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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残疾不向命运低头

黎家青年自强谋出路

*

月
-&

日下午
*

点!南岛农场云
育队活动中心前!林志鸿开着刚买不
久的三轮摩托车!风风火火地往场部
去" #我到农场拉喷雾器!半个小时就
回来" $林继鸿骑在摩托上回头大声
地对记者说%#等我回来& $

据南岛农场云育队队长蒲永才
介绍! 云育队是

(&

世纪
)&

年代初
并入南岛农场的一个黎族小山村 "

这个队刚并入农场时很贫困! 每户
人家都住在茅草房里" 现在每户人
家都住上了平顶房! 开上了摩托车"

这样惊人的变化! 不仅因为国家政
策好! 还得归功于林继鸿身残志坚
的奋斗精神" 林继鸿勤劳致富的事
迹让村里人深受感动! 他们自觉以
林继鸿为榜样! 努力创业走勤劳致
富之路"

蒲永才说! 虽然左脚残疾 ! 但
是性格倔强的林继鸿不肯认命" 儿
时就拖着残疾的左腿 ! 捡柴放牛 !

提水做饭! 帮助父母照顾
*

个弟弟"

(&

世纪
)&

年代初! 父亲病逝!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 家庭的重担就
全部压在林继鸿的肩上" 左脚残疾!

林继鸿不能犁田种水稻! 他只能到
富强队当木工" 为了补贴家用! 他
还在家里养鸭当裁缝" 但这些收入
还不足以供弟弟们上学和母亲看病!

林继鸿考虑再三! 又找到了一条赚
钱之路! 他多方借款! 并在南岛农
场的扶持下! 买来十多只羊" 云育
队地处丘陵地带! 树木茂密! 水草
丰茂! 养羊的收入不仅让林继鸿能
维持生活! 还让林继鸿有了积蓄"

荒山上种出 '摇钱树$

残疾人成了村里 !首富"

下午
*

点
*&

分! 记者在蒲永才
的带领下! 来到林继鸿的家中" 这
是一栋水泥平顶房! 日晒雨淋致使
外墙长满青苔"

林继鸿刚从南岛农场场部回到
家中!正利索从三轮摩托车上卸下喷
雾器" '为了防治白粉病!这几天我要
给橡胶树喷硫磺" $林继鸿说!他还指
望着胶水的收入盖楼房呢"

'我能有今天! 和我的性格分不
开"$ 林继鸿笑着说!

-.)/

年! 他向
农场提出承包荒山种植橡胶树时 !

村里不少人笑话他是在瞎胡闹! 他
瘸着脚爬山都难! 怎么能开荒种橡
胶 " 但是他并不在乎别人的说法 !

每天天刚蒙蒙亮! 他就带着
*

个弟
弟上山开荒 " 虽然满山都是荆棘 !

但是他和弟弟们不管是否刮风下雨!

坚持不懈地开荒挖洞" 经过半年的
努力! 他终于开垦出了

01

亩山地 "

在农场的支持下! 林继鸿又带领着
弟弟开垦出

+/

亩山地"

'要是没有农场领导的支持! 我
开垦出山地也没法种橡胶"$ 林继鸿
说!

-.)2

年! 在农场的大力扶持下!

他贷款
-3.

万元 ! 买来橡胶苗和肥
料! 在开垦出的

-&/

亩土地里种上
了橡胶"

种下了橡胶 ! 并不等于有了收
入" 只有加强管理! 橡胶才能快速
成长 " 为了橡胶能快速成长投产 !

林继鸿带领
*

兄弟! 每天从山下挑
水上山浇灌橡胶苗 " '几年下来 !

林继鸿走山路比平常还快"$ 蒲永才
说 ! 林继鸿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

-..0

年! 林继鸿的橡胶树部分投产"

有了收入 林继鸿不仅还清了农场的
贷款! 还盖起了一栋

-(&

多平方米
的钢筋混凝土平顶房" 林继鸿成为
云育队第一个告别茅草房! 住进平
顶房的幸福之人"

橡胶投产并没有让林继鸿满足!

-...

