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日至26日，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
晴到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五指山以南
地区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最高气温西北

半部地区将升至33℃～36℃

25日至26日西北半部局地有高温天气，

个别乡镇最高气温将达到37℃以上，东南半

部地区 31℃～33℃；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20℃～23℃，沿海地区23℃～27℃

27日至29日，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
全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

温西北半部地区33℃～36℃，东南半部地

区30℃～32℃；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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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海南

坚持党建引领，我省三个村庄蹚出乡村振兴路——

支部领唱

未来7天海南岛
以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或攀升至37℃以上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 郭冬艳）海南省气象台4月22日
预计，23日至29日，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局
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体气温较高，其中25日
至 26日西北半部个别乡镇最高气温将达到
37℃以上。

琼海2022年招商推介会
现场签约3个项目

本报嘉积4月22日电（记者袁宇）4月22
日，琼海市借助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契
机，举办2022年琼海市招商推介会，广邀客商
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招商推介会上，琼海与相
关企业在农业对外开放、医疗健康产业、加快
5G建设等领域达成合作。

活动现场签约3个项目。琼海市将与中信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就建设琼海国家农业对外开
放合作试验区（潭门渔港-青葛渔港海洋渔业经
济区）开展合作，将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医疗健康产业领域开展全方位战略合
作，将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合作
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覆盖和应用融合发展。

据悉，签约的3个项目涉及医疗健康、农业
合作、通信网络等领域，将对琼海产业结构进一
步转型优化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带来积极
的影响。琼海将秉承“项目为王”的理念，以最
大的诚意和努力，为项目建设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最舒适的环境。

海口首期外籍人才
创业孵化班圆满结业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陈兰芳）4月22日下午，海口首期外籍人才创业
孵化班在海口国际人才之家结业。来自英国、
美国、加纳、捷克等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
学员参加活动。

学员们发表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们表
示，本次创业培训内容丰富、授课形式灵活多
样，使自己对创业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也让自己
有了奋斗的目标，对以后的工作充满希望。

据了解，为帮助来海口创业的外籍人才
提升创业技能，适应国内创业环境，整合资
源、对接项目，提高创新创业成功率，2021年
12月，海口市外国专家局举办首期自贸港外
籍人才创业孵化班，4个多月来，先后进行了
10次线下授课，开展了4次课外实践活动，取
得积极成效。

三亚启动2022年
全民阅读活动

本报三亚4月22日电（记者徐慧玲）4月21
日，三亚启动2022年全民阅读活动。三亚将围
绕全民阅读“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进
乡村、进社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让浓浓书香浸润鹿城，赋能城市软实力建设。

本次活动以“喜迎二十大 书香进万家”为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三亚市2022
年全民阅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根据《方案》，三亚2022年全民阅读活动将
采取分级、分层、分众形式，针对不同群体，形成
上下联动、覆盖全市的多层次、多角度、内容丰
富的全民阅读活动。

同时，三亚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造
“15分钟阅读圈”，打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
里”，让更多读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阅读快
乐。同时，充分发挥全市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站所）、社区文化室、农家书屋等文化阵
地的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鼓励更多单位和个人参与到“书香三亚”建设管
理服务工作中来。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李佳飞 曹健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在党。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要全面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五个振兴”，如同一曲乡村振
兴大合唱。而党支部就是其中的领
唱者。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我省的
三个村庄，记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
精彩故事。

“红”与“绿”的交响

说起自己的村子——海口市琼山
区云龙镇长泰村“90后”符海根是自
豪的，村中冯白驹故居老宅，她去过无
数次。

“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是周恩
来总理对冯白驹的评价，这让符海根
牢记在心。

根植于村民们心中的红色基因，
让符海根从小耳濡目染。听长辈们讲
革命故事，她心中最敬佩共产党人勇
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

2016年，符海根大学毕业，她响
应当地党委政府号召回到村里，加入
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队伍。

熟练操作手机、电脑，善用微信等
新媒体平台，加上做事耐心细致，符海
根很快便得到大家认可，成为处理村
庄事务的好帮手。

“没想太多，就觉得能为家乡做点
事，挺好的。”笑起来的符海根，略微有
些腼腆。

2021年3月，云龙镇村级“两委”
换届，符海根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别人眼中小小的“村官”，她却感
到肩上的责任一点儿也不轻。

