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之前靠着种植水稻、割橡胶维持生活，
收入着实低，家里还有两个小孩要上学，生活负
担本来就很重。2014年的时候，我母亲得了重
病，医院检查是心脏出了问题，治疗花了很多
钱，家里收入开始入不敷出，日子没了盼头。”回
顾以前的生活，董远成颇多感慨。

命运的转变发生在2015年，董远成一家被纳
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
政府为他一家缴了医保，家人看病的医疗费得到了
报销，两个孩子读书获得了教育补贴，就连原来居
住的危房也得到了改造。有了这些保障，董远成的
生活负担减轻了下来，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
望。同时，董远成利用参加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机
会，不断学习其他农户的致富经验，拓宽了发展视
野和思路，思想觉悟也得到提高。这使得他下定决
心，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脱贫致富。

种桑养蚕奔富路
——南丰镇油麻村委会排沙村董远成脱贫记

本报记者韦斌 实习生王明当

海南的天气，九月还
很热。董远成坐在自家的
院子乘凉，看着家门前的
一片槟榔树，心里是满满
的幸福感，再过 3 年，这
片槟榔园就能长出槟榔
果了，到时如果加上自己
的养蚕产业，收成都好的
话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董远成今年 46 岁，
是南丰镇油麻村委会排
沙村村民，因学历不高，
缺乏技术本领，在未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前，
靠种橡胶和水稻等低附
加值的农作物来维持一
家5口人的生计。

2016年上半年，机会来了，南丰镇政府
全面贯彻落实产业扶贫政策。为了打破村民
产业单一的结构，提高村民收入，南丰镇政
府和油麻村委会组织村民到白沙考察学习种
桑养蚕技术，并且免费为村民提供桑苗和蚕
苗。在考察学习中，董远成了解到一张蚕床
精心管理好的话，每月能收获两批蚕茧，足
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董远成心动了。说
干就干，董远成首先贷款3万元建了蚕房，
同时利用自家的田地种植了七亩地的桑叶，
供应一张蚕床蚕的食量。从那以后，董远成
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桑叶地采桑叶，一天三
次精心的喂养蚕蛹，天气多变的季节就守在
蚕房查看蚕蛹是否生病。经过两年的细心管
理，到目前，董远成的桑叶种植面积增加到
了15亩，蚕床增加到了两床，每月有6000

元左右的稳定收入。而且董远成一家早已成
功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

“自从种桑养蚕扶贫项目在村里实施以
后，我学会了养蚕技术，并成功的培育卖出了
蚕茧,现在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很多，能让
孩子们和老母亲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我这个
当父亲和儿子的就觉得非常的高兴，感谢政
府和相关部门，是他们开阔了我的生产思路，
还提供相应的技术，使我种桑养蚕成功，才有
了现在的生活改变。”谈起生活最大的改变，
董远成开心地说。

养蚕成功了，董远成又在谋划扩展新
的产业，种植了1000多株槟榔。他相信，
在政府的引领下，靠着勤劳的双手，自己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脱贫致富的道路会越
走越宽。

穷则思变A 养蚕“摘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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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子芹）日前，由兰
洋镇扶贫办、兰洋镇南罗村委会联合
举办的2019“爱心扶贫大集市”（兰洋
镇第二场）活动在南罗村委会开市，3
家带贫企业带来22种扶贫农副产品
现场展销。活动吸引了该镇政府、各
村（居）委会、驻镇单位和省市定点
帮扶单位等相关单位干部职工争相购
买扶贫农产品，现场成交35176万
元，不仅收获了人气和销量，还大大
提升了带贫企业扶贫农产品的知名
度。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摆放整齐
的农副产品，笑容满面的带贫企业工
作人员，展销台边热心询问的顾客，山
鸡、柚子、龙眼干、土家米、香茶、土蜂
蜜、蛇药酒、土鸡蛋、有机酸菜、七叶葡
萄、七叶葡萄酒、澳洲淡水龙虾、豪猪、
山兰糯米酒等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兰
洋镇爱心扶贫集市在一片热闹、欢快
的叫卖声中拉开序幕。

据介绍，当天共有儋州大皇岭现
代农业产业园、儋州丰盛生态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海南浩钧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3家带贫企业的22种扶贫农副
产品现场展销。

“咱们兰洋七叶葡萄果粒饱满、汁
多味甜，深受消费者喜爱，今天一上市
就被抢购一空。”兰洋镇扶贫办主任李
万奇说，澳洲淡水龙虾和糯米酒也是
非常受欢迎的。

据了解，此次活动营造了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齐心协力、爱心扶贫的良
好氛围，通过干部职工的爱心购买，以
及引导、带动、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购买贫困户农副产品，促进了贫困户
农副产品的就地销售，增强了贫困户
发展产业增收脱贫的信心。

