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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黄荣海

像往常一样，11月23日上午6
时许，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文堂村第
一组脱贫户陈有道一大早就起了
床。给猪喂食、给地松土……忙完农
活，他又赶紧开着卡车赶往附近的村
落进行建筑工事。

和他一起的，还有同村的几名村
民。“自从跟着道哥干，大伙儿的生活
都越来越好了！”

听到大家夸赞，48岁的陈有道

有点不好意思。眼前这个皮肤黝黑、
有些清瘦的定安人，虽然个头不高，
骨子里却有着一股吃苦耐劳、永不服
输的劲儿。

“七八年前，我意外摔伤了腰，无
法外出务工，我们家的收入一路下
滑。”2014年被纳入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后，陈有道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
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重保障政策。

得益于早前在外多年从事建筑
行业，陈有道练就了一身建筑施工的
好本领。2017年身体好转后，他很

快便在镇政府与帮扶人的引导下，联
系上了不少施工项目。凭着勤劳、吃
苦、肯干的精神，当年年底，陈有道就
摘下了贫困户“帽子”。

虽然撕下了“贫困”的标签，但
陈有道并没有为此松一口气。一
直以来，正统村的村民都依靠蔬
菜、水稻种植维持生存，增加收入
较为困难。这些现实状况，陈有道
都看在眼里，思考着如何带领村民
增加收入。

“自己虽然挣了钱，可村里很多

人还并不富裕，我想带他们一起学习
技术挣点钱，把收入提上去。”这样朴
实的想法，也让陈有道的身份从一个
普通的“打工仔”，转变为村里小有名
气的“务工带头人”。

不少正统村村民跟随他外出务
工，全村就有7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他的带领下实现了务工增收。王亮
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我们没本领、没出路，总觉
得干工地活不行，但现在我们在有道
哥的带动下，不仅学会了施工技术富

了‘脑袋’，还为家里富了‘口袋’，成
功脱了贫。”王亮说，现在自己平均每
月至少都能拿到2000元的收入。工
事多时，甚至还能拿到3000元。

望着自己正在亲手搭建的新房，
陈有道也笑着跟海南日报记者分享
了一个好消息。“今年12月份，我们
家也要在原有的一层楼房基础上加
盖第二层，用作大儿子的婚房。靠着
我们勤劳的双手，喜事一件接着一
件，生活一定会越变越好！”

（本报定城11月23日电）

定安脱贫户陈有道带领村民学习建筑施工技术实现务工增收

富了“脑袋”鼓了“钱袋”

本报石碌11月23日电（见习记
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早上天还
未亮，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王炸
村三拉村民小组村民兰海青便开始一
天的忙碌，喂鸡、去水稻田放肥、给菠
萝打药……11月23日上午，海南日报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从菠萝地里打药
回来。

“家里种10亩香水菠萝，亩产最
高5000斤，收购价近2块钱1斤哟！”
十月田镇香水菠萝远近闻名，种植成

本低，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高，这让
兰海青骄傲又满足。

2014年，王炸村委会将兰海青
纳为贫困户。驻村干部和帮扶责任
人上门鼓励他种植香水菠萝。在政
府支持与帮助下，又给他解决了种苗
问题。

种菠萝看似容易，其实是门技术
活，诀窍要领要掌握得当。兰海青学
习的劲头十足，每周的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他从不缺席，每天干完农活后晚

饭都顾不上吃就先去学习。2015年
11月，兰海青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
植了3亩香水菠萝，可喜的是第二年
4月份就收入3万多元，助力他摘掉
了“穷帽子”。

“香水菠萝种植收果时间长，我
得再发展点其他产业。”兰海青充分
利用农时，把院前闲置的3.8亩地种
上了短期能收成的豆角，上月才种下
的豆角藤已经半人高了，绿油油的一
大片，长势喜人。“搞农业的靠天吃