为什么？这得从长泰村优越的
“红”“绿”资源说起。

绿色生态，是长泰村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村庄坐落于南渡江
畔，俯瞰可见“三十六曲溪”湿地环
绕，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也因此，
金棕榈、海科大等一批项目相继在
村子里落地。

但如沉睡的红色文化资源一样，
落地项目并没有真正带动整个村庄发
展，除了微薄的土地租金，村民没有可
持续增收的产业。

这，成了扎在符海根心里的一
根刺。

为帮助村民增收，符海根想到发
展庭院经济，便去联系花卉苗木企业，
向村民免费提供种苗，“种苗免费，企
业帮助销售，这是纯赚的买卖。”

于是，符海根和村里党员挨家挨
户发动。但没想到，村民积极性并不
高——企业答应供应10万株芒果树
苗，最后只发出去1200株。

村民不愿意，一下子打乱了符海
根的计划。

必须换一条新路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符海根决

定：由党支部带头，发展村集体产业。
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云龙镇党委

的大力支持。在盘点清楚村里的闲置
地后，长泰村还注册成立了村级公司，
符海根兼任企业法人，带领村民发展
村集体产业。

为更好推进工作，符海根发起成
立了长泰村“联合大党委”。

什么是“联合大党委”？符海根
说，“联合大党委”由村党支部和在村
里发展的7家企业党支部组成，目的
就是以党建为纽带，整合村中项目资
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符海根举了两个例子：
一块7亩多闲置土地，成为村里

的“老大难”。“联合大党委”发挥作用，
协调相关成员企业指导村民种植葡
萄，发展热带园艺和种植示范基地。

一家企业遇到污水管网设施建设
难题，在“联合大党委”的协调下，符海
根作为村干部代表，出面协调解决，为
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说到底，实行‘联合大党委’机
制，受益的不只是村民，也有我们这些

企业。”金棕榈基地负责人张华表示。
在挖掘红色资源方面，“联合大党

委”同样发挥着作用。
“我们在维护修缮冯白驹故居的

基础上，升级改造展馆，配套建设书
屋、驿站等设施，计划打造红色研学教
育基地。”符海根透露，不久前，村里刚
与一家研学机构签下8000万元的合
作项目，重点打造红色教育研学基地。

发展产业的同时，服务保障也不
落下。长泰村党支部建立了党员包户
机制，即将全村划分为17个片区，64
名党员分成8组，每名党员分别包10
至15户家庭，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帮
助村民解决生活实际难题。

村民陈春雨之前找不到工作，家
庭收入微薄。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
她来到金棕榈花卉基地务工，一年收
益超3万元。不仅如此，她用学到的
技术在自家地里也种上了散尾葵，年
增收1万余元。

“跟着企业发展好，他们有技术，
有销路。”陈春雨高兴地说。

一切渐入正轨，符海根却变得愈
发忙碌，她每天马不停蹄地奔波，希望
争取更多村集体产业项目落地。

“传承红色基因，利用生态特色，
发挥基层堡垒战斗作用，力争走出一
条‘组织强、文化兴、产业旺、治理优、
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对于未
来的路，这位年轻的村支书胸有成竹。

“城”与“乡”的变奏

隔三岔五，村干部家房子就被村
民扔石子、砸砖头。

听澄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一些老
人讲，十多年前，这是当地村干部的标
配“待遇”。

“现在没有了，我们家的房子都好
好的。”面对记者的疑惑，才存社区党
支部书记吴多群拍着胸脯说道。

吴多群说，才存社区过去叫才存
村。因为交通闭塞，村民大多外出务
工，缺产业、缺人才等问题一直限制着
村子的发展。

村民朝村干部发泄情绪，本质上
是想寻求改变，过上更好生活。

如同一潭死水的村子，必须注入
“新活水”。

召集老党员，才存社区党支部搞
起了“头脑风暴”。但大家心里都清
楚，产业和人才，就是“鸡生蛋蛋生
鸡”的关系。对才存来说，这两个都
很遥远。

“村里考出去好几个大学生，要不
让他们试试？”前任老支书徐龙光一番
话，得到其他党员的一致认可。

也正是在这时，澄迈县提出以创
建省级创业城市为抓手，大力实施人
才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扶持各类人才
返乡入乡创业。

