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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你今年种槟榔收成真不
错！要多指导一下我嘞。”11月26
日下午，在澄迈福山镇敦茶村的一片
槟榔林里，村民罗通正向敦茶村党总
支书记冯善祥请教种植经验。

“一棵槟榔树一年的收益大约
是600元，我种了15亩槟榔，今年
确实赚了不少。”冯善祥笑道。冯善
祥种植香蕉起家，如今“多条腿走
路”发展种植产业。其他村民向他
请教种植技术，他总是耐心教授。

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示范带动村民致富？冯善祥探
索出了“党建+”的发展思路。他介
绍，该村采取“党建+产业+美丽乡

村”的发展模式，以党建为引领，由
村“两委”干部组织村民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发展村集体经济。

该村目前共种植香蕉6000亩、
珍珠石榴2500亩、冬季瓜菜2000
亩、福橙500亩、咖啡300亩；成立
了洋道珍珠石榴采摘、芬茶果蔬种
植及加工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
互联网等渠道，销售香蕉、珍珠石榴
等特色农产品，打造农产品品牌。

此外，该村充分利用地理区位
和福山互联网农业小镇优势，将发
展休闲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已形成侯臣“休闲旅游+农家
乐+民宿”、洋道“美丽乡村旅游+农

家乐采摘”等农业休闲观光模式，带
动村民增收。“村内八成以上村民住
上了小洋楼，七成以上家庭有了小
轿车。”敦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凤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17
年，敦茶村被评为海南省五星级美
丽乡村，并入选住建部公布的美丽
宜居村庄示范名单。

村在景中，人在画中。如今，走
进敦茶村，村道两旁草木叠翠，一栋
栋别致的楼房有序排列。“村容越来
越整洁，产业越来越兴旺，到访的游
客越来越多，村子的发展越来越
好。”冯善祥笑着说。

（本报金江11月26日电）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通讯员 洪思敏

在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的斑马线处，不时能看到“候鸟”老人在劝导车辆礼让行
人；在永发镇卜罗村，冬日暖阳洒在明亮的石板路上，村中绿树成荫、环境整洁；在福山
镇敦茶村，村道旁鲜花绽放、椰影婆娑，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澄迈县城乡发展充
满生机活力。这活力从何而来？答案是基层党建持续发力。

近年来，澄迈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抓弱项、补短板，抓重点、树亮点，多措并举建强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村级党组织，增强村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扎实推进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瞧，这是我们的志愿者在维护
交通秩序，这是我们在学习吹奏长
笛、葫芦丝……”11月26日，在澄迈
县金江镇康乐美养老协会党群服务
中心，康乐美养老协会会长、来自吉
林省的“候鸟”老人王文艳一边翻看
微信朋友圈，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
介绍协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来了海南岛，就是海南人。”王
文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几年前，她
与一批“候鸟”老人在澄迈创建了康
乐美养老协会。2016年，在澄迈县
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康乐美养老协
会以“候鸟”人才联络站为依托，成
立了协会党支部。近年来，该协会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共挖掘联

络各类“候鸟”人才2000多人。
“目前参加党组织生活的党员

有约50人，协会党支部积极发挥桥
梁作用，对接好各类‘候鸟’，助力澄
迈经济社会发展。”王文艳说。

“老有所为，老党员更要有所
为。”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候鸟”党
员蔺德生，对国学等颇有研究。康
乐美社区学校开办以来，他一直担
任诗词班教师。今年初疫情发生以
后，蔺德生开展网上教学，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

今年66岁的“候鸟”党员刘瑞
兰退休前是一名教师，擅长长笛演
奏，曾指导不少孩子在全国性比赛
中获奖。如今，在协会党支部的安

排下，她深入社区教老年人吹长笛，
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此外，康乐美协会的“候鸟”党
员们还在澄迈开展“双创”期间，将

“双创”知识编入歌曲、舞蹈中，在金
江镇金马社区等人群较为集中的区
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将文化送下
乡，在金江镇多个村庄、敬老院进行
文艺演出，丰富村民及孤寡老人的
文化生活……

