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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相较于城市儿童，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相对
匮乏，兴趣爱好难以培养。针对这一实际，海师注
重利用寒暑假、“扶贫日”等特殊时间节点，组织志
愿者们到学校上示范课、办兴趣班。

今年暑假，海师把从亚欠小学摸索得到的经
验进行总结，在本号镇福和希望小学开办了免费
的暑期兴趣特长班。书法、舞蹈、足球等多个科目
吸引了当地12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志愿者长达
近300个课时的授课，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掌握
了特长，更让“读书乐、乐读书”在当地蔚然成风。

亚欠村村民黄理程说，主动学习的意识，不仅
在孩子身上得到体现，村民们也积极主动向海师
专家教授请教种植、养殖技术。村民郑有良、郑昌
余主动向海师教授请教土地改良计划和盘活林间
经济进行山羊养殖的可行性；村民胡茂文为提高
黑猪养殖技术，主动跟着扶贫干部到澄迈县白莲
镇观摩学习……

令他们惊喜的是，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刁晓平还用课题经费，邀请台湾农业专家虞惺多
次到亚欠村，通过采取土样化验、配制药品培土等
方式，帮助村民治理槟榔黄化病。专家不在的日
子里，村民郑昌泽主动承担起放药、记录和反馈的
工作：“我们要通过科学技术，提高槟榔生长和防
病能力，不能再过‘看天吃饭’的日子。”

戚文东说，见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和对美好
生活的渴望，让亚欠村村民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传
统产业。日前，该村以农业观光、休闲和体验为主
的生态旅游农庄开发招商计划已经推出，村民们
将蓝图变成现实的行动力越来越强。

（本报椰林11月11日电）

5年来，海南师范大学在定点扶贫村深入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教育扶贫的“亚欠经验”

11月11日10时半，位于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亚欠
村的亚欠小学门前就陆续聚
起了村民。距离放学时间还
有20分钟，他们一边低声交
流孩子的学习近况，一边不
时翘首向校园里望去。

亚欠村是吊罗山脚下的
一个黎族村庄，建档立卡贫
困户102户共361人。2015
年4月，海南师范大学成为
该村对口扶贫单位，充分利
用自身优质教育资源，在实
现教育遏制贫困代际传递方
面，探索出了一条可借鉴的
教育扶贫经验。

亚欠小学，就是海师落
实教育扶贫举措的一块重要
阵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曾丽芹
实习生 王梦洋

顺着家长们期待的目光，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亚欠小学的一切仿佛都是新的——色彩明快的教
学楼，平整规范的塑胶跑道，草坪上散布的动物雕
塑为宁静的校园平添一份生机。

“这都是海师过来扶贫后才翻新和布置的。”
亚欠村村委会副主任胡茂庚是土生土长的亚欠
人。在他印象里，这个只有学前班及小学一、二年
级的教学点以前“不像个学校”——坑洼不平的操
场杂草丛生，鸡鸭猪狗四处乱窜，孩子们趿着拖鞋
上学放学，学了什么也没有家长细究。

这些状况，海师扶贫干部看在眼里。他们通
过前期调研发现，亚欠村的自然资源并不匮乏，适
合发展多种种植、养殖产业，但是村民投入生产的
时间和精力少之又少。其次，他们长期忽视教育、
信息闭塞，导致年轻一代性格内向、见识浅薄、技
能匮乏，普遍不愿意外出打工，“等、靠、要”思想根
深蒂固。

“扶贫先扶智，扶智得有志！我们不仅要对村民
智志双扶，自身也要树立起不打赢脱贫攻坚战绝不
撤兵的志气！”找到症结后，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李红梅多次组织召开校党委会议，研究部署推动亚
欠村扶贫工作，明确了牵头部门，派出了扶贫干部，
组建了乡村振兴工作团队，制定了扶贫工作规划。

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之所以将教育扶贫作为
亚欠村扶贫工作的主抓手，一方面是要实现村民从

“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的内在转变；二是学校既
可以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让亚欠
小学常态化享受优质教学资源，又能够通过科学技
术与脱贫产业的创新结合，让学校专家精心指导和
帮扶亚欠村的产业脱贫。

2016年，海师的多个部门分别与该小学签订
了合作协议，明确了校园网络、师资培训、教学指
导、志愿者结对等一系列帮扶措施。在呼吁陵水
县政府加大建设投入，改建了该小学的校舍、操场
等硬件设施基础上，海师又通过捐赠文具、图书、
教学设备等方式，进一步改善了该小学的教育教
学环境。

海南日报记者在亚欠小学看到，教室里不仅
配备了投影仪、饮水机，还装有两台空调。教室旁
边是一间图书室，各类教辅书、工具书、课外书摆
在根据儿童身高定制的书架上。

亚欠小学校长李阳介绍，很快学校就要通过
同步课堂的方式，与海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除了学生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这
一平台，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式。

“硬件跟上了，软件更不能落下。”海师派驻亚
欠村第一书记戚文东说，海师团委组织了150个
团支部，按照一个团支部对接一名在读学生的方
式，与亚欠村在读学生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按
照“一人一策一档”的模式设计帮扶计划。