据介绍，今年以来，兰洋镇政府
在大力发展扶贫产业的同时，积极开
展爱心消费扶贫，举办“爱心扶贫大
集市”活动，为带贫企业和贫困户搭
建农产品销售平台，促进贫困户农产
品产销对接，拓宽流通渠道，以消费
扶贫促进贫困群众增收，汇聚全社会
爱心，调动全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
坚。今年7月，该镇在南罗村委会举
办了首场“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销售扶贫农产品总额达7.1万元。在
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近日，该镇
又举办了第二场“爱心扶贫大集市”
活动。

本报讯（记者盘悦华）日前，市
民政局举办社会救助及“两项制度”
有效衔接业务培训班。

培训班要求，学员要利用此次培
训机会加强学习，全面掌握各项社会
救助政策和具体业务操作规程，更新
知识结构，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增强
工作的主动性，提高驾驭本职工作的
能力和素质，并将培训中学到的知识
和技能运用到工作中，为困难群众排
忧解难，更好地完成社会救助和两项
制度衔接工作。

培训中，授课老师就特困供养、
城乡低保及临时救助业务、“两项制
度”有效衔接业务、城乡低收入家庭
政策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为学员普及了社会救助政策和“两项
制度”有效衔接相关知识，有利于学
员更好地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培训为期2天，以授课和讨论的
方式进行。16个镇分管民政工作的
负责人、民政助理及其他民政工作人
员共95人参加培训。

本报讯 （记者牛伟）日前，无限
极携手市委网信办在新州镇赤坎地
小学举办“晚安宝贝”——无限极关
爱儿童健康成长公益活动，为该校贫
困学生生捐献价值4.8万元的水果脆
溶片、固体饮料、成长枕等爱心物资。

赤坎地小学是新州镇最偏远的
学校，共有26名学生，大多数都是贫
困儿童和留守儿童。

在活动过程中，赤坎地小学校长
将一面印有“爱心企业”的锦旗送给无
限极公司表示感谢。无限极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捐助目的是解决偏
远贫困学生的生活用品及关爱学生的
身心健康，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同时也
为新州镇的扶贫工作尽绵薄之力。

本报讯 （记者牛伟）日前，由市农林科学
院、省农业科技110中西部服务中心主办，市科
学技术协会、南丰镇政府承办的“科技送苗下乡
服务”活动在南丰镇陶江村委会举行。活动共为
村民免费发放新品种黄皮树种苗1万株、有机肥
料10吨。

当天上午，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唐真正一行
来到陶江村委会孔准村，为这里的村民免费带来
大成黄皮、鸡心黄皮、白糖黄皮等优质种苗和有机
肥料，并解决村民在种植黄皮过程中存在的疑难
问题。唐真正还向村民们现场演示黄皮苗的定植
操作，传授黄皮苗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等相关
知识，指导他们如何实现产业创优增收。

此外，市农林科学院的农业技术骨干们还深
入到田间地头为村民种植的果树、蔬菜诊断病虫
害，指导村民对症下药、科学施肥，受到了当地民
众的欢迎与肯定。

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唐真正表示，通过此次
“科技送苗下乡服务”活动，希望农民朋友能学习
到新技术，在新品种黄皮苗的种植过程中学会管
护，更好地发展黄皮产业，增加他们的收入。

本报讯（记者李秋欢）为进一步推进扶贫工
作进程，压实工作责任，提高帮扶干部脱贫攻坚
迎检能力和水平，日前，由市扶贫工作办公室主
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承办的“儋州市2019年
第二轮脱贫攻坚业务培训班”开班。

据悉，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特别邀请了市扶
贫办、民政局、医保局、住建局、卫健委、农业农村
局、会计事务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前来授
课。课程内容丰富，实操性强。

培训班强调，扶贫工作要注重动态调整，要
密切注意未脱贫户、返贫户、新致贫户，确保扶贫
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要有争先创优的意识，争取
在扶贫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要充分调动基层
扶贫干部的积极性，扶贫工作要做得有声有色；
要充分利用海南扶贫APP，利用信息化手段，健
全扶贫统计工作，把扶贫信息做到有条不紊、滴
水不漏。

培训班要求，一是提高思想站位，将扶贫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遵守培训纪律，认
真学习，珍惜培训机会；三是做好理论和实操的
转换工作，将培训所学用到实际工作中，重点提
高基层扶贫工作技能水平。