饭，不勤奋点哪有收入？”兰海青“停
不下来”的节奏，让他从原来的贫困
户成了脱贫光荣户。

在此之前，他想都不敢想能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兰海青一家六口
人，只能挤在仅70平方米的土瓦房
里。“家里全部经济来源就靠种甘蔗，
全年收入不过五六千块，一年到头肉
都吃不上几次。”兰海青感慨。

2018年，得益于危房改造好政
策，兰海青一家人住进了舒适的新

居，通透又明亮，还添置了沙发、冰
箱、电视等家具和现代化电器，生活
有滋有味。

如今，兰海青子女外出务工，夫
妻俩在家务农，一家人年总收入达到
了 8 万多元，人均收入达 1.3 万多
元。“要是所有的贫困户都像他这么
勤奋，那都能发家致富。”帮扶责任人
韩军对兰海青脱贫精神十分赞赏，百
姓富起来，过上了好日子，扶贫才有
意义。

昌江十月田镇三拉村村民兰海青种植香水菠萝叩开致富之门

勤奋是把“金钥匙”

建功自贸港
海南省十佳人民警察候选人最美瞬间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播出创办4周年特别节目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王梦洋）11月23日晚上播出的第209期海南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推出创办 4周年特别节
目，以“感恩励志”“向脱贫光荣户看齐”等板块
内容，生动呈现和总结了该栏目过去4年的成
长历程。

据悉，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创办于2016年
11月，是省委、省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创新举
措，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创新案例，首次开创

“电视+夜校+钉钉+热线”的全新模式，通过“电
视课堂”的形式给基层干部群众讲政策、传技术、
说感恩、树典型、找工作、结姻缘。

创办4年来，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策划推出
“脱贫攻坚+扶智扶志+感恩励志教育”系列专题，
报道了3000多个脱贫致富典型，走访了近2000
个村庄，同时积极开展“夜校+”线下活动，已经成
长为专门为海南基层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打造的
融媒体学习阵地。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推进自贸港对外开放高地建设

博士后学术论坛在琼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王梦洋）近日，

2020年“加快推进自贸港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全
国博士后学术论坛在海南大学举行。

此次论坛以“加快推进自贸港对外开放高地
建设”为主题，旨在为博士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进一步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论坛吸引了来自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20
余所知名院校及科研机构的52名博士后、青年学
者参加。5位优秀博士后代表作专题学术报告，
分享科研体会和学术成果。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在论坛上说，
当前，我省在深化人才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新
的突破，在子女上学、人才落户等方面采用更加
积极、开放、有效的优惠政策，为引进人才提供
更多、更优的保障服务。希望海南大学把论坛
打造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才交流平
台，同时加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着力壮大
优秀博士后队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
的人才支撑。

海南大学党委负责人表示，海南大学高度重
视博士后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注重发挥和扩大
博士后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作用。学校将进一步为
博士后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努力为博士后人员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学术交流机会。

据悉，海南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站以来，
进站博士后共69人，已培养出站博士后25人。

第11届省网球团体赛收拍
三亚队5次夺得该赛事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网
协获悉，经过8天的角逐，2020年第11届海南省
网球团体赛11月21日结束，三亚队在决赛中战
胜了白鲸八方六合队，以6战全胜的成绩第5次
夺得该赛事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省内18支网球队320名选手
参加，比赛分为4个小组。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
制，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晋级8强。8强赛采用淘汰
赛，直至决出冠军。三亚队在小组赛以全胜战绩
出线，在随后的淘汰赛中，三亚队先后战胜海南阳
光天诺网球队和海口市龙华区网球协会队，以及
在决赛中3：1胜白鲸八方六合网球队。

