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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许雪梅

12月9日，东方市东河镇东风村
村医符莹熙在卫生室里忙碌了一天。

“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在3年前还不
敢想象。这条路走对了，虽然很不容
易。”她感慨道。

3年前，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符莹熙排除困难重新外出求学。经过
3年的学习，她从卫生学校毕业后，成
为一名村医，有了稳定的收入，帮助家
里实现脱贫奔小康。今年，符莹熙获
评“省级脱贫光荣户”。

符莹熙的家在东河镇旧村，距离
东风村4公里。2009年初中毕业后，
符莹熙就外出工作，后来成家并生了
两个小孩。因两个孩子年幼需要她照

顾，家里只有丈夫符永照一人外出务
工，收入又不稳定，符莹熙一家于
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时我在家带孩子，但是家里经
济条件困难，我很心急，想去学一门技
术，找份稳定的工作。”符莹熙说，当
时，她提出要读书学技术的想法后，遭
到了家里老人的反对，身边的朋友也
不理解，这让她感到十分沮丧。

符莹熙家的帮扶责任人文思茹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让她不要放弃自己

的理想，并耐心地帮助她做家里人的
思想工作。

经过多番努力，2017年，已经离
开学校8年的符莹熙，再次走进校园，
入读五指山第二卫生学校，踏上了为
期3年的求学之路。

“那3年很辛苦，毕竟离开学校这
么久了，学习上的压力比较大，并且不
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心理上也有
压力。”符莹熙回忆道。

那段时间，符永照给了妻子很大的

支持。“她去学习，我在打工之余，就回
家带孩子，忙着家里大小事情。”他说。

如今，最困难的时期早已过去，好
日子正在逐步走来。学成归来的符莹
熙，今年3月正式到东河镇东风村当
村医，每月有了稳定的工资，一年总收
入约5万元。丈夫符永照成了旧村的
护林员，也有了固定的工作。

对于来之不易的工作，符莹熙备
加珍惜。除了在卫生室工作，她更多
的时间是入户上门服务。她经常一大

早，就拎着“家庭医生随访包”上门为
有需要的村民测血糖，指导他们科学
用药。

“现在我们夫妻俩有了稳定的收
入，生活条件慢慢改善了，但我们还要
更加努力奋斗，把生活日子过得更
好。”谈起未来的生活，符莹熙满是信
心和干劲，“我现在只是中专学历，以
后有机会还要再去读大专，不断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更好为村民们服
务。” （本报八所12月11日电）

东方市东河镇旧村村民符莹熙排除困难入读卫校，毕业后成为一名村医

重返“求学路”连通“脱贫路”

琼海塔洋消费扶贫
农夫市集开集

本报嘉积12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吴育妹）12月11日上午，琼海第五届惠民车展
暨塔洋消费扶贫农夫市集在塔洋镇举行。

在塔洋镇消费扶贫农夫市集上，黑猪肉、甘
蔗、豆芽、绿橙、萝卜干、地瓜、田薯等100多种特
色扶贫农产品在展位上整齐摆放，农户热情地向
市民游客推销自家农产品。赶集的市民、游客踊
跃购买，以实际行动助力消费扶贫。

来自阳江镇的严春娜当天带来30多斤自家
纯手工制作的椰子粑，摆上展位不到一个小时就
被抢购一空，收入600多元。“感谢政府举办这个
活动，帮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严春娜说。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我在‘北纬十八度’工作。”这是
不少东方脱贫户会自豪地说起的一
件事。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脱贫户
所说的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纬十八度果业），深入了
解这家农业龙头企业如何带动贫困农
户实现脱贫奔小康。

进入北纬十八度果业最大的种植
基地——先瑞基地，4000多亩的火龙
果种满山野，一眼望不到尽头。刚刚
采摘下来的火龙果，在基地内就被打
包装车，随即发往全国的各大商超。

