄迈县
福山镇官族村，59岁的村民吴礼
运回想起不久前自己差点突发高
血压时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阿春，就是澄迈县福山镇农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莫德春，也是吴
礼运的帮扶责任人。

9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莫德春家里见到他时，这个长相和
善、爱笑的中年男人正在养伤。原
来，上个周末，莫德春前往福山镇
文社村村民吉妹家给牛治病时，不
慎被牛踢伤了。但是莫德春没有
半句怨言，他说：“扶贫帮困是我们
的责任，群众一天不脱贫，我们一
天不放松。”

在吴礼运眼里，阿春是自己的帮
扶责任人，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16年，吴礼运被纳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早些年，他连子女的学费都支
付不起。2017年，在政府一系列帮扶
措施的扶持下，吴礼运一家脱贫了，孩
子们也顺利毕业并在外地务工，目前

只有他一人留守在家。去年，莫德春
成为他的帮扶责任人，对他十分关心。

9月5日一早，莫德春到村中走访
时发现吴礼运面容憔悴、身形消瘦，于
是仔细询问他是否有身体不适。吴礼
运告诉他，自己不太舒服，连续几天睡
不着觉。考虑到吴礼运无子女在身

边，且有高血压病史，莫德春担心他旧
疾复发，果断将其送往澄迈县人民医
院接受身体检查，结果发现，吴礼运的
不适果然是由于血压升高所致。

通知家属、陪同检查、办理住院
手续……当天，莫德春一个人忙前忙
后，直到吴礼运做完各项检查，找到

病因并在医院安顿下来，莫德春才在
当晚夜里12时之后回到家。

吴礼运住院一星期，莫德春前后
跑了三趟。出院当天，莫德春又前往
医院帮他办理出院手续、取药，并且
开车送他回家。对此，吴礼运一直念
叨着阿春的好。

扶危救困的热心好人

在村民符祥海的眼里，阿春是自
家羊群的“救星”，也是身边最近的技
术专家。

“与其说是我的羊，不如说是阿
春的羊！”在福山镇官族村的一处山
坡上，“羊倌”符祥海指着一群啃草正
欢的羊，感动地说。

澄迈县自2016年实施产业扶贫
计划，根据需求，为贫困户送去鸡鸭牛
羊等家禽，鼓励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产

业脱贫。当年，符祥海得到了11头羊。
有了羊，符祥海十分欣喜，但是

面对一群小羊羔，不懂养殖技术的他
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养好。果然，在饲
养的过程中，死了4头羊。

莫德春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指
导，帮他给剩下来的7头羊接种疫
苗，手把手教他做好羊舍的消毒等工
作。“山羊有什么问题马上电话告诉
我，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我都会及时

出诊！”莫德春这样向符祥海许诺。
平时，莫德春也经常打电话给他，

交流养羊技术。莫德春每次到官族村
委会值班，也会亲自去符祥海的羊舍
看看，一旦发现问题，马上帮他解决。

如今，符祥海家的羊群已有42
头羊，几年来卖出了20来头羊，收入
近4万元。2017年，符祥海获得3.5
万元危房改造补贴，改建了房屋。更
让人高兴的是，一直单身未娶妻的

他，如今不仅脱了贫，还脱了单。
“阿春不仅对结对的贫困户关心

体贴，对福山片区的产业帮扶也是尽
心尽力！”官族村脱贫攻坚中队中队
长李彪荣说，莫德春作为帮扶责任人
和福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畜牧师，20
多年来，走遍福山镇大小村庄，为不
少村民解决了养殖技术难题和生活
困难，大伙都很感激他。

（本报金江9月24日电）

尽心尽力的技术能手

澄迈开展打击
非法囤砂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9月
22日，澄迈县水务局、县公安局、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囤砂专项行动。

当天，执法人员来到瑞溪镇罗浮村，对村内非
法堆积的砂石进行整顿清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海南
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未依法取
得砂石采矿权、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单位、企
业及个人，不得在河岸边非法盗采河砂并非法囤
积砂石，不得从事砂石经营行为。自当日起，澄迈
县打击非法采砂领导小组对全县境内所有非法囤
积的砂石进行全面清理处置。逾期未清理处置的
将依法予以没收、罚款。

