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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结束的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回望过去的一年，全
省上下勠力同心克服疫
情影响，全面推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持续推进
城乡统筹发展，做好民生
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群众
的生活水平。回望过去
的一年，一个个普通人也
在以奋斗者的姿态，笃定
前行，奔向美好生活的脚
步从未停歇。

本报特别选取 6个
普通家庭的故事，通过他
们的奋斗，他们的变化，
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收
获，展现我省群众同全国
人民一道迈向全面小康
的崭新面貌。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梁君穷

左手拿砖，右手拿着抹刀抹
水泥……12月25日上午，海南
日报记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毛感乡毛感村见到脱贫户王
飞时，他正忙给自家院子砌围
墙，脸上露出浓浓的笑意。

“我家在路边，平常灰尘大，
砌个围墙能挡灰尘。”王飞看着
身后的新房告诉记者，过去，他
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不足
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当时房
子的一面墙是裂开的，厕所的一
面墙更是斜了，门都关不上，洗
澡上厕所都成问题。”

改善乡村困难群众居住条
件，是脱贫攻坚的一项重点工
作。去年底，在当地政府的帮扶
下，王飞家完成了危房改造，房
子宽敞了，也更结实安全。

脱贫奔小康，安居还需兴
业。就在王飞一家沉浸在住进
新房子的喜悦中，今年初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他再次陷
入焦虑。

“当时，地里的瓜菜快成熟
了，但是由于疫情，菜商不能进
村收购。”王飞说，除了瓜菜滞

销，他和妻子也因为疫情无法外
出务工，一家人失去收入来源，

“我每天就想着，地里的瓜菜什
么时候才能卖出去。”

今年2月，省里出台了《关
于切实做好“三农”领域“一抗三
保”工作的十条措施》，千方百
计帮助贫困群众稳就业、强产
业。随后，毛感乡政府积极组织
菜商来到村子收购瓜菜，王飞家
的瓜菜才得以卖出。

此外，王飞还领到了政府免
费发放的 120 只鸭苗和饲料。

“鸭子养大后，政府以每斤9元
的价格收购，单单养鸭一项，我
家今年就赚了3000多元。”王飞
妻子罗文莹笑道。

瓜菜卖出后，王飞一家又
抓紧种上了四棱豆、辣椒等作
物。“今年四棱豆收成好，赚了
6000多元。但除了农活，我还
有更忙的事。”王飞说，今年 5
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乡里
的农信社找到一份工作，每月
有了稳定收入。

“2020年真不容易，但年尾
的生活要比年初甜。”聊完这一
年经历，王飞感慨道。

（本报保城12月26日电）

保亭毛感村脱贫户王飞住进新房后，勤劳兴业

安居乐业 更有奔头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自打安上这自来水管道，
不光用水方便了，家里人喝着也
感觉比过去甜了，我们用着放
心。”12月25日，在三亚市育才
生态区马亮村村民董海平家，清
澈的自来水从水龙头流出，他看
在眼里，甜在心里。

董海平家一共5口人，用水
问题，曾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困
扰。“过去，我们吃水靠挖井，遇
到干旱时，水量小，干旱严重时
还缺水；遇到下雨时，井水浑浊，
喝着不卫生。”董海平说。

马亮村位于三亚北部山
区，然而受地形地势等因素影
响，用水问题成为群众生产、生
活中面临的困难之一。马亮村
党支部副书记董海东说：“‘看
天喝水’的方式，不仅无法确保
水量，还影响水质，直接关系到
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制约着百
姓的生产生活。”

拧开水龙头，淌出干净水。
董海平摸着新安装的水龙头高兴
地说：“这回好了，再也不用拎着
水桶去井里打水，轻轻拧开水龙

头，做菜煮饭都能用自来水了。”
今年，包括董海平在内，鹿

城近3万名群众的用水方式发
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与三亚大
力推进实施的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息息相关。2017年，由三亚
环投集团设计施工的北部山区
饮水安全工程启动建设，涉及
14 个行政村近 3 万名群众。
2018年，作为配套工程，三亚北
部山区村内管网及入户管网工
程开始施工。

“山区地势复杂，建水厂、铺
管道并非易事。”三亚环投集团
有关负责人介绍，例如在扎半水
库旁的山头，施工队员只能在口
径仅1米的隧道里作业，以每天
掘进30厘米或40厘米的速度
打通70米长的隧洞。

经过3年多的施工，今年5
月，输水管线跨越深沟河道、翻
过山岭，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送
进了山区群众的家中。如今，家
里通上了自来水，水量足，水质
好，董海平不再为水发愁了。忧
心事得到解决，他对今后的生活
也有了更多期待。