来自东方江边乡的脱贫户符老日
正在基地里为火龙果“灌药”——拿着
水管插到火龙果根部施肥。最近他和
妻子承包的30亩火龙果刚刚采摘完
毕，进入了比较繁忙的养护期。打药、
施肥、剪枝……在该基地工作近一年
时间，他已熟练掌握了火龙果的种植
管理技术，做起来轻车熟路。

“我们夫妻俩在这里工作，一个月
工资7200元，年底还有提成，根据产
量计算，每斤提成一毛钱。”符老日说，
现在挣了钱，不仅家里生活条件得到
改善，也有更大的能力支持孩子读书。

像符老日这样在北纬十八度果业
找到稳定工作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目

前约有400人。
“我们企业在发展中需要大量的

工人，在政府组织下，将企业用工需求
与贫困户就业需要进行对接，实现了
企业发展与贫困户增收的双赢。”北纬
十八度果业发展规划部经理汤国进
说，众多贫困户依托北纬十八度果业，
完成了从农户到产业工人的转变，有
了规律的上下班时间，住上了公司安
排的免费宿舍，每月领上稳定工资，年
底还有提成奖励，更难得的是学到了
一技之长。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了充分
激励贫困户的积极性，北纬十八度果
业创新“承包务工”新模式，即按照无

底薪承包和有底薪承包两种模式，将
火龙果园按30亩一户，承包给两名工
人进行管理。其中，无底薪承包每月
每人支付2600元工资，年底总产量提
成按商品果1元/斤，非商品果0.2元/
斤的标准计算，亩产量排名前三名者，
且商品果率超过 70％，每户给予
5000元的奖励；有底薪承包每月每人
支付3600元的工资，年底总产量提成
按统果0.1元/斤计算。通过这一模
式，效益最好的农户，年收入已达18
万元。

截至目前，加上临时到基地务工
的农户，北纬十八度果业已累计帮扶
了东方市三家镇、东河镇、天安乡、江

边乡等10个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6549户、2.5万余人。

开展务工帮扶的同时，在地方党
委政府的引导下，北纬十八度果业张
开怀抱，广泛吸纳东方的产业扶贫资
金和贫困户资金，作为投资款入股公
司，让贫困群众共享企业发展红利。

2017年至今，北纬十八度果业陆
续与八所镇、四更镇、大田镇、江边乡、
天安乡、东河镇等10个乡镇签订脱贫
攻坚产业帮扶合作协议，累计吸纳各
方扶贫资金1.37亿元。按照每年投
资收益10%-12%的比例，北纬十八
度果业已累计分红 3016.89 万元。

（本报八所12月11日电）

东方北纬十八度果业创新务工模式，让贫困群众共享企业发展红利

承包务工尝甜头 勤劳致富有奔头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程守满 朱思静

“这片荔枝已经挂果两年了，收益
还不错。”12月8日，定安县黄竹镇井底
村村民王德忠带着海南日报记者参观
他的荔枝园。说起自家的这片园子，王
德忠脸上满是笑容：“自2019年起，我
用套种的方式在荔枝树下种植各类叶
菜，充分利土地发展产业。光是蔬菜，
每月也能带来一两千元的收入。”

热情、憨厚、勤恳，是王德忠给人
留下的印象。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他，近几年来，依靠当地相关部门的扶
持和自身努力，生活已大有改观。

王德忠家有5口人，家里缺乏劳
动力，小孩上学花销大。眼看着孩子
没钱交学费即将辍学，他向村委会提
交了贫困户申请书。2017年，王德忠
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除了落实教育扶贫政策，解决王德
忠家小孩的上学难题，村“两委”干部、
帮扶责任人还将他安排到环保违建监
督员的公益性岗位，帮助其就地务工，

增加收入，并鼓励他积极发展产业。
在得知王德忠有发展荔枝种植产

业的想法后，帮扶干部动员他参加农
业种植技术培训。2017年，王德忠通
过小额信贷成功贷款5万元用于发展
种植业，他在自家的24亩土地上分两
批种植了550株荔枝。

