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贫困户 今朝“致富星”
——木棠镇蒌根村委会吴大安养猪脱贫记

本报记者羊文彪 实习生陈秀丹

勤工俭学供家用 敢想敢干勇为先

“吃苦耐劳，敢想敢做，有责任，有担当，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打开了脱贫致富之门。”这是木棠镇蒌
根村委会扶贫干部对该村脱贫户吴大安的评价。在木棠镇政府的帮助下，吴大安通过勤劳的双手谱写了
一首脱贫致富曲，并于2018年12月25日，被评为全市“脱贫致富之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脱贫典型。

吴大安个子不高，清清瘦瘦
的，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着
文弱，但一双眼睛却透着执着与
坚毅。对于吴大安来说，最大的
困难便是照顾家里体弱的女儿。
2009年，吴大安的女儿刚出生就
被确诊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
病，每月要花费1万多元的医疗
费。确诊结果犹如晴天霹雳一
般，让原本就没什么经济来源的
吴大安一家，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那时，吴大安还在上大学，父
母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只能做
些简单的农活，妻子要照顾孩子，
无法外出工作，家庭重担全都压在
了吴大安的肩上。因此，本应在大
学校园好好学习的他，不得不利用
课余时间四处忙着做兼职，获得少
许的收入。可是这毕竟是杯水车
薪，高额的医疗费用大都是向亲朋
好友和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

顶着重重压力，2013年吴大

安毕业不久，便进入一家公司当
业务员，工作简单，但是每月工资
也就两千多元。这对于几年来欠
下的债务和孩子的昂贵医疗费来
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工作岗
位，却使他接触到了很多养猪技
术员，这为他将来探索养猪致富
路积累了许多经验。

“当时我的好友洪伯看我特
别实诚，了解我家里情况后，就劝
我养几头猪补贴家用。经过再三
考虑，我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
是我就开始了养猪的生涯。”吴大
安告诉记者。

不久，吴大安就用自己仅有
的一点积蓄，买回了六只母猪，寄
养在好友洪伯家中。刚接触养猪
的吴大安，没有过多的技术，只能
摸索着前进，但是母猪很快便给
他带来了收益。有收益，也只能
用于支付女儿医疗费用的一小部
分，家里仍是一贫如洗。

2014年，吴大安被纳入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政府的帮扶下，女儿的医疗费
用得到了保障，生活压力也得到了缓解，
这才让他抽出空来好好思考脱贫致富之
道。2016年，市政府号召年轻人回乡创业，
并出台给创业的贫困户提供免息贷款政
策。这个消息对于想创业但又缺乏资金的
吴大安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一听到这
个消息，我就特别激动，这让我看到了希
望。”同年10月份，吴大安辞去了业务员的
工作，并通过向政府申请，获得了免息贷款
10万元。他将这些钱用于买猪苗和建猪舍。

创业之路崎岖坎坷。2017年6月，
女儿又发病住院了，吴大安不得不让父
母帮忙看管猪舍。祸不单行，由于父母经
验不足，9头母猪发生猪瘟，发病死掉
了，让吴大安损失惨重。

“我叔认为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应该在
大城市发展，而不是回家养猪，所以一直
不支持我哥，这下更是让他别养了，但我
哥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执着，坚持做自己
想做的。”吴大安的堂弟吴大宏告诉记者。

村里的监督员吴本开告诉记者：“刚
开始，村里很多人都笑话吴大安，说他一
个大学生还回家养猪，但是他通过努力
很快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生活的打击并没有让吴大安放弃，
反而让他看到了大商机，“发生猪瘟，猪
减少了，猪肉价格肯定要上涨。”吴大安
说，不久他就通过对其它的猪进行疫苗
接种和消毒，尽量减少了损失。

猪瘟过后，猪肉市场供不应求。2017
年，吴大安卖掉一批猪后，年收入达到了
四万元。此外，妻子也在娘家那边做了小
生意。同年年底，吴大安一家实现了脱贫。

目前，吴大安的猪舍规模扩大到了
400平米，养殖母猪29只，猪幼崽160
多只，年收入近10万元。

“下一步，我想再贷点款，将养殖规
模扩大，多赚点钱，让家人生活得更好，
也给村里人做个榜样！”现在已经是村里
的养猪达人及养猪大户的吴大安说。

凭努力和执着，依托国家政策帮扶，吴大
安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宣告——“我脱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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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圆了贫困户安居梦
——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盘悦华

A 多举措推进危改工程 “有房住还要住得好”B

多为百姓做实事
——驻南丰镇松门村委会扶贫工作队的一天

本报记者韦斌 实习生罗鑫

“只有心中时时念着百姓的人，
才能真正地为百姓做实事，才会俯首
甘为孺子牛。”1月5 日，记者跟随南
丰镇松门村委会驻村扶贫工作队，观
察他们的工作作息，体验见证他们扶
贫路上的喜怒哀乐与辛酸苦辣。

