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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人生 学习的楷模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侧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梁君穷
叶媛媛 陈蔚林 曾毓慧 习霁鸿

每一段故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
每一段事迹都蕴含催人奋进的力量。

10月22日上午，2020年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海南省人
大会堂举行。全省各界人士积极收看
报告会，倾听动人故事，汲取榜样力
量。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榜样精神，
铭记榜样事迹，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确
保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每一个带着温度的故
事，都深深打动我们

“这些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的
先进事迹，让我深受感动，也备受鼓
舞，特别是贡献奖获得者张雷威深入
基层一线20年、用真心真情帮扶贫困
群众脱贫的工作经历，更让我充分认
识到脱贫攻坚事业的重大意义与深远
影响。”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二级主任
科员李昶铮在省人大会堂海口主会场
观聆听报告会后深受鼓舞。“作为扶贫

干部，我要积极向这些先进典型看齐，
不负韶华，实干担当，履职尽责，为我
省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贡献智慧和力量。”

“报告团成员用朴实而深情的语
言，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亲身经历和感人事
迹。每一段声情并茂的讲述，每一个
带着温度的扶贫故事，都深深地打动
我们。”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王昱正在保亭分会场收看报告会后表
示，“鲜活故事感人肺腑，榜样力量催
人奋进。”他说，保亭全县上下各级帮
扶干部将牢记使命、勇挑重担，自觉向
榜样学习，抢抓最后2个多月的宝贵
时间，紧盯产业发展、消费扶贫、稳岗
就业、健全防贫机制等扶贫重点工作，
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扎实的作风、
更加务实的举措，保持攻坚态势，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

听完报告会，海口市琼山区甲子
镇大同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风伟
不禁感慨：“乡村是年轻人大有可为的
广阔天地。作为驻村干部，我们要在
追梦的时代去奋斗去拼搏，用自己的

足迹书写我们这一代扶贫干部的神圣
使命和担当。”

收获的不仅是动人故
事，更是信心和动力

10月22日8：45，海南百美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熙熙攘攘，
公司首席执行官林如福早早赶到会议
室时，50多名员工已经全部就位。大
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拿出笔和本子等
待报告会的播出。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会议室里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最让林如福感到
震撼的，是此次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
奉献奖、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咏梅的事迹。

林如福说，和徐咏梅一样，自己也
在和海南农业打交道，正是因为深知
从事农业工作的不易，更加深了他对
徐咏梅这样默默付出，多年致力扶贫
工作的企业代表的敬佩之心。“打赢脱
贫攻坚战需要更多像徐咏梅这样‘敢
于担当，有所作为’的企业人，我将以
她为榜样，贡献更多的力量！”他表示，

大家收获的不仅是一段段动人的故
事，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信心
和不竭动力。

当天，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高铁
站出口的消费扶贫体验店内，海南滴
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黄凌燕用手机收看了报告会。

“看完报告会我感触很多，特别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
县安陲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杨宁带领
老乡脱贫致富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黄凌燕说，江门村通过创建“苗阿嫂”

“苗阿公”品牌，建起农产品加工厂，使
年人均纯收入从 2000 多元增加到
7000多元。“我要向杨宁学习，努力在
陵水创建农产品品牌，建起自己的农
产品加工厂，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帮助
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把榜样事迹铭记在心，
为决胜脱贫攻坚努力奋斗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松
村，脱贫户羊进起在电视夜校教学点
收看了这场报告会，对全国脱贫攻坚

奋进奖获得者张顺东、李国秀夫妇身
残志坚，努力打拼电商产业的事迹感
触颇多。

“我们身体健康，手脚健全，现在
又有这么好的政策，一定要花大力气
好好发展产业。”羊进起说，近年来，在
扶贫干部的帮助下，他与妻子鼓足干
劲种植约20亩山兰旱稻，一年能入账
将近3万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整
场报告会的事迹很感人，以后我们发
展产业会越来越有干劲。”羊进起心里
盼着，也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海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
生王玉洁说，这些把党和国家扶贫政
策落到实处的事迹让她感触颇深：“打
赢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干部帮扶、企
业带动，也需要个人努力。每一个奋
战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人，都用他们
的赤诚之心、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为
打赢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作出最大的
努力。作为青年学子，今后我一定和
身边的同学们一起学好专业知识、参
与社会实践、助力乡村振兴，为广大农
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作出应有的贡
献！”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我省各界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

