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

聘请64名农村人居环境
社会监督员

本报讯（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
强化社会监督，督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近日，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聘请64人担任儋州市
农村人居环境社会监督员，其中有木棠镇薛宅
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薛凤驹等市人大代表32
人，中和镇成茂电器商行负责人戴永年等市政
协委员32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该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的。

儋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社会监督员来自基
层，有的是社区、村委会干部，有的是普通村民和
工人，有的是教师、店主、中小企业负责人。64
名社会监督员将发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督
中的带头作用，对各自所在乡镇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发现破坏农村
公共卫生设施的不文明行为，及时劝阻，及时反
映各自所在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
的各类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参照省级3
年行动考核验收反馈的问题清单，社会监督员
监督乡镇政府对存在问题全面整改。社会监督
员将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查找解
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实际问题的根源，加大
宣传力度，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监督工作，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社会监督管理成效，形成“人
人受益，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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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通讯员 黄艳艳

每天清晨6点，晨雾还未散去，随
着一声鸡鸣，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
曾山村脱贫户陈武泽就起床了，简单
洗漱后，他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
喂鸡、赶鸭、巡逻鱼塘、开栏放羊，从
天蒙蒙亮忙碌到夜幕降临。11月10
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要把自己养殖的60多只黑山羊赶
去喂草。

“你看这群小羊羔，都是刚出生的，
一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我刚开始养的6
只羊羔。”虽年近半百，但谈起自己养的
黑山羊，陈武泽眼睛就亮了。

为什么只养6只羊羔？听到这个

问题，陈武泽的妻子陈丽清笑了起
来。“那时候穷，没有钱。特别是刚嫁
过来那几年，家里连肉都买不起，还得
靠娘家补贴。”陈丽清说，过去家里没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家4口挤在一
个小平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2016
年，他们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而如今，小平房变成了一栋3层
小楼，屋子里装修得十分雅致，空
调、冰箱、音响等家电一应俱全。“现
在生活可是有滋有味。”陈武泽感
慨地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武泽了解到
镇上有村民通过养羊致富，不甘贫
穷，希望依靠自己双手致富的陈武泽
同妻子商量后，买回了6头母羊羔开

始了黑山羊养殖之路。
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养羊也是技

术活，为了养好羊，他每周积极观看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骑着电动车赶场
参加镇、村组织举办的种养殖技术培
训班，养羊过程中遇到了问题，他就
询问讲课的专家，通过不断学习，他
的养殖技术日渐增长，养羊之路也越
来越顺。

技术提升，也让陈武泽对养羊有
了信心，不满足于现状的他，希望能
扩大养殖规模。然而，资金不足成了
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村干部和帮扶
责任人得知他的困难后，主动帮助他
申请了5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有了
这笔钱，他买来新的母羊，羊羔也越

来越多。“每头母羊每年产2次羊羔，
1次产2至4只，小羊养大了卖掉，留
下母羊继续养，现在我有60多只羊，
翻了几番。”陈武泽用手指了指羊圈
里的羊，笑着说。

“都说猪全身是宝，羊也一样，就
拿羊粪来说，一车羊粪可以卖1000
元左右，每年光羊粪就有近6000元
的收入。”陈武泽介绍，每年仅养羊一
项，就能带给他7万至8万元的收入。

生活越来越好，养羊也逐渐进入
正轨，陈武泽和妻子信心大增，开始
把目光转向了禽类养殖，依托政府的
帮扶政策，他在院子里养了100多只
鸡，还养了母鸭卖鸭蛋。此外，他还
尝试种植圣女果、花生等，不断拓宽

收入渠道。今年，他特意空出1亩鱼
塘，新买了1万尾鱼苗，尝试养鱼。

“这几年我和村干部常常来到他
家中，问他有什么想法，得知他想养
鸡我们就为他送来鸡苗，得知他想种
圣女果就送来肥料，主要是鼓励他按
自己的意愿去努力拼搏，勤劳致富。”
陈武泽的帮扶责任人林慧慧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除了养羊，养殖这些禽类也能
带给我不少的收入，算下来，我一年
总共能有近10万元的收入。日子忙
碌了些，但生活更有奔头。”采访一结
束，他就打开羊栏，赶着一只只黑山
羊跑入田野中。

（本报椰林11月10日电）

陵水提蒙乡曾山村脱贫户陈武泽：

养羊羔 发羊财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唐阳

11月10日一大早，定安县翰林
镇墟一家碾米店刚刚开门，村民已经
三五成群过来排队。随着机器声“嗡
嗡嗡”地响起，34岁的店老板梁恩和
也开始忙碌起来。在她身旁，一包包
黄澄澄的稻谷被有序地倒入碾米机，
不到5分钟，白花花的大米便呈现在
眼前……