（本报三亚12月26日电）

三亚马亮村村民董海平不再为水发愁

饮水安全 更有甘甜

■ 本报记者 谢凯

12月26日，五指山市水满
乡毛脑村的一处茶园里，毛脑村
脱贫户王琼香正在忙着给水满
大叶种茶树施加有机肥，忙得不
亦乐乎，“春茶的采摘季节马上
要到了，要打理好这些茶树，增
收致富还得靠它们。”

今年48岁的王琼香说，她
从2013年开始种植水满大叶种
茶，这些年，依靠水满茶产业摘
了贫帽，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去
年她光靠卖茶叶就有10多万元
收入。

茶产业是水满乡的支柱产
业，近年来，当地依托良好的
生态环境，推动茶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全
乡茶叶投产面积 4700 多亩，
年销售额超 3000 万元，拥有
30多家茶叶加工厂和10多个
茶叶品牌。

“只有品质好才能不愁卖。”
王琼香说，今年初，受到疫情影
响，一些收购商因市场原因减少
了茶青的收购量，但质量好、品
质高的茶青依然畅销，价格还更
高了。

疫情得到控制后，王琼香加
快了发展产业的步伐。“虽然合

作社会收购，但要想把茶叶卖出
好价钱，还得从种植和管理上下
功夫。”她说，今年她向乡里和村
里请来的农技专家请教，学习如
何正确调配有机复合肥、如何用
绿色方法防控病虫害、加强茶园
管理等种植技术，着重从种苗选
育、有机肥的使用、茶园精细化
管理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茶叶
的质量。

“你看，我现在给茶树浇的
肥是配好的有机复合肥，我等会
还要给茶树周围长草的地方锄
草。”王琼香说，这些都是今年才
学会的，“之前是放任其自然生
长，基本不锄草、不施肥。”

今年，王琼香的30亩茶园，
产出2900多斤茶青。品质提高
了，市场也打开了。“清明节后，
一些合作社看上了我的茶青，价
格都能达到30多元一斤，有些
合作社甚至出到了40多元。”王
琼香说。

水满乡茶产业蓬勃发展，王
琼香今年也收获满满，收入超过
11万元。“明年的春茶一定会比
今年卖得更好。”如今，“水满茶”
的招牌越擦越亮，她希望，茶香
能引来四方客，香茶也能随客走
四方。

（本报五指山12月26日电）

五指山水满乡脱贫户王琼香依靠茶产业实现增收

致富产业 更有收获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搬出大山好啊！”12月25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
建成的高峰新村，52岁的护林员
符文强刚巡山回来，在白沙阜龙
乡、洋浦务工的两个儿子也陆续
到家，一家9口人围坐在新居里
吃饭，好不热闹。“以前，这样的
聚餐一年也难得有一两回。”符
文强说。

高峰新村是生态搬迁村庄，
共有59栋联排两层小楼，用于
安置118户居民，每户房屋面积
有115平方米，屋外红梁白墙，
雕饰着精美的黎族图案；屋内楼
上楼下共计4室1厅，尤为宽敞
明亮。今年11月26日，符文强
一家喜迁新居。

“前几年，儿女成家立业后，
都选择外出打工，因为路途不
便，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回忆起

“老家”南开乡高峰村，符文强十
分感慨。那是白沙最偏远的村
庄，位于大山深处，“从县城到村
里，即便是车技娴熟的司机，单
程也要耗费3个小时。”

2015 年之前，下辖 5个自
然村的高峰村，不通电、不通网

络，村民产业单一，收入堪忧，
属于深度贫困村庄。在 2017
年已经将两个自然村约 30 户
村民搬至距离县城仅 20 公里
的银坡村的基础上，2019年以
来，白沙启动高峰村第二轮生
态搬迁工作，选址在距白沙县
城仅4公里左右的牙叉镇建设
高峰新村，安置其余 3个自然
村的村民，一方面，助力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另一方
面，也帮助村民走出大山，实现
更好发展。

此次生态搬迁实施户口分
房政策，符文强与儿女们共分
得3套新居。“新居装修很棒，周
边配套很好，青苗补偿到位，产
业安置也满意。”符文强说，一
家9口人，每人还获得10亩可
开割的橡胶林，自己也被安置
为护林员，每月有2000元左右
的收入。

搬迁新居至今，刚好满月，
符文强还在规划着新生活。“过
阵子，我想在庭院里多种几棵莲
雾、黄皮、木瓜。”站在新居门前
的大庭院里，他憧憬着以后的好
日子，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本报牙叉12月26日电）

白沙高峰村实施生态搬迁，村民符文强一家搬出深山

喜迁新居 更有期待

■ 见习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感谢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2月25
日早上9时许，昌江黎族自治县
石碌镇中西医结合医院一科病
房里，62岁的李文珍正吃着热腾
腾的早饭。前不久，她刚在“家
门口”接受了经皮冠状动脉支架
植入手术。