早上八时许，工作队9名队员与
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村委会打卡签
到。8时20分，工作队在队长唐宇
海的组织下，全体学习《百问》
51—70问，部署入户张贴收入确认
表任务，讲解应知应会问题回答注意
事项，并传达前一天晚上镇政府扶贫
工作会议精神。在短短的40分钟
里，队员在听完会议和了解部署任务
后，还各自交流前一天进村入户遇到
的问题。只见各个队员之间不时的
点点头，不时的摇摇头，整个会议效
率高且快。

结束会议后，队员就部署的工作
任务独自驱车赶往帮扶贫困户的家
中，记者选择跟随唐宇海队长前往南
丰镇黄京田和龙眼村入户落实迎检
工作，并张贴确认表。路上一路颠
簸，弯道奇多。“这条路现在闭着眼都
能走。”唐宇海队长开玩笑说。

落实完工作，张贴确认表之后，
已经是中午11点40分，唐宇海队长
还抽空对接确认了下午那旦村李金

定、高台村谢乙清和邱涛、松门村谢
国旺、兰彩村李文育以及邓路德、下
加丁村钟利锋等7户贫困户的搬迁入
住工作。

下午3点左右，记者又跟随原市
一中图书馆员、现松门扶贫工作队队
员李瑞富来到兰彩村贫困户邓文团
家中张贴对联。来到邓文图家中后，
李瑞富先是询问邓文团的近况，并告
诉他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及时说，随后
报出来意是来张贴对联。

“没想到你们还会过来张贴对联，
实在是太感谢了。”邓文团笑得很灿烂。

下午5时左右，记者还跟随着唐
宇海队长、李瑞富等人一起前往南丰
镇的竹狸产业，在唐队长的介绍中，
记者了解到通过“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目前竹狸产业已经纳入了贫困
户90多户，去年12月，每个贫困户
获得分红4000多元。

回到驻点村委会时，天已经黑
了，可是工作队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
明。“等下我们还要开个例会，大家分
享一下今天的工作心得。”唐宇海队
长对记者说。

随着车速的增加，车后视镜里的
世界已经变得模糊，可是光亮却异常
显眼，记者突然明白，正是这显眼的光
亮，温暖着南丰镇松门村贫困户的心。

脱贫致富之星 扶贫人物

扶贫日志

“破旧的屋瓴进行了更换，地面进行了硬
化，厕所地面贴上了瓷砖。感谢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现在再也不用担心屋子漏水了。”东
成镇流坡村委会流坡村贫困户李子经坐在自
家宽敞明亮的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和记者
聊危改。他通过危房改造获得5万元的危改
资金，把原先的土坯房改建成了平顶楼，现在
住房条件改善了，生活方便许多，日子越过越
有滋味。

“不仅要让百姓有房住，还要让他们住得
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农村住房新变化，
是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民
生工程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的结果。”市住房
保障中心有关负责人陈志忠说。

据介绍，2018年，我市为做好全市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从规范资金运作管理、加快补助资

金拨付进度，加强质量技术指导、保证危改质量
安全，规范完善信息录入和一户一档管理，加大
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危改政策等四个方面着手，
并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成立农村危房改造领导机构，制定《儋州市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和出台《关于进
一步落实脱贫攻坚危房改造措施的意见》等文
件。

陈志忠告诉记者，帮助贫困家庭圆安
居梦是衡量一个地区民生发展水平、体现
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标尺。如今这些看得
见、摸得着的农村住房条件新变化，离不
开市委市政府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高度
重视和有力推动，不仅让百姓有房住，还
让他们住得好、住得舒心，不断增强贫困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危房改造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自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着力
点和突破口，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贫困户的住房安全问题，让贫困户“住有所居、住有所安”，坚定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据统计，2018年，我市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改造危房3637户，目前已全部
竣工，超额完成了省下达3600户的目标任务，其中2696户已入住。此外，列入今年改造计划1814户，已动员贫困户动工。

2018年，省下达我市农村危改任务3600
户，占全省危改总量的14.4%。我市委托海南
共创等5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性进行认定并
出具评定等级，共入户鉴定7659户，符合危改
条件的5130户已全部录入全国信息系统。

据介绍，我市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格执
行危改面积标准和补助标准，狠抓质量管理，
加强施工质量安全监管和竣工验收，确保改造
后的房屋符合质量安全要求并达到安全入住要
求，深入开展“千企帮万户”活动，动员28
家房地产企业参与16个镇共695户贫困户危改
工作；协调河沙、砖等生产厂家优先供应危房
改造建筑材料，确保危改帮扶企业建材到位，
加快施工进度；出台《儋州市农村四类重点对
象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工作方案》，以奖代补的