在本次比赛中，海口市龙华区网球协会表现
不错，该协会派出了海口市龙华区网协协会队和
海南省天鹰网球俱乐部队两支球队参加比赛。这
两支球队均闯进了前8名，其中，不被看好的龙华
区网协队赢得了季军，成为了本届比赛的一匹“黑
马”。获得第4名的是海航赛百泉网球队。获得
并列第5名的球队分别是海南省天鹰网球俱乐
部队、兴国队、海南阳光天诺网球队、琼海市网球
协会队。

海南省网球团体赛是海南省网球协会于
2002年创办的，现已发展为立足本省并辐射外地
的传统网球赛事。该项赛事力推海南省“体育+
健康+旅游”的多元融合，逐步成为我省的重要体
育文化元素。赛事旨在提升本省广大网球爱好者
对网球健身运动的热爱，为我省广大网球爱好者
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展示自我球技的平台。

本届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海南省网球协会承办，海南网球俱乐部执行，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协办。

■ 本报记者 良子

从警8年间，王小双运用科技手
段，由个案破系列，于线索端链条，逐
渐形成了破案的现代化、科技化“技战
法”，交出了一串亮眼的破案成绩单。
他主侦的“6·12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被公安部工作专项办评选为第二批

“十大精品案件”。因工作成绩突出，
2018年，王小双荣立个人二等功，同年
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从“公安业务小白”到如今的“公安
业务能手”，他将“爱好”磨成了“尖刀”。

从业务“门外汉”到破
获系列案件

“我家里所开的加油站遭抢劫，案
件很快告破，从此，我对警察的职业非
常敬重。”王小双说，由于自己非科班

毕业，从普通院校毕业后再考进警察
队伍才发现，由于没经过专业学习，刚
参加工作时对调查、审讯等方法一窍
不通，就是个业务“门外汉”。

怎么办？王小双用自己想出来的
“笨”方法学习，一有时间就埋头钻研
以往的案件卷宗，专门买来破案教程
光碟，自学现代侦查技术，同时学习钻
研各警种资源运用合成作战，基层工
作越来越上手。

2016年7月，王小双被抽调至临
高县公安局合成作战室。到专案组工
作后，王小双夜以继日奋斗在案件侦
办一线，和同事先后侦破了谢某华系
列诈骗案、李某志系列盗窃案等7个
系列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案件，破
获案件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
余名。

“他天生对数字敏感，总能敏锐抓取
到关键线索。”临高县公安局情报大队

长、合成作战中心负责人庞振龙介绍，浏
览过海量的案件图片，王小双能记住某
些特征，关键时刻总能派上用场。

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临
高县城相继发生皮卡车被盗案件，案
件由王小双主办。王小双巧妙运用视
频卡口分析技术，追踪锁定嫌疑人李
某学盗窃的车辆去向，分析其活动轨
迹及其落脚点，最终在县城车站抓获
李某学，同案嫌犯也相继落网。此案，
嫌犯共作案40起，盗窃汽车40辆，最
终追回被盗汽车、摩托车、电动车48
辆，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从小线索中挖出大案件

抓住一根藤，他能揪出一串大瓜。
在侦办“2018·3·1”系列诈骗案

中，王小双和专案组从一位居民被骗
2900多元的线索入手，利用警务信息
系统进行技术流分析，夜以继日对大
量数据进行分析筛选，逐步摸清并成
功端掉一个跨越海口、昌江等地，通过
架设虚假网站针对游戏玩家实施游戏

装备诈骗的跨境网络诈骗团伙。
案件侦破后，王小双并不满足，他

利用在梳理电子证据中发现的“销售游
戏装备虚假广告”的线索顺藤摸瓜。
2018年5月6日，警方在广东佛山将虚
假广告推广者陆某德抓获，扣押涉案服
务器41台。该案是我省侦办的第一宗
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办案时不惧危险，有智慧，又能
钻研，有担当，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人
才。”临高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武献
志对王小双如此评价。

