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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接续构建绿色发展体系，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民生事业发展

峰峦叠翠生态优 翡翠山城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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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五
指山市摘掉了“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帽子；今年6月，五指
山市乡村振兴局揭
牌，正式开启了五指
山市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新阶段。

回顾五指山市的
发展历程：1947年2
月，琼崖独立纵队攻
下水满，建立水满乡
民主政府；1948年6
月，五指山地区解放，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正
式形成。到如今，五
指山这片红色土地
上，城乡面貌、社会经
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断提升。

推进乡村振兴 增进人民福祉

完善教育医疗服务 保障民生事业发展

守护绿水青山 实现绿色发展

今年50岁的通什镇什会村脱贫户王
香理如今在村里的兰花基地工作。在家
门口就近就业，她不仅每月有了3000多
元的收入，还学会了兰花种植技术，多掌
握了一门技能。

“脱贫攻坚期间，五指山市通过产业
扶贫、就业扶贫等多种方式对贫困户进行
一系列有效帮扶。”五指山市乡村振兴局
负责人赵茂冰介绍，如今，五指山市还要
继续发挥资源优势，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
量和效益，继续带动农民发展，同时，大力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6月3日，五指山市召开选派第二批
乡村振兴工作队动员大会，新选派191名

乡村振兴队员进驻到乡村，接续做好6182
户22949名脱贫群众的帮扶工作，继续带
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埋头苦干。

据了解，乡村振兴期间，五指山市继
续实施以产业为主导的助农增收举措，充
分发挥产业优势，管好橡胶、槟榔、益智、
瓜菜“老四样”，种好茶叶、忧遁草、树仔
菜、百香果“新四样”，围绕五指山五脚猪、
五指山山鸡、油茶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积极引导脱贫户发展产业基础好、经济效
益高的种养产业。同时，五指山市因地制
宜支持种业创新发展，加快发展花卉、高
山蔬菜、五指山大叶种茶等，进一步推动
产业兴旺。

今年3月，由政府投资建设的通什镇
番赛村茶叶加工厂正式投产，番赛村的茶
叶进入到延长产业链的加工环节，助力番
赛村的茶产业提质增效。“如今仅靠卖茶
青，我每年收入就超过3万元。”番赛村村
民王燕敏说，村里的加工厂建好后，她可
以和村民们一起加工更多茶叶附加值产
品，提高收入。

据统计，五指山市2021年安排市级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财政补助资金1.9亿
元，目前已累计支出5725万元，今年预计
总投入财政衔接资金2.8亿元，用于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再也不用去海口等地看心血管病，
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家的医疗服
务。”五指山市市民马国良说。百姓不用
出远门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得益于五
指山市引进了胡大一名医工作室等一批
专家团队，促进了该市心血管医疗康复和
治疗等医疗技术的提高。

近年来，五指山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力度，切实落实好各项民生保障。“2016年
以来，我们平均每年将76.07%的财政资金
用于民生事业，着力解决教育、医疗、住
房、就业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五指

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教育为本。五指山市坚持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2019年顺利通过国家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复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率达 100%，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
94%，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达 83.8%，均高于全省“十三五”目
标任务。

医疗保障为先。近年来，海南中部区
域医疗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农村医疗
机构标准化建设的完成，“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医疗服务体
系基本构建，让五指山市群众就医基本实

现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
出市”的目标。

“下一步，五指山市将加快推进医联
体和市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补齐城乡医
疗卫生机构短板，推进健康五指山建设；
深化教师‘县管校聘’改革，探索实施教师
队伍退出和补充机制，解决历史遗留顽
疾，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五指山市委
书记宋少华介绍，将着力改善民生，推动
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
平，全力把五指山市建成宜居宜业的幸福
城市，谱写更加美好的民生发展新篇章。

（本版撰文/解楷 刘钊 钟丽 许丙贵）

“过去村庄脏乱臭，经常出现随
手丢垃圾、生活污水横流的现

象。”水满乡新村村民钟裴
秋说，通过这几年来的

严格治理，如今
的新村，村

道 干 净
整洁，

绿 树 成
荫，每天都有

垃圾车收运各家垃
圾，生活污水的管道也

接到了各家各户，村庄环境
变了个样，“你看，现在多漂亮。”
近年来，五指山市大力推进农村

环境治理工作，兴建农村生活用水设施和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99.96%，农村饮水安全普及率100%。
同时，全市7个乡镇59个行政村有55个

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成投
入使用，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
盖率超95%，城区污水集中处