据统计，当天打击非法囤砂专项行动共出动
车辆35车次，清理非法囤积砂石300立方米。澄
迈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打击非
法囤砂的基础上，做好疏导，让有用砂需求的群众
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取得所需。

澄迈县七人制足球赛收官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9月20

日晚，“全民健身 健康中国”全国县域社会足球赛
事活动澄迈县七人制足球赛在经过10场激烈角
逐后落幕。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澄迈县人民政府协
办。比赛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小组
前两名的球队进行交叉淘汰赛，决出冠军。

经过激烈角逐，世港水利集团队获得了第一
名，澄迈富江车检足球队、斑马足球队、呓语酒馆
队分别获得了第二、三、四名。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旨在
推进澄迈县足球文化的基础工作，提高澄迈县足
球运动水平，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助推澄迈旅
游事业和足球产业发展，对于培养储备足球后备
人才、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促进全民健身活动
蓬勃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爱同行义工队
慰问澄迈贫困户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曼专）9月19
日上午，海南省与爱同行义工队组织开展精准扶
贫慰问活动，走进澄迈县仁兴镇美厚村，走访慰问
贫困户，传递爱心与温暖，送上关怀和鼓励。

为了组织开展好本次活动，成员们提前谋划，
在美厚村进行先期走访考察，了解贫困户的生产
生活情况，收集有关信息。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
10户贫困家庭为本期活动慰问对象。

虽然阴雨连绵，志愿者的热情不减。到达目
的地后，志愿者们带着“量身定制”的慰问物资，逐
一走进贫困户家中，传递温暖，送上鼓励。每到一
户，志愿者们都会同贫困户亲切沟通交流，聆听贫
困户的心声，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鼓励
他们努力奋斗。

澄迈县团代表联络站
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日前，
共青团澄迈县委线下团代表联络站在大丰镇才存
共享农庄“青年之家”挂牌成立，线上联络站同步
投入使用。

为保证及时、便捷、高效的服务，共青团澄迈
县委创新团代表联络工作模式，在微信公众平台
设置“青·服务”栏目，特别打造“一站两联”线上联
络站，依托新媒体资源优势，传播党的声音，引导
澄迈县团员青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带动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

共青团澄迈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团
代表联络站的建立，既是关注青年需求的新举措，
也是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引领力和服务水平的新
载体。团县委将通过线上线下联络平台，常态化
联系青年，精准服务青年，充分发挥团代表作用，
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问题，引导县域广大团员青年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
贡献青春力量。

罗驿村

澄迈聚焦·脱贫攻坚

沪杭琼三地作家
来澄迈交流创作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9月18
日，由海南省作协、澄迈县委宣传部、澄迈县文联、
美院一号艺术村联合举办的“魅力自贸港，文学新
天地”主题采访活动暨名家创作座谈会，在澄迈县
举行。来自上海、杭州以及海南的40多名作家进
行了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

当天上午的采风创作活动分两组进行，来
自岛外的作家们深入金江镇周边的文明生态村
和古村落探访，并到两所学校举行了爱心捐书
活动，与师生们进行了写作交流。省内的作家
们参观了艺术村、“石山村”、沉香林、茶场和

“神树”古榕群等。特色的艺术建筑和良好的自
然生态风光吸引了作家们的眼光，除了用眼睛
和手机尽兴拍照收集第一手素材，有的还即兴
创作了诗篇。

当天下午，名家创作座谈会在金江镇万昌村
苦丁茶场艺术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畅谈
了他的人生阅历和创作经历，勉励海南作家以优
秀的文学作品为自贸港建设助力。

“双节”临近，今年
的“中秋+国庆”假期长
达8天，国人出游热情
高涨，很多人想要出门
“浪一浪”，国内游、省内
游的关注量明显增加。

拥有悠长假期的
您，不妨来世界长寿之
乡 —— 澄 迈 走 走 看
看。这里有禅寺古塔，
晨钟暮鼓，幽雅静谧；
这里也有碧海长滩，畅
游其间，心旷神怡；这
里还是美食天堂，福山
咖啡、烤乳猪、生猛海
鲜、时令水果……应有
尽有，供君品尝。

摄影爱好者在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采风。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美美榔榔姐姐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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