市扶贫办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此次培训彻底
厘清问题，完成“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的工作任
务，迎接全省第二轮扶贫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日前，由市科工信局举
办的实用农业技术扶贫培训班在兰洋镇开班。授
课老师吴桂林分别作了荔枝、百香果、甘蔗等果树
和农作物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方面的培训。兰洋镇
16个村委会的贫困户300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紧紧围绕果树及甘蔗如何高效种
植、科学施肥、科学使用农药、土壤改良、节水灌
溉等内容进行为期一天的培训。举办此次培训
班旨在提升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脱贫的内生动
力，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自我创业意识，培育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通过这次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我学到了
种植优质高效的百香果技术，回去后要好好复习
这次培训的内容，争取用老师教的种植方法种出
高产高效的百香果。”贫困户陈石明对记者说。

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孙小晰表示，该局
今后将继续组织开展这样的培训活动，陆续选聘
农业技术专家奔赴农村一线，为贫困户出点子、
想办法、解难题、办实事，让更多贫困户掌握脱贫
致富的本领。

“爱心扶贫大集市”（兰洋镇第二场）活动开市
现场销售额达35176元

第二轮脱贫攻坚
业务培训班开班

“科技送苗下乡服务”
活动走进南丰镇陶江村
为村民免费发放新品种黄皮树
种苗1万株、有机肥料10吨

市民政局：

举办社会救助及“两项
制度”有效衔接培训班

兰洋镇贫困户300人
参加技术扶贫培训

无限极携手市委网信办：

为新州镇赤坎地
小学学生献爱心

姓名：林富良 年龄：64 岁
所属区域：南丰镇油麻村委会油麻村

家庭情况

微心愿

林富良患有轻微的智力障碍，无
妻无子，和侄子一起生活，是油麻村的特困
户。早年的时候，林富良还能做一些简单的体
力活，现在年龄大了，每个月只能靠政府的低
保救助维持生活。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政府帮盖的，
自己省吃俭用，给新房子添了些简单的家具。
我平常喜欢听新闻，了解一些时事，可是买不
起电视机，希望有一台电视机，旧的就行。

联系电话：19943336951

特困户林富良：

想有一台电视机

（记者丁子芹 实习生王明当 整理）

贫困户微心愿

本报讯 (记者韦斌 实习生王明
当)日前，记者在雅拉农场看到，该农
场的主路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
建设中，拆迁的铲车在技术人员的指
挥下，有序地进行着主路的改造工
作，而附近的居民正积极配合清理铲
车拆迁过后的石块。

雅拉农场主路改造工程的顺利
开工建设，离不开村民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此次主路改造工程涉及到的
22户居民要被拆迁。这些被拆迁户
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为道路建
设无偿让出土地4000平方米。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不同意
拆迁我家的房子，毕竟是我家几十年
的老宅子，可是经过农场干部多次上
门做思想工作，我也想通了，这条路
如果做大做宽起来，最终受益的还是
我们。”雅拉农场被拆迁户罗桂平告

诉记者，此次政府花重金建设雅拉农
场，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个人利益而
阻碍了雅拉的建设，这也会让自己丧
失了更多致富的机会。

为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雅拉
农场此前还组织村民到琼海市博鳌
镇沙美村学习参观，让村民实实在在
看到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路通财通的
沙美村就是雅拉农场的未来的样
子。同时在进入雅拉农场大门的左
边，还摆放着一排雅拉农场依托主路
建成后的效果图。图片上是通畅的
能通行两车道的主街道，主街道的两
边是铺满五彩沥青的人行辅路和种
满各种鲜花的绿化带，居民们走在辅
路上，一边散步一边尽情的欣赏周围
的景色，感受着居住新环境的美好。

“就是要通过这些工作，真正让
村民意识到雅拉主路改造是关系到

全场居民的民生大事，让他们了解主
路改造建设利于全面改善农场的交
通条件、人居环境和整体形象，同时
也更加激活了雅拉农场的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的发展动力。”雅拉农场场
长黄玉开表示。

据介绍，未改造前，雅拉农场的
主路比较窄小，大概3米宽，只能容纳
一辆车通行，会车比较麻烦，造成出
行不方便。而改造后的主路机动车
道将有6米宽，左右两边人行道各宽
1.5米，并铺设沥青，预计12月下旬竣
工，工程总投入800万元。

可以看到，在众人的支持下，随
着雅拉农场的主路改造工程的完成，
基础设施的完善，硬件设施的升级，
为雅拉农场今后的发展，招商引资提
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条件，雅拉农场的
居民也将一同享受随之而来的福利。

舍小家为大家共建致富大道
雅拉农场居民无偿让出土地4000平方米

图为雅拉农场主路改造工程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丁子芹 摄

董远成在给蚕喂食桑叶。 本报记者 韦斌 摄

“爱心扶贫大集市”（兰洋镇第二场）活动开市，干部职工在购买扶贫农产品。 本报记者 丁子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