“退而不休，发挥专长。今后，
康乐美养老协会将积极联络‘候鸟’
人才，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用，让更
多‘候鸟’党员加入服务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队伍，为自贸港建设贡献
力量。”王文艳说。

近日，在澄迈永发镇卜罗村，村
民经常可以看到载着水泥或沙子的
车辆进村，村中多处地面被凿开，一
群工人在铺设污水管网。近年来，通
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卜罗村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村道干净整洁，绿化带
草木茂盛，崭新的球场上，年轻后生
们在比拼球技，老人带着孩童在树下
乘凉……村中的景致，处处透着文明
和谐的气息。卜罗村党支部书记梁
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村的变化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巷长制”。

所谓“巷长制”，就是以巷为单
位将村庄划分，安排党员担任巷长、
村“两委”干部担任片长、村党支部书
记担任总巷长，形成“支部书记抓总、
村‘两委’干部包片、党员包巷”的党
支部抓基层治理的网格化管理模
式。巷长扮演着信息员、安全员、监
督员、调解员、宣传员的角色。“这既
激发了党员的主观能动性，也增强
了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梁武说。

“卜罗村共有村民765户2975

人。村庄大，基层事务繁杂，村‘两
委’班子人手较少，有时整治环境卫
生、处理邻里纠纷等让我们感到力
不从心。”梁武说，去年5月，村党支
部充分发挥村里党员的作用，利用

“党建+巷长制”破解这一难题。
梁武介绍，巷长们大多和巷内

村民十分熟悉，在处理村务时也更
加“接地气”、协调效果更好。“前不
久，有一位村民因建设化粪池，闹了
不少意见，多亏巷长多次找其谈心，
终于做通了该村民的思想工作。”

与卜罗村相邻的后坡村，更早
实行“巷长制”。“为推动‘巷长制’取
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出台了具体的
管理办法，建立了巷长红黑榜，即每
月召开党员大会，对上个月党员巷
长落实工作情况进行评比，在村中
的党务公开栏公示评比中排前和排
后的巷长。”后坡村党支部书记曾令
群介绍，该村的巷长积极服务村民，
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密切了党
群联系。

“候鸟”归红巢发挥余热

“巷长制”破解乡村治理难题

“党建+”加出乡村发展活力
澄迈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25所公立幼儿园部分教职工参训

本报讯 （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林思敏）11
月21日至22日，澄迈县红十字会、澄迈县教育
局联合在海南健康职业管理学院举办澄迈县
2020 年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救护员培训
班。来自该县25所公立幼儿园的部分教职工
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分为集中理论授课和分组实操练习
考核两部分，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AED的使
用、气道异物梗阻及创伤救护、常见急症及意外事
故的处理等。

来自海南省红十字会的救护师符罗琳、吴丽
担任主讲，实操练习分16个小组进行。本次培训
授课内容丰富、课堂气氛活跃。老师结合案例，以
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讲解，让学员直观形象地学
习掌握急救知识。

澄迈县检察院积极做好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检察蓝呵护“花朵”成长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吴雁）11月25

日上午，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年来澄迈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情况和主要成效，并公布了一批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典型案例。

2018年至2020年9月，澄迈县检察院共受理
审查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7件86人，受理审查
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65件109人，办结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71件113人，其中附条件不起诉7件8
人；对作出不捕、不诉的30名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了
帮扶教育，委托心理咨询师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心
理测评76人次，开展心理疏导103人次；共对符合
条件的3名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提供司法
救助金共6.5万元，依法对57名未成年人的犯罪记
录进行封存；选派13名检察干警担任全县53所中
小学校的兼职法治副校长，进行法治宣讲238余
次，实现对澄迈县内202所（个）中小学及教学点法
治宣传全覆盖。

据悉，下一步，该院将继续按照最高检及省检
察院的工作部署，通过强化犯罪打击、加强督促整
改、开展预防教育等方式，切实做好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工作，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贡献检察力量。