亚欠小学学生王选曾因家庭贫困而自卑厌
学，海师志愿者多次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与课业辅
导。慢慢地，王选的性格变得开朗，成绩很快在
班里名列前茅。一说到志愿者，他的眼睛里就有
光亮：“我要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努力学习，考上
大学！”

为了鼓励王选这样的学生，海师早已明确，将
通过减免学杂费，提供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帮助
他们在中职及高等教育中学会技能、就业创业，真
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陵水开展科技特派员
派出服务培训活动

本报椰林11月11日电（记者李梦楠 梁君
穷）“这次培训很有意义，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波
罗蜜育苗，防病虫的知识。”11月11日上午，2020
年陵水黎族自治县科技特派员派出服务培训活动
走进陵水文罗镇五星村，开展波罗蜜的育苗及嫁
接高产栽培、病虫防治等技术普及培训，听完专家
培训的村民笑着走出教室。

当天一大早，众多村民就陆陆续续地冒雨前
来参加培训。在培训中，范鸿雁专家热情地与村
民们交流，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案例讲解的方
式对波罗蜜的育苗及嫁接高产栽培、病虫防治等
技术进行详细地讲解，让村民听得懂、学得会，帮
助村民解决实际的问题。在培训结束后，对村民
提出的在种植波罗蜜期间遇到的问题，专家现场
为村民们提供建议及解答。

据悉，2020年陵水科技特派员派出服务培训
活动由陵水县科工信局主办，通过派遣科技特派、
农业专家以及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乡村开展实用技
术培训活动，积极做好贫困户、扶贫产业帮扶工
作，为贫困户和扶贫产业提供更多急需的生产技
术培训，帮扶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助力农民脱贫致
富，帮助扶贫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从2019年2月写下第一篇驻村日
记开始，省委党校“85后”法学博士李
人达就开始不断思索要如何做好三亚
市吉阳区博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这个新角色赋予他的工作。

“这次受到表彰，是对我工作的肯
定，更是对未来工作的鼓励。我要发
挥自己所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博后村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11月
11日，在海南省乡村振兴工作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
的李人达向海南日报记者说道。

李人达的“所长”是什么？
作为法学博士，李人达拥有较高的

理论水平，而他的工作单位——省委党
校，更是我省在加强党的理论研究和开
展党性教育方面的重要智库。抓住这
一优势，李人达多次邀请省委党校的负
责人赴博后村考察，推动省委党校在玫
瑰谷和博后村分别建立现场教学点。

2019年11月以来，博后村先后
承接了省委党校“聚四方之才”初任
公务员培训班等班次的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点的开设，既丰富了干部培
训内容，又增加了博后村民宿群的入
住率，增加村民收入。

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
今年3月7日，博后村开工建设一栋3
层共1200平方米的党建中心楼，建成
后将带动博后村民宿群、文创中心、
三亚画院、哎岬湖等景观整体提升，
打造出独具博后特色的党建引领发
展乡村振兴新模式。

博后村是海南近年来涌现的乡村
旅游开发的典范之一。每天接待游客
络绎不绝。

这么多人，垃圾处理就成了大问
题。乡村工作队进驻以来，联合村“两
委”充分发动群众清理垃圾，从“鸡扒
式”变为一户一户整改、一条街一条街

整改，党员干部们几乎每个工作日都
要巡村检查，及时拍照持续督促整改
全村人居环境卫生，全村人居环境不
断改善。人居环境的好坏对于“吃”旅
游饭的博后村来说，意义尤大。

这两年，年轻人都喜欢租跑车游
三亚，村里过夜的跑车越来越多。为
防患于未然，他又提交报告，请交警
队为村里安上了减速带。

为村民解决的一个个琐碎事，成
为博后村乡村振兴路上的一块块奠
基石。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不
影响村民收入，李人达和工作队的同

事以及村干部们特意在红光自然村
防控点为芒果收购商设立专用通
道。博后村芒果收购商的车辆，一直
没有被阻断，全村约200万斤芒果售
罄，切实做到防控和生产两手抓、两
手硬。

“下一步，我们要紧扣美丽乡村
的建设理念，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进
度，确保按期完工。根据相关安排，
推进民族风情特色品牌建设。同时
延伸民宿业产业链，发展夜间经济，
推进产业兴旺，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
增收。”李人达说。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

琼海市会山镇苗村亮起170盏路灯，
方便1260多名群众出行

点点路灯
照亮苗村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吴育妹

11月11日，走进琼海市会山镇大火村，村里
植被翠绿，硬板化乡村道路干净整洁，一盏盏崭新
别致的路灯座落在村民屋舍前后，处处彰显文明
卫生的苗村新形象。

“以前大火村没有路灯，晚上出行不方便也不
安全，现在方便多了，感谢工作队给我们修了路
灯！”指着路边刚竖起来的路灯，大火村村民李学
清高兴地说。

村民口中赞扬的正是大火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何鸿。何鸿告诉记者，工作队去年3月驻村
以后，就开始挨家挨户做调查。调查中发现，村民
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多个村小组没有安装路灯，
群众夜间出行困难。为改善这一情况，何鸿联系
自己所在单位省委党校帮扶50万元资金，为大火
村委会的6个村小组安装170盏路灯，给1260多
名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