榜样力量催奋进 不获全胜不收兵

2020年海南省“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座谈会召开

争取研修成效最大化
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金昌波）10月
21日至22日，2020年海南省“西部之光”访问学
者座谈会在海口召开，总结交流历年来人才培养
成果，欢送2020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推动广
大访问学者更好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悉，“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培养工作，是落
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在中央组
织部的关心和支持下，自2015年起，我省从五指
山、琼中、白沙等8个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中
西部市县中，选派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参
与“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培养计划，到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委及东部地区所属重点企事业单位研
修。特别是2018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中“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
才”的重要指示精神，中组部将选派范围覆盖至
海南全省。截至目前，全省已有61名优秀人才
以访问学者身份开展研修。座谈会听取了2019
年“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研修成果汇报，历年访
问学者代表畅谈了收获体会，部分省直单位、市
县交流了工作经验。

座谈会上，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
近年来的工作成绩，强调要充分认识“西部之光”访
问学者项目对我省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
做好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西部之光”访问学
者培养工作。广大访问学者要聚焦服务海南自贸
港建设大局，加强政治学习和作风养成，强化专业
学习和岗位锻炼，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争取研修
成效最大化，为自贸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管理机
制，全力以赴做好研修选派和培养支持工作。

“中欧科研快车”科技创新合作
宣讲活动走进海口

助力海南吸引欧盟科技资源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

生李爱美）今年是我国与欧盟建交45周年，作为
中欧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内容，“中欧科研快车”
2020年科技创新合作系列宣讲活动10月22日
走进海口，宣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欧盟科研计
划、中欧联合资助机制等科技政策以及海南自贸
港政策。

据介绍，“中欧科研快车”2020年科技创新合
作系列宣讲活动海口站旨在宣介和用好海南自贸
港政策，吸引更多优质欧洲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
人才和团队到海南，推动更多地方科研创新主体和
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对欧合作。

活动当天，主办方介绍了欧盟科研计划、驻华
科技外交官所在国创新情况和科技政策、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的申
报政策、海南自贸港政策及对欧合作情况，与会嘉
宾互动交流，表达合作意愿。

近年来，我省在热带农业、材料化工、海洋生
态、生物医药等领域与德国、荷兰、法国等国合作紧
密，并与不少欧盟国家的科学家、高校、科研机构及
国际组织开展联合研究、共建联合实验室，人员往
来与学术交流氛围活跃。

海南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高水平的研究机
构、高科技企业参与自贸港建设，扩大国际科技创
新合作是海南当前科技发展的重要任务。该活动
走进海口凸显了科技部以及欧盟对海南的重视。

活动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指导，中国科学技
术交流中心、欧盟驻华代表团、省科技厅主办。来
自德国、法国、荷兰、捷克、丹麦、奥地利、瑞士、罗
马尼亚的驻华科技外交官，泛珠三角地区九省两
区的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我省省直有关单
位、市县科技管理部门、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
企业相关负责人近200人参加。

一版延伸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有苦有乐、有笑有泪，这是全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奋斗点滴，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事迹的生动注脚——

10月22日，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海口举行，第八报告
团的7名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和1名获奖单位代表带来他们扶贫脱贫

的“种”与“果”、分享扶贫脱贫路上的苦与乐，和海南干部群众
相约战与胜。

决定
投身脱贫攻坚伟大事业
投身扶贫大业、决战脱贫攻坚，并

不是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咏梅回国创业的最初决
定，却成为她成就自己的“终身决定”。

20年前，从新西兰回国后，徐咏梅
来到我省临高县创业，看到当地农村农
民贫困的生活条件，“就想力所能及地
帮帮他们”。徐咏梅开始给村子打水
井、装水塔、修路修桥修校舍，“但是村
民的贫穷现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
她这才意识到，让村民摆脱贫困，光靠

“输血”是不行的，要帮他们“造血”。
“走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的道路，

才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带领贫困户
脱贫致富。”徐咏梅决定投身参与扶
贫，先采取“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务
工”及“合作社+”的模式带农户发展
凤梨产业，再实行“农业基地+培训基
地+扶贫工厂”的“三位一体”的模式
强化“志智双扶”，从一村、一县，辐射
到一省、各地，公司累计助力7137户
31328名海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出列，累计实现分红2214.74万元。

不是“第一决定”，却是“不二决
定”，2010年大学毕业的杨宁，也曾做
出选择：一边是留在城里过朝九晚五
的安稳日子，另一边是回到贫困的小
山村去面对不知怎样的艰辛。