皮肤黝黑的梁恩和，是翰林镇翰
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早些年，自己除
了打零工、种田维持生计外，还要起早
贪黑照顾两个小孩生活，有时候忙得连

饭都顾不上吃，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
在政府的大力帮扶下，梁恩和孩

子的上学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政府
每年还结合她的实际情况，帮扶她鸡
苗等物资发展养殖业，并引导她积极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其“自我造
血”能力。

日子一天天变好，但梁恩和并不
满足。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脱贫
不能‘等靠要’，致富只有‘闯干拼’。”
为了实现长期稳定致富，给孩子创造
更好的生活条件，开碾米店自主创业
的想法在梁恩和的心里愈加强烈。
可她也很苦恼，“自己还是贫困户，上

哪凑足购买设备的资金？”
虽然创业困难重重，但梁恩和还

是在帮扶责任人和村干部的鼓励下
选择咬牙坚持。2015年，她一边申
请小额贷款，一边向亲戚朋友借款，
最终筹集了4万元，在翰林镇墟的繁
华路段开起了自己的碾米店。

虽然店开起来了，但创业“小白”
梁恩和依旧遇上不少问题。比如：操
作技术不熟练，碾出的碎米过多；店
铺刚开张，过来碾米的农户少……但
梁恩和没有气馁。她把操作设备的
师傅专程请了过来，认真向他请教，
将操作要领一遍遍重新学习。那段

“大夏天在机器旁汗水直流”的时光
让梁恩和至今印象深刻。

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梁恩
和的碾米店受到了越来越多周围村
庄村民的肯定，大家都愿意拿稻谷到
她的店里碾，这也让梁恩和迅速实现
了月均纯利润1500元。随着生意越
来越稳定，梁恩和2019年更是实现
了月均纯利润 2500 元。旺季的时
候，一天甚至可以赚到200元。

“幸福的日子是靠‘创’出来的！”
梁恩和说，凭借自己对碾米店用心经
营和政府精心扶持，自己不仅在
2017 年还完各类借款成功实现脱

贫，2018年更是在不借一分钱的情
况下对老房子进行拆除重建，自建起
3层新房。今年，梁恩和还被翰林村
评为“脱贫之星”。

“明年我想继续扩大我的事业规
模。”如今，梁恩和对未来的创业发展
有了更明确的规划，她计划以碾米作
为基础产业，依托翰林富硒香米的名
气，通过将翰林富硒水稻加工包装打
造自己的富硒香米品牌进行销售，既
可以提高设备利用率又可以赚取更
多利润。“只要我努力奋斗，日子一定
会越变越好！”梁恩和憧憬着。

（本报定城11月10日电）

定安翰林村脱贫户梁恩和：

富硒米碾出致富米

番阳村施工队“添砖加瓦”
巩固脱贫成效

本报五指山11月10日电（记者谢凯 特
约记者刘钊）11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五
指山市番阳镇番阳村，村道干净整洁，村道两边
的房子整齐划一，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番阳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泽武说起村里最近
发生的一件事：“组织村里的一群‘特殊户’搬砖
抹泥，专为村里的困难户修建、改造厕所，帮助
村子完成砌墙、铺路等美丽乡村工作，现在都成
了村里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这是我们村治理乡村的一种新方法。”黄
泽武笑着说。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
来，受疫情影响，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五指山
市政府推出了农民工务工补贴的政策，番阳村
创新思路和工作方法，灵活运用政策补贴，在
不久前组织村里的边缘户、监测户、脱贫户“三
类人群”成立了一支20人的工程施工队，使村
庄里的三类人群组合形成合力，积极参与到农
村厕所革命、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中
来，不做“旁观者”“指导者”，助力番阳村的乡
村振兴工作。

黄泽武介绍，成立施工队的另一契机是为
了加快完成番阳村的农村厨房厕所收尾工作，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从边缘户和监测户里面
挑选出有建筑基础和经验的农户组成施工队来
完成这项工作，一来可以充分利用在家的农户
劳动力，二来还可以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建造
厕所等建筑，帮助其巩固脱贫成效。

如今，番阳村还计划扩大参与人群范围，吸
引更多的三类户和村民参与其中，把零散的“个
人”变成有建制的“组织”，参与到村庄卫生整
治、村庄美化亮化工作中，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和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助力乡村振
兴工作。