“工作队计划下个年度再帮扶大火村100盏
路灯，实现居民点路灯全覆盖，方便群众出行，让
他们对乡村振兴更加有信心。”何鸿说。

为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一年多来，工作队
还积极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推荐、电视夜校学习、
加入合作社等多项举措，引导帮助大火村48户贫
困户逐步走向致富道路。

何鸿介绍，目前大火村大部分贫困户家里都
有种养殖产业，这些都是他们稳定的收入来源，现
在他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大火村脱贫户李建文正是在工作队的帮扶下
发展种养业，承包农场种橡胶树，加入会山商会和
丛林养鸡合作社，妻子也进入槟榔厂务工，家庭经
济收入越来越多元化。2019年，李建文家庭人均
收入7673元，家里还完成了危房改造。“感谢政
府，我会努力工作，把家庭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
李建文说。

何鸿表示，下一步，工作队计划开展贫困户的
技术培训，确保他们增产增收，并引进旅游企业，
把第三产业做起来，让大火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吃上旅游饭。 （本报嘉积11月11日电）

法学博士李人达扎根三亚博后村发挥特长为民服务

党建引领 铺就乡村振兴基石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大皇岭休闲山庄位于儋州市兰
洋镇大皇岭山脚下，负责人陆榆桦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创建合作社吸收20
户农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7户），
带动周边农户320户脱贫致富，促进
农户增收超过100万元。提供25个
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脱贫户）19
人，人年均收入2.4万元。这是兰洋
镇驻镇乡村振兴工作队打赢脱贫攻
坚战、带领贫困群众奔小康出现的喜
人景象。

兰洋镇是黎族苗族村民聚居的
少数民族镇，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900户3670人，2016年至今，兰洋镇
驻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陆胜带领
42名队员，走遍全镇71个自然村、81
个村民小组，挨家挨户遍访所有贫困
户，想方设法发展扶贫产业斩断穷
根，拓宽致富小康路，带领群众打赢
脱贫攻坚战。截至目前，严格按照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完成
扶贫任务100%，全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
有效衔接，确保今年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
“产业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基

础，让全镇贫困户每户贫困人口参与
2个至3个种养产业，实现‘输血’型扶
贫向‘造血’型扶贫转变。”陆胜与兰
洋镇驻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全体队员，
扶持贫困村民发展牛、羊、槟榔、益
智、葡萄等12项扶贫特色产业，种植
葡萄500亩、沃柑200亩等，效益明
显。生态鸡、生态鸡蛋、香茅干、蜂
蜜、小桂花酸菜、龙眼果干等6种产品
得到海南省扶贫产品认定，通过线上
平台销售和线下消费扶贫打开扶贫

农产品销路。
兰洋镇南罗村委会采取“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的模式，2016年开始种
植葡萄500亩，发展乡村采摘游，带动
全镇加老、南罗、海孔等5个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268户增收，当地部分贫困
村民到葡萄园务工，平均每人月工资
2500元。陆胜组织多家旅行社组团
到葡萄园采摘。南罗村委会文芳村杨
文立长期在葡萄园里打工，除草、施
肥、摘果，1天工钱120元，摘果时中午
加班，有加班费50元，平均每月工资
3000元。“家里农田少，又没有读到书，

没有什么技能，外出找工难，靠在葡萄
园打工脱贫。”

面对橡胶价格持续低迷，兰洋镇
驻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帮助农户购买
橡胶保险，巩固橡胶主导产业，提高
村民割胶的积极性，增加收入。番新
村黄小海家有10亩橡胶林，全部橡胶
树开割，2019年政府帮助购买橡胶保
险，至今共获得理赔款2001.09 元。

“我坚持割胶，1年橡胶收入2万多
元。”今年政府又给黄小海家购买了
橡胶保险。

（本报那大11月11日电）

儋州兰洋镇驻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贫困群众奔小康

开发产业 拓宽脱贫致富路

近日，工人在琼中南斗山绿橙示范基地采摘
绿橙。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林学健 图/文

今年三亚继续对农户购买优质种苗进行补贴今年三亚继续对农户购买优质种苗进行补贴，，想要申领的农户可通过各区的农业农村局或者农民合作社提出申请想要申领的农户可通过各区的农业农村局或者农民合作社提出申请，，建档立卡户可以优先申请建档立卡户可以优先申请。。三亚市热带农三亚市热带农
业科学研究院扎实做好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实施业科学研究院扎实做好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实施，，积极培育青瓜积极培育青瓜、、茄子茄子、、豇豆等冬季瓜菜嫁接种苗豇豆等冬季瓜菜嫁接种苗500500万株万株，，为农户培育优质种苗为农户培育优质种苗，，惠农增收惠农增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摄摄优质冬季瓜菜种苗助农增收优质冬季瓜菜种苗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