年! 他又带领三个弟弟! 在南
岛农场富财队的荒山上种下一万株
槟榔" '

(&&2

年槟榔的价格低! 让
我的建楼房的想法又得往后推迟"$

林继鸿说!

(&&/

年 '达维$ 台风让
他的橡胶树和槟榔树损失不少! 要
不

(&&/

年他就建起楼房了"

致富不忘提携乡亲

黎村家家盖起平顶房

赚了钱 ! 林继鸿并没有忘了队
里贫困的乡亲" 在担任云育队团委
书记期间! 他经常走家串户! 上门
和乡亲交谈 ! 帮助他们转变观念 !

使他们意识到劳动才能致富 " 他不
但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种植
管理经验传授给乡亲们! 还借款给
有困难的乡亲! 帮助他们渡过创业
难关"

说起林继鸿!村里的年轻人都翘
起大拇指" 林志辉说!林继鸿克服种
种困难开荒种植橡胶槟榔!获得成功
并走上富裕之路!给村里的年轻人起
了一个带头模范作用" 他们不再依赖
农场!依赖国家救济!纷纷开发开垦
荒山荒地" 目前!云育队里的青年人
每人都有了自己的槟榔园!最少的也
有十几亩" 到目前为止!全队职工种
植槟榔面积

+2&

多亩!职工年劳均收
入达一万五千元"

'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农场的扶
持 ! 我们队告别了茅草房 " $ 蒲永
才说! 云育队每户人家都住进了平
顶房! 有些富裕家庭还在筹划着建
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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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路滑" 从橡胶园回家" 一路上我不断滑倒" 连滚带

爬才能回到家#$ 林继鸿说起自己创业的艰辛" 仍然声音洪亮

笑声不断" 像是在讲述旁人的故事#

林继鸿" 今年
!"

岁" 出生在青山绿树环抱之中的南岛农

场云育队#

#

岁时" 他患上小儿麻痹症" 落下了左脚残疾# 虽

然身体残疾" 但他的意志却比普通人坚强# 他带领
$

个弟弟"

种橡胶种槟榔" 艰苦创业" 不仅摆脱了衣食无着的贫困日子"

还第一个在云育队里建起了水泥平顶房" 成为致富榜样#

!

本报记者 郑全策
)

文 刘孙谋
)

图

"

林继鸿和他的槟榔园
"

林继鸿身残志坚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记者 郑
全策)'感谢农垦总局! 感谢帮扶中
心" $今天!垦区

)-

岁的患病退休干
部符鸿蛟说!海南省农垦困难职工帮
扶中心给他送来

+&&&

元爱心帮扶
款!缓解了他家的负担"

据了解!

-.))

年退休后!符鸿蛟
患上严重的肾病*尿毒症"从

(&&0

年
-

月起!他为了治病!每月要花
+&&&

元" 因他只参加了农场医保!一年不
管花多少钱!只限额报销

2&&&

元!家
庭负担极为沉重!欠下不少债务" 农
垦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送来的

+&&&

元
帮扶款!对他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海南农垦工会副主席胡玲说!海

南省农垦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工作职
责有%一是困难救助%基本生活难以
为继的特困职工!主要解决基本温饱
问题+职工家庭因灾害*重大疾病等
造成的临时生活困难给以必要的救
助!缓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二是子
女助学" 三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

四是法律援助" 五是信访接待"

胡玲表示! 农垦帮扶中心运作
*

个月来!已筹措帮扶资金
-(/

万元"农
垦工会将加大采取措施! 积极筹措帮
扶资金% 一是争取尽早纳入全总帮扶
中心管理!保证上级帮扶资金注入+二
是农垦工会每年拨给帮扶中心专项资
金

(&

万元+三是继续争取总局不定期

拨款+四是加快筹集海南农垦慈善会!