才存社区党支部的目光“盯”上了
村里的大学生。

每年春节，这些年轻人从城里返
乡过年，徐龙光就上门和他们谈心，听
他们对村庄规划发展的建议。

“至今记得，老支书跟我们说的
话，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这里也可以
大有作为。”1983年出生的徐取俊，是
其中之一。

2002年，徐取俊考进北方工业大

学，成为村里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
生。毕业后，他先后在广东、海南万宁
等地的企业任职。

2012年，徐取俊成为才存社区第
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要回到家
乡，改变家乡面貌，寻找自己的“田野
希望”。

说干就干。徐取俊和团队筹资
50万元建起黑山羊等特色养殖场，成
功赚下“第一桶金”。当年便有30户
村民主动加入其创办的澄迈才存益民
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随后，徐取俊将养殖场进行重新
包装，配合开辟采摘果园，将自己的
产业链向观赏采摘和亲子互动等方
向延伸，着力打造才存美丽乡村休闲
游基地。

一路走来，徐取俊坦言，党组织的
保障是最大动力。

“基层党组织是村民和创业者间
重要的‘黏合剂’。”徐取俊说。

黄墙黛瓦、碧树红花，才存民宿景
色宜人。过去，这里是一座废弃的教
学点。

2016年，徐取俊团队与村里签订
租赁协议，计划对这片占地1.2亩的
荒地进行开发。不料，协议签订后的
第二天，该地块竟被人种上了青苗。

“村里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召开
全体党员与村民代表会议，宣讲政策法
规，做通村民思想工作。”吴多群回忆
说，“青苗事件”发生后，他第一个带头
拔苗，及时制止了个别人的捣乱行为。

民宿开业后，村集体每年从中获
得5000元的收益。

由“废”转“兴”的故事，还有很多。
位于村口的这处鱼塘，废弃多年，

环境非常差。2017年，徐取俊团队决
定把这里承包起来。

“荒废在这里，不仅没有收益，还
污染环境；现在有人管理，经营还有收
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在吴多群和
党员们的耐心解释下，这一项目得到
村民的大力支持。

经过改造，如今的鱼塘常年水质
清澈，沿岸还建成了环湖休闲长廊，咖
啡厅、文化室、老人茶社等应有尽有，
成为老人孩童休憩乘凉的好去处。

因为环境优美，这里还吸引了游
客前来休闲垂钓。仅这一项，村集体
每年就增收4000元。

村民都点赞：“荒废鱼塘如今变成
了咱们的文化公园。”

村集体增收了，村庄变美了，创业
者扎根活了下来：返乡创业这条路，行
得通！

在徐取俊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回到才存。

何昌锦，曾在海口一家企业担任主
管，现在是才存共享农庄的销售经理；

徐取尉，把在外地学到的菌菇种
植技术带回村里，仅用5年时间，就在
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隔壁村的冯宝，是海南大学农业
推广专业研究生，如今也在才存经营
咖啡产业；

……
一群大学生，唤醒一方故乡土。

目前，才存社区共吸引22名返乡创业
大学生回村创业，社区注册有25家企
业，涉及蘑菇栽培、咖啡种植与加工，
以及柠檬、凤梨种植等产业，解决了当

地一批劳动力就业。
今年35岁的村民林亚波，和丈夫

一起在村里的“农味饭庄”上班，每个
月能挣6000元工资。“在家门口就能
稳定就业，还方便照顾两个小孩，真的
非常满意！”林亚波说，加上种植槟榔、
椰子等，他们一家一年收入近十万元。

小小的村子，产业集聚效应显现。
而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民的增收。
2019年，才存社区38户贫困户全部脱
贫。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9年的不足
万元，已经跃升到现在的2.1万元。

去年，才存社区进行“两委”换届。
徐取俊的名片上，又多了一行文字：才
存社区党支部委员，主抓乡村振兴。

身份变了，徐取俊身上的责任更
重了。

近年来，海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发
展“共享农庄”，将共享经济理念运用
到乡村经济发展中，为推动乡村振兴
提供了新途径。

徐取俊决定再次出发：把才存美
丽乡村休闲基地升级为才存共享农
庄。目前，农业互联网小镇运营中心、
蘑菇体验基地、亲子渔田及胡椒、咖啡
加工厂等新项目纷纷营业。2021年，
才存共享农庄共接待游客5万余人
次，各项收入401万余元，带动村民就
业近30人。