放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一家农资公司的录用通知，杨宁决定
回到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
陲乡江门村当一名大学生村官。“为
了斩断穷根，让村里阿娘们不用吃
糖，也能尝到生活的甜！”卖竹子、种
辣椒、种葛根……杨宁“屡战屡败”，
依然选择“屡败屡战”。

和小时候隔壁阿娘送的两颗糖一
样，紫黑香糯是杨宁在扶贫路上“挖”
到的一颗“糖”。通过挨屯召开动员
会，发动村民用苗族传统的“稻+鸭+
鱼”共作模式种植紫黑香糯，全村63

户贫困户种植的120多亩紫黑香糯在
2017年秋天迎来大丰收，每亩收入增
加两倍……同年，村“两委”换届选举，
杨宁成为大苗山第一个女大学生村委
会主任，年底她带领江门村整村脱贫，
3年来江门村集体经济扭亏为盈，增
加11.7万元。

有回归苗寨的女村官，也有退伍
不褪色的“兵支书”——放下经营多年
的建材生意回村参加竞选、组织全村
39名退役军人打造脱贫攻坚战场“老
兵突击队”、建立村集体合作社种植金
丝皇菊、桑葚等，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
白云镇平元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肖正强所作的一个个决定，让平
元村从“后进村”“问题村”变成了先进
村、富裕村，3年时间，人均年收入从
5800元增至11360元。

一个个决定，他们加入脱贫攻坚
战斗，成为扶贫队伍一员；也是一个个
决定，所有人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誓帮

“老乡”彻底脱离贫困。

决心
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

一只手、一双脚，是云南省昆明市
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村民张顺东、李
国秀夫妻的“全部”，但他们却说，面对
脱贫攻坚之战，两人不只有一只手、一
双脚，“因为坚定决心比身体躯干更强
大”。

在坪子村，经历事故截肢后只剩
下一只手的张顺东，和天生没有双手
的李国秀，组建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用双脚抱大”养育了两个孩子。抱着
“不能把贫困传给孩子”的决心，张顺
东、李国秀夫妻上山找柴煮猪食，下地
挖红薯，种地、养牲口努力挣钱。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没有
什么迈不过去的坎！”这是张顺东时常
对妻子李国秀说的话。两人相依为
命，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春天，张

顺东在山沟山洼围水，李国秀在稻田
里用脚插秧；夏天，张顺东修枝打杈，
李国秀在地里除草；秋天，张顺东用一
只手掰苞谷，李国秀背着篮子站在地
里接着；冬天，张顺东劈柴、生火，李国
秀缝补衣服、教孩子读书。

2019年6月，由于李国秀生病，
“节令到了，但家里的红薯却迟迟种不
下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便组
织群众，帮助我们夫妻把5亩红薯全
部种了下去。”讲着讲着，张顺东的声
音开始喑哑，抬起仅剩的一只手，他微
微偏头，快速地抹了下眼角，在场的许
多人和李国秀一样，都红了眼眶。

“现在，我是村里的残疾人联络
员，为87户97名残疾人提供联络服
务。我总会用自己的经历去鼓舞别
人——既然命运注定身体残疾，自卑
和痛苦又有什么用呢？一根草顶一颗
露珠，相信每个人只要自立自强、奋发
向上，都会像小草一样活下来。”抹了
眼角，张顺东继续说道。

夫妻二人的决心奋斗，加上扶贫
政策的有力支持，他们盖起了新房，张
顺东的医药费也得到报销，“女儿现在
是一名人民教师，儿子也经政府联系
帮忙到昆明务工。前不久，我还参加
了东川区残疾人电商培训，买了一台
电脑，希望可以把家乡的特色农产品
放在网上销售。有决心，加上好政策，
我们残疾人一样能够脱贫奔小康，过
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贵州省松桃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石丽平通过
传承“指尖技艺”助力脱贫攻坚。从耗
时8年时间、徒步3万多里，挖掘、整
理、记录丰富的濒临失传的苗绣技艺，
到笑对冷嘲热讽、苦口婆心动员，至
2019年底，公司共培训了一万多名绣

娘，使300多户贫困户1000余人顺利
脱贫，石丽平决心用“指尖技艺”带动
更多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巩固脱贫成
果，推动乡村振兴。

国家电网榆林供电公司退休干部、
陕西省米脂县沙家店镇李站村驻村扶
贫顾问张雷威，“踏遍青山人未老”，频
出小康“金点子”。刚进村时组织村民
到沙地里栽树，村民们不信任，张雷威
就脱下西装换工装，扛起一捆树苗走进
沙地带头种；面对“光棍汉”把牛一卖了
之又返贫，年龄大的、劳动力弱的脱贫
困难，张雷威就引导村民们加入合作
社，从冬天讲到春天，从春天讲到秋天，
李站村贫困户入了股、养起牛，今年每
户预计可拿到分红3000元。