见到海南日报记者，李文珍
主动撸起袖子，亮出手腕上的创
口。“创口就像针眼一样小，术后
恢复得也很快。”她说，能不出县
城就完成这样的手术，“过去想
都不敢想。”

去年，李文珍突发心痛，去
到海口市就医，医生便通知她需
要做手术。考虑到在海口接受
手术医疗成本高，报销比例相对
较低，亲人照顾也不方便，她便
一拖再拖。

12月4日，李文珍再次突发
严重心痛胸闷，经昌江中西医结
合医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必须进行经皮冠状
动脉支架植入术。

在李文珍的印象里，昌江
的医疗条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
手术。“但医生告诉我，是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的专家给我做手
术。”她说，医生的一番话，打消
了她的顾虑，“在县城治病，我
不需要来回奔波，也方便家里
人照料，而且医疗费可报销绝
大部分。”

12月18日，在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派驻昌江的医生白静、张
翠及本地医生郑伟民的共同努
力下，昌江首例经皮冠状动脉支
架植入手术顺利完成，李文珍就
是首位获益的病人。

顺利完成手术的背后，是
昌江不断推进昌江医疗集团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与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签订医疗帮扶协议，
引进医疗人才团队，加强薄弱
科室的建设，增添“高精尖”设
备，提升医疗惠民的“硬实力”。

昌江医疗集团党委书记何
谦然介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托管帮扶两年来，在昌江开展
新业务、新技术29项，惠及昌江
手术患者300余人次，“更多百
姓就近享受到了优质医疗资源
和服务。”

吃过早饭，术后恢复良好的
李文珍，脸上洋溢着笑容：“马上
就可以出院，广场舞又可以重新
跳起来了。”

（本报石碌12月26日电）

昌江居民李文珍不出县城，接受支架植入手术

就近看病 更有“医”靠

■ 本报记者 袁宇

“我选择了师范类专业，希
望学成后能够帮助更多像我一
样的贫困学生。”12月25日，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
现在就读于西南大学地理科学
（师范）专业一年级的万宁籍学
生李晓晴坚定地说。

李晓晴的中学母校是北京
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以下简
称北师大万宁附中）。这是一所
由万宁市政府与北京师范大学
合作建立的公办中学，旨在通过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当地的
教育水平。2012年该校建成招
生以来，逐渐办成在全省有一定
影响力的中学。

“我从2014年开始进入学
校就读初中。”李晓晴家住万宁
市北大镇东兴居，作为从大山
里走出来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她告诉记者，对于能够进
入到北师大万宁附中读书，她
感到非常高兴，一方面学校条
件越来越完善，另一方面师资
力量不断加强，“而且在 2019
年还与美国名校开展了多次交

流活动，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想
过的。”

今年初，由于疫情的影响，
学校“停课不停学”。“在组织我
们上网课的同时，老师还精心准
备复习提纲，让我们能够更好地
自学。”李晓晴说。

除了在学习上，在生活方
面，学校也一直给予李晓晴许多
关照，“我和一些同学，家离学校
很远，学校每周末还会联系公交
车，帮助我们安全回家。”她说，
不仅如此，在校期间，学校发放
助学金，考上大学有路费资助。

“减轻了家里供我读书的负担。”
学校和老师在学习、生活上

的关怀，让李晓晴深受感动，也
使她坚定了“以后要当老师”的
想法。今年6月，她顺利考入西
南大学，并遵从自己的心意选择
了师范类专业。

李晓晴说，自己虽然刚刚踏
入大学校园不久，但一定会认真
完成学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努力
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去
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把这份温
暖传递下去。”

（本报万城12月26日电）

万宁优质教育资源助贫困学子李晓晴走出大山

学有优教 更有出息

全
面
小
康

产业
扶贫

今年我省共安排产业扶贫项目 1515个
实施进度为99.28%

目前全省建立产业扶贫基地 1148个
贫困户帮扶组织化程度达93.25%

教育
保障

今年全省各阶段受资助学生53.54万人次

资助资金9.65亿元

发放教育扶贫特惠性资助4.01亿元

资助学生31.39万人次

全省已引进或正在洽谈的合作办学
项目达 103个，已经开学的项目达到50
个，新增优质学位近13万个

截至目前

医疗
保障

全省64.8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饮用水
标准全面达标

2020 年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贫困户住院报销 7.49万
人次，实际报销比例90.9%

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比
例91.93%

截至10月31日

64户贫困户需进行危房改造，目前已全部完成改造入住新房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

住房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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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在海甸溪南岸的海口湾畅通工程示范段散步市民游客在海甸溪南岸的海口湾畅通工程示范段散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