“未来的才存会越来越美，村民的
腰包会越来越鼓。”徐取俊信心十足。

“和”与“美”的共鸣

大山村没山，但却可以观“百山”。
4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来

到定安县龙门镇大山村采访。一入村
口，只见一幅长达150米的中国百山
图跃然于墙面之上，千姿百态的山石
奇观，引人入胜。

走到墙绘尽头，村口的大榕树前，
你会遇到一间“水塔咖啡”。服务员符
秋丹是一名当地的“90后”，负责为过往
的客人捧上一杯香喷喷的咖啡或茶。

“大山村真有气质！”来过这里的
人，会情不自禁点评一番。

但这气质并非与生俱来。
在村里的文化馆，一幅幅对比图记

录着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改造前，村
道两旁脏乱差，村民庭院杂草丛生、杂
乱无章；改造后，一个干净、整洁、清爽、
鸟语花香的美丽乡村呈现在大家面前。

2021年8月，定安县委发出聚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的号召。龙门镇决定，将大山村作
为典型重点推进。

本是好事，可愁于没有专项资金
的镇村干部，却陷入了两难。

“没钱怎么办？我们就‘自力更
生’，干部带着村民一起干。”今年51
岁的大山村党支部书记倪志坚当了快
20年的村支书，“大山村要改变，这是
难得的机会。”

然而，事情并没有倪志坚想得那
么简单。

尽管他和村干部多次宣传发动，
仍有不少村民迟迟不动工。一些村民
质疑：“过去这样的项目都是委托专业
公司干，村干部没有一点经验，怎么可
能干得起来？”

倪志坚冒出一个想法：拿自家先
“开刀”。

退伍军人出身的他，说干就干。
用了不到一天时间，他就把自家庭院
收拾干净，还挂上了一张“美丽庭院”
的木牌。

“环境搞好了，享福的还不是咱自
己吗。”第二天，他就把村民拉到家中
参观，给他们现身说法。

村里的“五保户”莫启清，率先站
出来支持。不仅房屋门前铺上了草
坪，连屋后菜园的栅栏与村道间不足
半米宽的小小间隙，他也铺上了草坪。

“自家一亩三分地”是有着落了，
村道和其他地方怎么办呢？答案还是
党员干部带头。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倪志坚发动
乡贤和村里几位老党员每天与村干部
一起垒石头、清垃圾。

村庄一步步蜕变，群众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顾虑打消了。越来越多的
村民加入创建队伍，有人出钱，有人出
点子，还有人不计报酬出劳力。

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变，既是环境
之变，也是人心之变。

“六分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村里一名莫姓村民和一名倪姓村

民，曾为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权属问
题争吵不休。久而久之，这块原本位
置不错的土地，竟成了杂草丛生的撂
荒地。

2021年9月，得知村里开展人居
环境改造，莫、倪两家再起争执。“如果
一直吵下去，只能是造成土地闲置。”
倪志坚说，“为什么不把这块长期存在
争议的撂荒地交给村集体开发，当作
村里的公共用地呢？”

刚听到这个建议时，两家人都火
冒三丈。但倪志坚没有放弃，对两家
人讲起了“六尺巷”的故事。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呀”
“如果邻里间一直吵架，又如何教导孩
子相互谦让”……最终，倪志坚的劝导
起了作用。两家人终于想通了：“这块
地利用好了，大家都能受益！”

随后，这六分地被改造成小公园，
并配套建设了公共停车场，成为村民
游客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看到变美的村庄，越来越多村民
开始主动舍让，为村集体腾挪出公共
绿地：榕树大观、十姓公园、红星广场、
七彩乐园……一块块绿地小公园，把
整个村子点缀得温馨而精致。

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大山村焕然
一新。

实践也证明，党建引领是“办成
事”的前提。

这一行之有效的理念，正被运用
到大山村的产业发展中。

2021年5月，大山村完成村“两
委”换届。包括倪志坚在内，村党支部
成员全部从咖啡、荔枝、百香果、莲雾、
芒果园等种植领域的致富带头人中选
举产生。

“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产业，是
大山村乡村振兴的关键。”倪志坚说，通
过成立集体公司运作的方式，大山村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成效显著，“目前，全村人均收入
达2.5万余元，在全镇名列前茅。”

“村靓、民富、人和美”，大山村通
过党建引领绘就的一幅乡村蓝图，让
大家“跟党走”的信念越发坚定。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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