澄迈县纪委监委用好“第一种形态”

开展谈话函询
推动抓早抓小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周宗波 王咸
凡）“这一问题线索反映具有一般性，反映的内容较
为笼统不具体，我们建议对被反映的党员干部进行
函询，给其向组织说明情况、澄清是非或者主动交
代问题的机会……”近日，澄迈县纪委监委第一监
督检查室召开问题线索处置会，与会人员对如何处
置近期受理的6件问题线索进行综合分析。

今年以来，澄迈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
行监督职责，把实施谈话函询作为运用“第一种
形态”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作为反映干部一般性
问题线索处置的重要方式，起到警醒和触动作
用。截至目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已开展谈话函
询19次。

“谈话函询是纪检监察机关实践运用‘第一
种形态’的常用方式，体现组织对干部的关心信
任，重在达到教育感化、警示震慑等效果，让干部
真切感受到监督就在身边。”澄迈县纪委监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为发挥谈话函询在抓早抓小中的
重要作用，该县纪委监委按照党纪法规规定，在
收到问题线索后，及时从社会影响、被反映人一
贯表现及过往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等方面进行综
合研判，从处置方式适用性的角度出发，结合问
题的具体情形，通过调取资料、调查了解、实地查
访等方式将核查前置，为精准运用谈话函询做足
功课。

为防止“一谈了之”“一函即了”等现象，该县
纪检监察机关在谈话函询结束后，对谈话函询结
果进行跟踪管理，对函询结果进行抽查复核，发现
欺瞒组织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提高谈话函询工
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2020浙江农博会落幕

澄迈参展收获丰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周敏 邱世全）

11月24日，为期5天的2020浙江农业博览会在
杭州闭幕。展会期间，澄迈展馆人气颇旺，收获线
上订单1377单，交易额达193.8万元；现场订单
额93万元，现场销售额101.4万元。

据介绍，澄迈展馆此次参展主要突出“一线两
点”和“6+2”农业品牌宣传。其中，“一线两点”以
推介海南自贸港为主线，突出海南特色优质农产
品，以及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与自
贸港无缝对接的特点；“6+2”则为福山咖啡、桥头
地瓜、澄迈福橙、澄迈山柚油、无核荔枝、无籽蜜
柚、澄迈凤梨等农产品品牌。

据了解，澄迈常年种植热带经济作物110万
余亩，农林牧渔业产值达140亿余元。目前，该县
已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5个，省级标准
化生产示范园17个。香蕉、凤梨产值均超5亿
元，桥头地瓜产值达4亿元，澄迈福橙、无核荔枝
和澄迈山柚油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

澄迈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该县相关部门已多次举办农产品产销对接会、
产业发展研讨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拓宽
农产品销路的同时，提升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澄迈创新党员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建强党支部 发展快一步

随思录

澄迈永灵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聚力完善生产生活设施

引来增收活水
添彩村民生活

沉入融入投入
在振兴乡村中展作为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11月25日清晨，天空刚泛起
鱼肚白，薄雾笼罩在田野上。在澄
迈县永发镇永灵村一片种植冬季
瓜菜的农田里，辣椒苗、葫芦瓜苗
长势喜人。永灵村村民林友才正
在田间忙活，“赶着好时节，最近又
多种了一点。”林友才憨憨地笑道。

“村民们干活越来越有劲
了。”站在田埂上，永灵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王开武说，近两年，
通过整治农田、完善水利设施、整
治人居环境，永灵村村容村貌变
化很大，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持
续改善。

建电灌站 活水润农田

一条条沟渠将水源引至永
灵村种植冬季瓜菜的田洋上。

“现在种菜省心又省力。”林友才
干完农活，拉着海南日报记者聊
起了天。他说，永灵村下辖4个
村民小组，共有水田2500多亩，
坡地近1200亩，村民们主要种
植瓜菜和水稻，村里的农田面积
不小，但缺水是个大问题，“以
前，真是靠天吃饭。”