方式做好危改户入住等后续工作。
此外，为顺利推进危房改造项目建设，市

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并
在项目谋划、资金筹措、工程实施过程中给予指
导和支持，千方百计确保土地供应、确保资金到
位、确保工程质量、确保分配公平，为农村危房
改造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同时，市住建局通过召开全市2018年农
村危房改造动员会，举办信息录入、质量安
全、危改核查鉴定及农村危改工匠培训班、启
动“千企帮万户”活动等措施，布置研究解决
存在的问题。市分管领导亲自带队到各镇检
查，以农村危房改造为主战场，以已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危房户为精准改造对象，加快贫困地
区和贫困群众的危房改造步伐，帮助贫困群众
实现安居梦。

本报讯（记者何秀玲）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打
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下发的《关于开展贫困户“送温
暖 搬新家 迎新年”活动的通知》，1月5日下午，市工
商联（总商会）各企业代表前往东成镇洪山村委会给该
村委会52户贫困户送去了大米和花生油等慰问品，让
贫困群众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

当天，在洪山村委会院内热闹非凡，贫困户脸
上挂满了笑容。市工商联（总商会）工作人员向贫
困户发放了大米和花生油等慰问品，并鼓励贫困
户要积极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在党和政府的政策
扶持下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领到了慰问品的贫困户纷纷表示，此次慰问
活动温暖了他们心，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帮
扶企业的关怀，增强了他们努力摆脱困境、尽快走
上脱贫致富的信心。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今后我们将努力
把日子越过越好。”洪山村委会贫困户吕炳成说道。

据悉，东成镇洪山村委会系省“十三五”规划建
档立卡贫困村之一，共管辖洪山村、大榻村、武殷村
等3个村小组，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6户847
人，其中未脱贫的有52户209人。

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桂金德说，市
工商联（总商会）将不断发挥企业人才、资本等优
势，帮助村企建立稳定持久合作关系，提高困难群
众生活质量，助推贫困村又好又快发展，同时也极
力帮助有特长的农户到企业工作，教他们一些技
术，发挥一技之长，通过努力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送温暖 搬新家 迎新年

市工商联到东成镇洪山村慰问贫困户

市工商联（总商会）工作人员向贫困户发放大米和花生油等慰问品。 本报记者 何秀玲 摄

日期：2018年12月4日
战斗队：儋州市木棠镇脱贫攻

坚大队谭乐中队
姓名：邱上峰（副中队长）
日志内容：
上午，我和队员邱天松、林开

文把昨天买好的器材搬到贫困户王
勇强家，开始今天的接电任务。大
约十点时，我们还在忙着接电，就
接到了村支部书记王道平的来电。
在通话中，王道平书记计划在 11
点召开村党支部支委会议，讨论接
收预备党员的问题。我同意了他的
意见和安排之后，就立即回到驻地
召集工作队员到村委会办公室参加
支委会议。会议中，决定接收两名
入党积极分子为预备党员。

会议结束后，我和工作队员又
回到王勇强家中继续接电工作。因
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水电师傅，工具
又不足，所以一直装到中午仍未完
工。百忙中，我在微信工作群里收
到了“菜凉了”的消息，我知道其
他的队员正在等着我们回去吃饭。
于是，便匆匆回到驻地吃午饭。

常言道:打铁要趁热。吃完午
饭后，我们又立刻前往王勇强家
中，继续我们的工作。大约下午3
点的时候，我们才把房间、厨房、
厕所的电都装好，做到了一房一灯
的要求，中途我们还帮他把院子里
的杂草给拔了。

电装好之后，我们又开始着
手接水的工作。我们想节约一点
开支，再用省下的钱为王勇强多
购买一些其他用品。我们在他家
后面的水塔附近东挖挖、西铲
铲，把锄头和铲各挖断了一把，
都没有找到埋在离他家最近的水
管，最后只能选择较远且水管较
明显的位置下手。测量好长度，
商量好采购清单后，我和林开文
赶到镇上购买装水所需的器材（支
出205元）。买完东西后，回到王勇
强家时已经临近下午5点。由于水
塔下是村内总水管，加上天色渐渐
变黑，我们担心在安装过程中切断
总管后接不回去，到时就会影响到
全村的用水。于是，我们便商量先
把水管铺设到他家的厨房和厕所，
明天早上再接入总管。 如果期间
发生意外，我们还有时间去请高手
帮忙。说干就干，我们以最快的速
度把水管铺设好，便结束了今天装
电装水的工作。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邱天松和
林开文这两位动手达人的大力支
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这水电
工的活就不好干了。

晚上，我在驻地继续完善贫困
户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材
料。夜色越来越浓，我也完成了今
日的工作任务，终于可以躺下床休
息一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