五指山

树仔菜是五指山的
特色野菜，随着旅游旺
季的临近，树仔菜有望
在游客的带动下为村民
增收。图为五指山市南
圣镇同甲村村民捆扎采
摘回来的树仔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摘野菜
促增收

海南星海蓝国际舞蹈创始人魏辉：

脱下军装深耕培训行业 让体育舞蹈走向大众

魏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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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作为驻海南某部政治处
主任的魏辉服从军队改革的大局，毅
然脱下穿了21年的心爱军装。自主
择业的道路千万条，面对人生新的抉
择，深爱海南这片热土的他，瞄准本
岛体育舞蹈行业，开启自己全新的人
生创业之路。拿出部队培养的永不
服输的干劲，从零起步，魏辉从一名
行业“新兵”，逐渐成长为海南体育舞
蹈行业的佼佼者。

全身投入 推广体育舞蹈

“趁着年轻，干一点自己喜欢的
事。”2017年7月，41岁的魏辉放弃了
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的机会，再次做
出了人生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自主择
业。于是，他利用军转干部培训的机
会，认真学习职业选择、职业规划、从

业就业等方面的知识，积极为自己在
地方择业创业做好准备。

“海南这几年发展得越来越好，
更加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扶持。”
魏辉认为，海南体育舞蹈发展相对滞
后，从事体育舞蹈特别是拉丁舞的教
学培训有困难，但更有机遇，培育壮
大这一行业更显必要和紧迫。

2017年9月，魏辉注册的“星海
蓝国际舞蹈”正式开业。“我取名‘星
海蓝’，与‘新海南’谐音，寓意我们
要与美好新海南同发展，共进步。”
魏辉说。

创业之初，魏辉清晰地认识到，
只有在师资、环境、平台资源和服务
上领先同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
得一席之地。优秀老师一次找不来，
他就不停地去找，外请的老师暂时不
愿来，他就从岛内找，不惜重金把前

世界拉丁舞冠军引入培训中心，还从
省外引入了两名体育舞蹈研究生毕
业的优秀老师。

“体育舞蹈是全民健身的一项内
容，我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体
育舞蹈的推广普及，同时希望引进一
些知名体育舞蹈赛事，打造海南省全
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品牌赛事，从而推
动这项运动在海南的普及发展，扩大
海南的影响力，推动海南旅游及文化
产业的发展。”魏辉表示。

迎难而上“亏本”赢口碑

培训班创办之初，在香港任教17
年之久的体育舞蹈国际级教练、裁判
周骋老师每月从香港飞到海口，除了
培训老师，还会给学员亲自授课，尽
管一堂课有时就三四个学生，但魏辉

没有为节省资金而放弃当初培训办
学理念。

“没有土壤可以培养土壤。”为了
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了解体育舞蹈，魏
辉常常顶着烈日骄阳，带领培训中心
的老师深入海口一些中小学校开展
公益普及活动，开设公益普及班，推
动体育舞蹈进校园。“公益普及班虽
然没有任何收入，我们还要支付老师
的授课费用，看似‘亏本’，但会让更
多的学生了解接触到拉丁舞，认识到
我们星海蓝的社会责任感和教学品
质。”魏辉非常自信地说道。

他把部队以人为本、以情带兵和
依法治军的管理模式引入到培训机
构的管理中，即使在最艰苦困难的时
候也不拖欠老师一分钱，还确保老师
的工资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保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他自己

却一直拿着每月3000多元的最低工
资，股东们多次要求给他加工资，但
都被他拒绝。

从最初的一个班三五个人起步，
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魏辉的培训机
构在海口国贸、世贸、琼山、西海岸等
地开设了7个校区，专职教师20余人，
学员500余人。2018年12月份，“星
海蓝”首次组队参加“2018年海南省体
育舞蹈公开赛”，在大部分学员学习培
训不到1年的情况下，取得了16人次
获多个组别第一名（一等奖），42人次
获多个组别第二名（二等奖）的优异成
绩。2019年组织29人参加中国·三亚
国际标准舞、拉丁舞亚太公开赛，13人
次夺得冠军（一等奖）；组织52人参加
2019大师杯环球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
赛，28人次夺得冠军（一等奖）。

（撰文刘超）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工作部署，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全省开展“万名老兵创业行动暨百站创百业活
动”。海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海南日报推出“建功自贸港 有我有担当——退役军人创业先锋”系列专题，挖掘退役军人创业事迹，
展示退役军人创业风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情，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力营造支持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