3年里，王小双主导或参与成功侦
破了“2017·6·12”侵犯公民信息案、

“2018·3·1”系列诈骗案、“2018·10·
23”跨境网络交友诈骗案等4宗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共破获案件300余起，
抓获电信诈骗嫌疑人100余名，铲除
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在临高县滋
生的土壤。

为母亲献血后继续办案

2016年 11月至 2017年元宵期

间，王小双母亲患上癌症在海口住院
治疗，“李某志系列盗窃案要收网了，
能不能回来？”一接到同事的电话，
王小双献血当天忍着困意又赶回临
高县办案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给母亲输
完血后，马不停蹄赶回局里办案，
却从没向组织诉苦或提要求。遗
憾的是，小双的母亲还是离开了人
世！”武献志的一番话，让现场众人
无不动容。

“王小双的妻子那天晚上突然阵痛
即将分娩，怎么打电话都找不到他，最
后求助我们才送去医院。”同事黄蔓钰
至今记忆犹新，2015年8月5日早上，
王小双的女儿出生后，他才赶到医院。
后来，妻子王庆玉才知道他正在侦办一
起故意伤害案，已连续两天两夜没合
眼。

“他虽然连续两晚没睡，又陪了一
会我和刚刚出生的女儿，之后他又匆忙
离开办案去了……”说这话时，王庆玉
眼中泛起了泪花。

（本报临城11月23日电）

临高县公安局和舍派出所负责人王小双

从业务“门外汉”到“警界尖刀”

11月 18日，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茶园路，高峰村生态
移民安置点即将完工。白沙高
峰村生态移民安置点建设有59
栋住宅楼，以及村委会便民服务
中心、休息凉亭等建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生态搬迁为生态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安明 美编：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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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共青团定安县委组
织当地各所学校担任少先队辅导员
的老师集中培训，培训课程涉及少先
队仪式、鼓号技能知识等。作为培训
主讲老师的符绩敏在培训点的会议
室里认真梳理课程要点和培训材
料。对于常年奔波在各培训会场之
间的他来说，这些已是日常工作。

符绩敏于2005年入伍，曾在部
队乐团担任一级士官，于2010年退
役。退役后，他保持军人本色，凭借
良好的素质和敢干敢拼的魄力胆识，
自谋职业勇闯商海，艰苦创业并获得

成功。
2011年起至今，符绩敏深耕青少

年素质教育培训领域，服务中国少年
先锋队事业，曾多次组织或协助地方
共青团委、教育局、教委、学校开展大
型中小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其中
包括校园内外社会实践活动、养成教
育、军训、户外拓展、亲子活动、研学旅
行、校内综合礼仪实践、少先队鼓号队
及国旗班组建、综合大课间及“一校一
品”特色学校指导等系列活动。

“青少年教育培训是一种兼具创
新性和塑造性的工作，通过趣味教学

和实践教育，不但有助于激发学生自
主探究的积极性，更为少先队培训和
学校特色队伍培训注入了新动力。”
符绩敏说。

在创立海南红星闪闪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的几年时间里，符绩敏走上
三尺讲台，带领团队积极发展业务，
目前公司每学年培训对象超1万人
次，公司服务区域已涵盖海南省、广
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曾协助
多地举办比赛、少先队辅导员鼓号技
能培训等。

在努力创业的同时，符绩敏不忘

战友情，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平台，
团队现有成员20多人，其中90%以
上是退役军人。这些年，符绩敏在工
作中发扬部队军人的优良作风，不怕
苦、不怕累，敢为人先，在创业的“新
战场”上书写着精彩人生。此外，他
还曾到贵州、重庆多个偏远山区小学
支教，为公益事业作贡献。“怀着对青
少年教育工作的无限热爱，我将与团
队成员一起积极推动中国少年先锋
队事业发展，为提升海南青少年受教
育水平出一份力。”符绩敏说。

（撰稿/陈曼）

海南红星闪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符绩敏

在青少年教育培训领域开辟“新战场”

符绩敏(中）和参加培训的学员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