一个个决心，他们坚信扶志扶智
勤劳致富，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也
是一个个决心，他们顽强奋斗攻坚克
难，誓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决胜
全力攻坚共奔小康

此次巡回报告，广西河池市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荣彪的行李中总
带着一张照片，每回上台时就拿出来——

“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是
2019年9月11日，十几位帮扶干部，
用几块花布条和几根木棍，牢牢地把
一张老式竹躺椅，绑成一个简易‘花轿
子’，把91岁高龄的毛南族老人谭运
日抬出大山的场景。经过4个多小时
的艰难跋涉，终于把大山深处的最后
一位‘守望者’抬了出来，搬进新房。”
巡回报告前夕，黄荣彪去看望老人，曾
经坚持“不想搬出大山”的老人，如今
紧紧握着黄荣彪的手，笑道“不想回山
里了”。

把责任扛在干部肩上、把甘泉
引入千家万户、把幸福牢牢握在手
里……放下照片，黄荣彪将毛南族整
族脱贫的“环江答卷”娓娓道来：“在脱
贫攻坚最吃劲的时刻，我们把县直单

位123名局长，全脱产下沉到村里担
任‘大村长’，全县12个乡镇均成立战
区作战指挥部，同时重点实施‘打狗河
饮水工程’，并于近几年投入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资金超过15亿元，将毛南山
乡饮水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的
历史翻篇……”

如今的毛南山乡，一个个村庄牛
羊成群，一条条新路通向四方，一根根
网线连接山外，一片片山岭瓜果飘
香。特色农业产业园遍布城乡，城区
面积翻了两倍，城区人口增长一倍，广
西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在环江
设站……

苦尽甘来，笑泪同样珍贵。场上
一位位扶贫队伍“队友”带来的一个个
脱贫攻坚故事，让场下一名名海南干
部群众同频共振：张顺东、李国秀夫妻
的报告屡次被掌声打断，黄荣彪最后
唱起山歌时现场与会人员自发配合打
拍哼唱……

而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和广播电视
直播形式收听收看报告会的更多人，
同样增脱贫信心、长攻坚斗志：

和徐咏梅一样，海南百美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林如福也在和
海南农业打交道，他说：“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需要更多像徐咏梅这样‘敢
于担当，有所作为’的企业人，我将以
她为榜样，为海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更大力量！”

“他们活出了自己最美的人生，是
我们学习的楷模。”听完报告会，海口
市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林风伟更加坚定了决胜脱贫攻
坚的斗志。

“鲤鱼伴水水更清，星星伴月月
更明，我们过上好生活，永远不忘党
恩情……”报告会在黄荣彪清唱山歌
《十颂党恩》的歌声中落下帷幕，海南
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战斗还在继续，向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继续挺进。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

首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
将于11月在海口举办

新华社客户端海口10月22日电（记者王晖
余 夏天）首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中外媒体吹
风会22日在京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由中国南
海研究院、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和中美研
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将
于11月5日至6日在海南海口举行。

据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介绍，论坛
将聚焦“海洋合作与治理”主题，围绕“全球海洋
治理与区域实践”“当前南海形势与热点问题”

“海上安全合作与风险管控”“南海区域秩序构建”
“海洋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海洋治理新思路与新
倡议”以及“海洋前沿问题与治理能力建设”等议
题展开交流。

吴士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来自
海洋领域的挑战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
峻。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渔业资源
过度捕捞、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海水酸化、海上
溢油、海水富营养化等海洋问题层出不穷，给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全
球海洋治理体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逆全
球化与单边主义、新冠疫情和海洋争端等因素
使得国家间、区域间开展海洋治理合作充满了
不确定性和变数。

据悉，论坛将邀请域内外涉海智库、高校等研
究机构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及
国内外涉海管理部门官员等300余人，旨在建立
一个关注全球海洋问题、探讨海洋治理、推动国际
海洋合作的平台，并向全球海洋治理和合作发出
南海地区国家的声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南海
经验”和“南海方案”。

奉献奖获得者徐咏梅

创新奖获得者肖正强

奋进奖获得者张顺
东、李国秀夫妇

奋进奖获得者杨宁

组织创新奖获奖单
位代表黄荣彪

贡献奖获得者张雷威

奉献奖获得者石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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