“政府帮不了我一辈子啊，我还得
靠自己。”为了将荔枝管护好，王德忠

认真学习种植技术，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更是一期不落。

不等不靠不要，王德忠坚信要靠
勤劳工作，实现脱贫致富。到2019年
年底，王德忠种植荔枝收入达到4万
元。今年，他又通过种蔬菜增收1.3
万元，真真正正实现了稳定脱贫。

“王德忠吃苦耐劳、积极主动，为
贫困户脱贫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看到

他日子越来越好，我们也感到很开
心。”王德忠的帮扶责任人、定安县人
社局工作人员邱丽娟说，王德忠还被
评为当地的脱贫致富之星。

“以前，想脱贫没门路。现在，在
政府的帮助下，有了荔枝产业，也逐渐
有了收益，孩子读书还有教育补贴。
我们自己更要努力，过上小康生活。”
王德忠说。（本报定城12月11日电）

定安县井底村村民王德忠充分利用土地发展产业

荔枝园种出“致富果”

万宁开发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
助力8000余人脱贫

家门口当护林员
既护生态又增收
■ 本报记者 袁宇

12月9日一大早，万宁市三更罗镇上溪村广
龙村小组村民王开海就驾驶着摩托车，和同伴一
起上山巡查。这是他作为上溪省级自然保护区护
林协管员的工作内容。

因家庭经济困难，王开海2018年 3月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考虑到他自身没有发展能力，
驻村工作队依靠生态扶贫政策，对他量身施策，
聘用他为护林协管员。王开海一般早上6时许
出发上山，巡查至16时许才返回，每个月至少巡
查15天。不用巡山的日子里，他还会打零工，增
加收入。

“当护林协管员每个月能有1000元收入，平
时还能打工挣钱。”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王
开海于2018年底顺利脱贫。他说：“如今生活也
越来越有盼头。”

选聘贫困户家庭成员为护林协管员，是万宁
市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促进经济收入发展的双赢
方案。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为贫困
户量身开发“护林协管员”公益性就业岗位，推进
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相结合的生态补偿脱贫工作
机制，“不仅避免了贫困户为了生计而破坏森林生
态，还能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思想。”

“我以前为了生计，会偷偷上山打鸟，现在不
会了，看到捕鸟的，我还会制止他。”当上护林协管
员后的脱贫户李雄早已转变了“靠山吃山”的思
想。他说，正是有了护林协管员这份工作，他才不
用每天为家庭生活开支发愁，“而且在家门口工
作，还不耽误我干农活，我会一直好好干下去，把
大山保护好。”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万宁已在尖岭
保护区、茄新保护区、上溪保护区、南林保护区、六
连岭保护区和青皮林保护区，以及人工林、湿地等
区域，从各镇属建档立卡贫困户的2545户家庭
中，选聘2545名具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的家庭成
员担任护林协管员。

“按户均人口3.5人计算，共计8907人在该模
式的帮扶下脱贫。”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贫困户上岗护林协管员，并不代表“铁饭碗”，

“一方面会对护林协管员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
岗。另一方面会在年终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
进行奖惩。” （本报万城12月11日电）

澄迈举办
“候鸟”消费扶贫专场活动

本报金江12月11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林思敏）12月11日，澄迈县“爱心扶贫大集市”
老城镇“候鸟”专场活动在老城镇四季康城广场举
行。当天活动销售农产品29种，销售额达6.1万
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983户次。

“这些青菜一看就知道是农民自己种的，没有
打农药。”来自北京的周女士一边挑选小白菜一边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平时她习惯到超市去买菜，今
天恰巧路过，一共买了400多元的农产品，“我们
吃得健康，又可以帮助到贫困户，一举两得。”