拓展资金筹集渠道!整合帮扶中心*储
金会*慈善会的资金使用+五是建立农
场帮扶点的'帮扶资金$"

'为方便职工群众获得救助!我
们计划在海南垦区设置

-(

个帮扶站
和

-(0

个帮扶点" $海南农垦工会维
护部部长蔡又雄说!目前为止!第一
个帮扶站已经在中坤农场设立"

胡玲表示!农垦工会将总结推广
中坤农场工会的经验!在今年力争半
数以上基层工会建立起农场帮扶点
的'困难职工帮扶基金$"困难农垦职
工可拨打热线电话

0).0(*-(

!向海南
农垦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求助"

"123!"4567!"#4568

困难职工可拨打热线0).0(*-(求助

据海南省农垦困难职工帮扶中

心主任韩辉介绍!该帮扶中心救助范

围是垦区辖属的企事业单位中!本人

户口"劳动关系和居住都在本单位的

职工# 救助对象须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一%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特困

职工&二%符合低保条件!但未能享受

低保待遇的困难职工&三%刚过低保

线! 但生活仍比较困难的低保边缘

户&四%遭遇突发变故!家庭成员伤亡

或患重大疾病'尿毒症%癌症%心机梗

塞%脑中风等(!造成生活陷入困境#

符合以上条件的困难职工!须在本单

位进行一周以上的公示!经群众认可

后!由农场帮扶点录入海南农垦困难

职工帮扶系统!经农垦困难职工帮扶

中心审定后统一管理#

申请救助的困难职工须持本人

有效证件$一%基本证件$

!

%职工本人

身份证&

"

%职工所在单位证明'单位

证明内容必须含有$

!

%本人与单位的

劳动关系状况 !如在岗 %下岗 %退休

等&

"

% 本人及家庭成员工资收入情

况&

#

%本人家庭困难状况及造成困难

原因!是否享受)低保*(+ 二"证明要

盖所在单位工会公章+ 如是委托办

理!受委托人要有本人身份证+三"本

人是患重大疾病的困难职工!须持盖

有海口"三亚"那大三大农垦医院诊

断证明专用章的疾病诊断证明书+

(记者 郑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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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白沙
,

月
-,

日电 (记者
吴雅菁 通讯员 杨平昌) 龙江农场
现有橡胶开割面积

)

万亩! 橡胶中
小苗面积

-3*

万亩" 近年来! 该场
根据自身土地匮乏的实际! 充分利
用橡胶中小苗更新土地! 在

-45

龄
的中小苗林下大力发展香蕉种植!

取得了成功" 不仅让职工获取可观
的经济效益! 也促进了橡胶中小苗
的速生快长! 达到了 '企业增效*

职工增收$ 的双赢效果"

该场推广 '胶$* '蕉$ 间种
)

年多的时间来 ! 除了
5112

年因
'蕉癌$ 风波的影响! 基本保本之
外! 职工每年获利均在投入的

*16

以上! 最高时达到了
*

倍多" 按正
常年景计算! 每亩间种香蕉的更新

地可获纯利
5111

元左右! 而今年
香蕉价格较好 ! 预计全场近

/111

亩 '胶$* '蕉$ 间种的林下经济
可获纯利

7111

多万元"

同时! 由于橡胶中小苗和香蕉
都是大水*大肥的经济作物!两者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既减少橡胶行间
锄草的作业量! 又因香蕉常年浇水
施肥而促使胶苗速生快长" 经过龙
江农场工作人员的对比!'胶$*'蕉$

间种的橡胶中小苗年株均增粗达
.

厘米以上! 比不间种或间种其它作
物的小苗林段提前一至两年开割投
产" 该场二十七队

(11(

年定植的
*11

亩间种香蕉的橡胶中小苗林
段 ! 仅

/

年的时间 ! 开割率就达
)16

!年均增粗达
77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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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
曾苗) 为提高垦区青少年学生法律
意识和法律素质! 海南农垦从本月
开始! 将在垦区各学校开展 '法律
进学校$ 活动"

此次活动的内容分别对垦区小
学生* 中学生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学
生! 着重普及 ,道路交通安全法-*

,互联网上网服务服务营业场所管
理条例-* ,海南省禁毒条例- 等

与孩子们学习* 生活相关的法律法
规知识" 各学校将设立兼职法制副
校长接待日! 同时建立一支学生法
制宣传员队伍! 中学及中等专业学
校要在每个班级设立一名学生法制
宣传员"

另外! 省农垦总局有关部门还
将组织开展普法教育图片展等活
动! 让孩子接受全方位的法律知识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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