理率100%；建立了“户清扫、村收
集、乡镇转、市处理”乡村生活垃圾处理
模式，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创建工作，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此外，五指山市稳步推进生态补偿机
制和生态保护落实制度。2020年全市共

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金2403万元，受益群众
近 6万人，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态保护意
识。2020年全年绿化造林面积达2000
亩，义务植树10万多株，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100%。

望着眼前这片森林，年近六旬的南圣
镇毛祥村村民梅启民感叹道：“这么多年
来，这片森林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茂密，山泉
水源源不断地奔流着。”在梅启民看来，只
有把环境保护好了，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地处村子附近的南圣镇红峡谷漂流景
区验证了梅启民的说法。因生态环境美，
红峡谷漂流开放以来热度不减，刚刚过去
的端午节假期，红峡谷景区接待游客3000
多人次，短短3天带动周边村镇旅游消费
40余万元。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五
指山许多“藏在深闺”的美景被越来越多人
了解。

依托优质环境资源，五指山市建立起
“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发展方
式，阿陀岭徒步登山赛、五指山运动绿道
体验等一批生态文旅活动每年吸引众多
游客参与；良好的生态优势让“五指山红
茶”“五指山五脚猪”先后通过国家地理标
志认证，“五指山红茶”获得海南十大最受
欢迎地理标志农产品称号，农产品竞争力
进一步提升。

长7.1 米、宽 3.26 米，全手工缝制
……6月15日，在五指山市五指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由五指山市100名黎
族、苗族织绣技艺非遗传承人集体创作
的巨幅黎族苗族织锦拼布《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正式亮相，表达了黎族苗族
同胞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真挚祝福。

打造巨幅文艺精品

《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拼布作品是
由百名黎族苗族同胞携手历时近1个月
时间制作而成，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为主题，主画面是大幅的
黎锦样式，底色为黑色，中间是鲜红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标识，
中国共产党党徽由黎族织绣技艺制作，
标识的轮廓和描边由苗族织带绣制而
成，整幅作品表现了黎族苗族同胞在党
的领导下，团结协作，共创美好幸福生
活的寓意。

作品主要设计者黄凌风介绍，作品
的设计理念来源于黎族传统筒裙图案，
主要采用黎锦单面织技艺织造，100位
非遗传承人各自负责相应的织造区域，
最后组合拼接而成，为五指山市为数不
多的大幅黎族苗族织锦作品之一。

黎锦苗绣一直是黎族苗族同胞表达
心中美好意愿的现实载体。在作品中，
拼布作品长7.1米，象征着党的生日；100
寓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标识周围织
有23个黎族人文祖先“大力神”的织锦
图纹，象征着“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
崖革命精神；主标识中的56条光芒线采
用了苗族编织带缝制，寓意着56个民族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茁壮成长。

作品里，除了 100 周年的主标识
外，最令人注目的就是100个不同的图
纹。黄凌凤说，整幅作品共织有100种

黎族织锦图纹，包括人物、动物、植物、
房屋、生产用具、几何等纹样，寓意祖国
地大物博、人民生活幸福祥和。

展现民族团结情

巨幅拼布作品由于面积过大，无法用
机器制作。而手工一针一线缝制，也让《黎
苗锦绣 百年梦想》拼布作品更显珍贵。

如何把作品从设计图转为现实操作
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黄凌凤
说，为此，她找来了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教
师、“南海工匠”陈达胥。“设计过程中，我们
一起商量相关细节，由陈老师实际动手制
作，再教授非遗传承人。”黄凌凤说。

“为了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大家克
服时间、制作技艺等多个困难，一心一
意进行创作，有些非遗传承人甚至一家
三代都投入到这次的黎锦拼布的织绣
中来。”负责组织的五指山市文化馆相
关负责人说。

陈达胥介绍，由于多人一起织造，
技术不一，对制作人的织造技艺要求非
常高，织造时经线的松紧度、布面大小
的控制及打纬时的力度都需要趋于同
一，这样才能保证织出来的布软硬度及
宽窄度一至，最后呈现的拼布才会平整
美观。“在织底布时，大家集中一起织
造，织完后相互检查，才能过检验关。”

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的艺术性较高，
在针法上，融合黎族织锦、苗族织绣等技
艺，突出主题元素的立体效果；在设计上，
融入现代感的特殊数字元素，寓意丰富。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黎
苗锦绣 百年梦想》拼布作品体现了五
指山市黎族苗族同胞对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程的歌颂，也织绣出了五指山
市非遗传承人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坚守，
更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情谊。

五指山市百名非遗传承人集体创作巨幅黎族苗
族织锦拼布

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

巨幅黎锦拼布作品《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常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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