林友才介绍说，以前缺水的
时候，村民们只能抬着自家的柴
油机从南渡江抽水。“南渡江距
这片农田有100多米远，即便是
小型的柴油机，也有 100 多斤
重，要两个人一起抬。抽水费时
费力，成本也很高。为此村民们
都是小规模种植瓜菜，白白浪费
了土地。”

2019年初，澄迈县纪委监委
选派王开武到永灵村担任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开武在村
中调研时得知此情况后，立即着
手谋划实施文安村、永灵村的农

田综合整治工程。
“你瞧，这里毗邻南渡江，县

里给建了一个电灌站。”王开武指
着不远处的电灌站向海南日报记
者介绍道，南渡江的水经由电灌
站抽取，再通过灌溉渠流至每一
块农田。“现在村民们灌溉方便多
了。解决了缺水的问题，大家种
植更有积极性，林友才家种瓜菜
的规模比以前翻了一番。”

完善设施 新风漾乡村

“进了，好球！”“爸爸加油！”
夜色中，篮球场上年轻人的欢呼
声、小朋友的加油声、篮球落入
球框的摩擦声交织成乡村协奏
曲。当晚7点多，村庄变得安静
了许多，永灵村委会办公楼一旁
的家风文化广场上却十分热闹，
有的村民在打篮球，有的村民相
约在此跳舞。不远处，还有一些
村民在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家风文化广场是在澄迈县
纪委监委、永发镇党委政府等单
位的支持下，去年8月份建成投
入使用的，晚上这里很热闹，人
气很旺。”王开武介绍说。

原来，去年2月王开武刚驻
村时，发现许多村民农闲时无事
可干，去村口的几个小卖部打牌、
搓麻将，既容易产生纠纷，也影响
社会风气。永灵村村委会办公楼
旁有一块空地，乡村振兴工作队
便着手在此建家风文化广场。“现
在村民们有了新去处，村风变好
了，村庄更有凝聚力了。”

据介绍，永灵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还计划在该村的4个自然
村的环村路上安装路灯。“今年
底之前必须落实，让村民们过个
明亮年。”王开武的话铿锵有力。

（本报金江11月26日电）

盘活土地，带领村民发展槟
榔产业；建立“巷长制”，整治人
居环境；完善文体设施，丰富村
民日常生活……今年8月以来，

《澄迈新发展》版先后报道了一
批表现优秀的驻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梳理他们的先进事迹不
难发现，这些驻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之所以取得不俗成绩、获得群
众认可，主要是较好地践行了

“三入”——沉入、融入、投入。
所谓“沉入”，就是严格落实驻

村考勤要求，真正做到吃住在村，
把根扎下去，把心沉下去，做到人
驻村、心驻村；扎实深入开展调研，
摸清制约本村发展的症结，悉心了
解村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做掌握村情民情的

“大脚板”。所谓“融入”，就是善于
和村民交朋友，常站在村民的角
度看问题、想问题，能和村民坐在

一条板凳上；正确处理好和村“两
委”、脱贫攻坚中队等方面的关
系，既明确职责分工，又有“村务
不分家”的合作意识，形成推动乡
村振兴的合力；还要做到做事公
正、说话公道，既有工作原则又有
人情味，赢得群众信任。所谓“投
入”，就是要认真学习掌握土地流
转、村集体经济、“三清两改一建”
等涉农政策，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素质；发挥来自机关、企事业单
位，眼界开阔、知识储备丰富、信
息灵门路多等优势，协助村党支
部扎实推动各项工作；牢记驻村
使命，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落实“十抓十好”任务，做到驻村
一次、造福一方。

做好驻村工作，“沉入”是基本
要求，“融入”是工作方法，“投入”体
现干部的担当。乡村振兴工作队
只有做到静心沉入、真心融入、全
心投入，才能在农村这片广袤天地
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罗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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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澄迈县永发镇卜
罗村，工人在铺设排污管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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