“品种多，品质好，都是绿色农产品，我们买得
开心，吃得放心。”活动现场，“候鸟”宁先生提着刚
采购的地瓜、福橙高兴地说。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散装
蔬菜瓜果受群众欢迎，集市展台上包装精美的
澄迈福橙、加乐黑豆腐、桥头地瓜、瑞溪牛肉干
等澄迈特色品牌农产品也深受消费者喜爱。仅
几个小时，爱心集市很多摊位的农产品就被抢
购一空。

“今天所有代销产品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种
养的农产品，所有收入都将分发到相应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手上。”澄迈县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下是“候鸟”人群来琼过冬的季节，加之老城镇

“候鸟”人群居住集中，因此，澄迈县供销社联合老
城开发区管委会、老城镇政府发动“候鸟”人群参
与购买扶贫产品，加快农产品产销对接，以消费促
进农户增收，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成效和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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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2月9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王下乡卫生院的家庭签约医
生王省金在三派村为脱贫户检
查身体。履约服务定期为有慢
性病的家庭提供服务。

据了解，在王下乡，共有4
名家庭签约医生为全乡26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基本医
疗服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家庭医生
入村服务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12月 11日清晨，在海口市龙华
区新坡镇农丰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大
棚，菜心叶片上晨露未干，三三两两的
村民已陆续赶来，开始采摘管护工作。

“这两年我们村的辣椒和豆角卖
得特别好，尤其是冬天蔬菜大量上市
的时候，海口不少居民小区直接和我
们订购。”农丰村村民吴桂兰打理着辣
椒，脸上满是喜悦。

长期以来，农丰村村民都以种植
蔬菜为主要产业，然而过去的销售情

况却不理想。“以前菜农都是只管种
植不管销售，直接把菜卖给批发商，
一直被市场行情牵着鼻子走。村里
也没有发展集体经济。”农丰村驻村
第一书记杨再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为了摆脱被动状态，提升脱贫攻坚成
效，推动乡村振兴，村集体组织村里
种菜能手于2018年底组织成立了农
丰惠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了

“浓丰农”品牌。
“成立合作社后，农丰村由分散种

植转为组织化生产，彻底摒弃了盲目
生产、低价批发的发展模式，从种植到

品牌包装，再到销售、售后服务一条龙
管理，按照客户需求有计划地种植不
同种类的叶菜，无须担心滞销。”杨再
东还记得，2018年12月，合作社出售
第一批菜，6亩地产值6.7万元。

取得了开门红，发展更有信心和
底气。2019年10月，该合作社联合
中国热带科学院相关专家开始生产

“纱帐菜”，生产的蔬菜粗纤维含量低，
蔬菜口感嫩、甜。同年12月，该合作
社推出“浓丰农”生态米，首批上市的
7000多斤大米一周内就售罄。今年
4月，该合作社生产的首批1000斤生

态腌菜一周即售完，价格达到12元一
斤。“而普通腌菜的市场价仅为每斤4
元至5元。”杨再东兴奋地说。

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不仅为村民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还解决了村民
的就业难题。脱贫户陈兰娃的丈夫身
体不好，无法外出务工，加上孩子上学，
家庭负担重。“好在村里成立了合作社，
我在这里找到工作。”陈兰娃告诉记者，
她丈夫也被安排至镇里的公益性岗位，
家里也陆续养了牛、种了稻谷，有了稳
定收入，日子是越过越好。

据了解，该村合作社成立至今已

流转了村里土地 100 亩，营收超过
140万元，直销瓜菜300余吨，提供固
定和临时就业岗位50个，合计给村里
工人发放工资50多万元。今年疫情
期间，合作社全力生产，有效解决了多
个村里劳动力不能出村务工问题，有
效防止了因疫情致贫。

“希望通过做强叶菜产业壮大集
体经济，让村民持续增收。”杨再东说，
他们正计划在村里种植草莓、圣女果
和向日葵，“等到明年春节前后，市民
游客就可以来此采摘游玩了”。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海口农丰村成立蔬菜种植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收入

农业生产转思路 丰产丰收富农户

企业
带贫

产业
扶贫

生态
扶贫

消费
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