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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福塘村村民种哈密瓜摘贫困帽

瓜越种越甜 路越走越富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王天宇）
“去年 10 月我用 5 万元政府贴息贷款种了 6
亩哈密瓜，丰收后净赚 1.2 万余元。”14 日
傍晚，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福塘村村民陈
人香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脱贫经历。
陈人香的丈夫因病无法劳作，药费加上
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是一笔较大开销。此
前，陈人香靠种地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日常
开支。让她没想到的是，通过政府的贴息贷
款以及“合作社+贫困户”等方式，让她一
举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资 2500 元，一年可以工作六个月，算下来
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贫困户入合作社 领工资分红利

种植大棚哈密瓜助贫困户脱贫
说起佛罗镇福塘村，不得不提到哈密
瓜，村内的田地大部分被用来种植哈密瓜。
记者 14 日下午来到福塘村，由于不是哈密
瓜种植的季节，陈人香恰巧不在村里，而是
外出打零工了。经多方联系，记者在当晚才
见到陈人香。
一提起哈密瓜，陈人香脸上露着幸福的
笑容。“全家 4 口人，由于老公常年因病无
法劳作，为此，靠种地的收入加上政府救济
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作为贫困户的我，
一直想种植哈密瓜，但缺少资金，正在犯愁
时，5 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解决了我的难
题。”陈人香说，当时她承包了 6 亩土地，
搭起了瓜棚，开始种植哈密瓜。
从下苗到卖瓜，也就三个月多的时间，
陈人香就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她高兴地

福塘村大棚内长势良好的哈密瓜。
图片由福塘村委会提供
说，这是她第一年种植哈密瓜，从种植到丰
收，除去借的 5 万元政府贴息贷款，每亩地
能净赚 2000 多元，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不仅如此，陈人香和其他 4 户贫困户到
附近的甜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工，每个月工

福塘村共有 8 个村民小组，共 520 户
2120 人，耕地面积 1628 亩，其中水旱田
908 亩，坡园地 720 亩。缺土地、缺资金等
因素制约了村子经济发展。经过多年发展，
福塘村有了很大的变化。据介绍，该村去年
共有 57 户贫困户，有 36 户脱贫。
是什么原因致使福塘村有了这么大的改
变呢？记者了解到，这离不开哈密瓜的大规
模种植与“哈密瓜村支书”方才和的努力。
上世纪 90 年代，方才和开始种植哈密
瓜，他凭借着对哈密瓜的喜爱，没日没夜地
泡在瓜地里。遇到技术问题，他努力琢磨，
四处寻医问药，于是，他的种植技术得到全
面提高，种植规模也逐步扩大。
13 年前，方才和被选为福塘村委会主
任。得知乡亲们渴望通过种植哈密瓜走上致
富路后，方才和敞开瓜棚大门，欢迎村民到
瓜棚中学习种植技术。他们成立合作社，让
贫困户加入，以入股分红的方式提高收入，
有的还在合作社打工领工资。
渐渐地，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瓜棚在福塘
村的土地上搭建起来，一批批“种植专家”
从方才和的瓜棚中走出来。通过 20 多年的
发 展 ， 福 塘 村 已 发 展 哈 密 瓜 种 植 5000 余
亩，不少村民盖起了洋楼，开上了小汽车。

第 48 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关注保亭
旅游致富路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宏波）第 48 期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将于 17 日晚播出。本期脱
贫致富夜校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在欣赏好山好水的同时，聆听
那里如何通过旅游产业带动群众脱
贫致富的故事。如今的保亭已成功
打造多个精品旅游项目，通过景区
的发展带动周边农户脱贫致富。仅
2016 年，旅游产业就带动贫困户
607 户 2549 人吃上旅游饭，实现
在家门口创业就业脱贫。
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保亭
县政协副主席、旅游委主任林孟地
将围绕“发展旅游产业、助推脱贫
攻坚”的主题为大家介绍保亭旅游
扶贫方面的成功经验，林孟地通过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带动村民
发展；通过打造精品景区，带动周
边农户发展；通过“大区小镇新
村”区域联动，助力脱贫攻坚等方
面，为大家绘制一幅保亭旅游产业
发展蓝图和喜人的发展成果。
保亭在旅游扶贫方面还有另外
一项重要措施：通过大型成熟景区
带动贫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保亭
拥有多座全国 5A 级景区，这些景
区每年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多达
3000 多个。

临高和舍镇头干村村民郭秀梅因病致贫

落实大病医疗救助 她家担子一下子轻了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梁振
文 通讯员 吴孝俊 文/图）“因病致贫的家
庭是最难的，连我们这些扶贫干部都发
愁。”临高县和舍镇布大村委会头干村村
民郭秀梅的帮扶责任人王先生感慨地说。
头干村位于跃进水库旁，村里主要
以橡胶为主要产业。郭秀梅身患冠心
病、高血压、腰间盘突出等疾病，常年
需要吃药治疗，无力进行农活耕作。而
丈夫王泽鹏为了照顾妻子，只能在村里
打零工。每月微博的收入艰难地支撑着
这个家庭。2014 年，郭秀梅被列为贫困
户，精准扶贫的三保障落实到位。如
今，她生病能够吃药治疗，也能住院疗
养，危房改造资金及时到位，新建的楼
房也将完工。
沿着崭新的村道，记者来到郭秀梅
的家。看到有客人到访，郭秀梅停下手
中的活，站起来迎接客人。“我一身病，
如今政策落实到位，我生病再也不用为
医疗费发愁。经过治疗，如今腿脚利
索，能够给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了。”
郭秀梅笑着说，她有冠心病、高血压，
由于长期劳作，腰间盘还凸出，吃药住
院治疗让家庭不堪重负。
病人需要治疗需要营养，孩子需要
吃饭读书。但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只
有几亩橡胶及丈夫王泽鹏天天去割，胶
价低微连人工费都支付不起。因此，除
了割胶、照顾妻子，王泽鹏还要在附近
打零工补贴家用，可每月不到 1000 元，
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个家庭。还好家里老
父母还养了两头母猪，还要几只鸡鸭补

贴一下，可即使如此，全家日子也过得
紧巴巴。
2014 年，郭秀梅被列为贫困户，各
项政策也及时到位，给这个家庭注入了
活力。冠心病是慢性病，需长期服药。
“如果在县医院治疗，住院能报 70%多，
如果去省里的三甲医院，住院只能报
50%多。”郭秀梅说，2016 年底及今年年
初，她因病住院两次，总共花了 8000 元
左右，经过报销，她没花多少钱就把病
情控制住了。
在郭秀梅住的瓦房前，一栋百余平
方米的平楼正在紧张施工中。“政府危房
改造资金 6.5 万元，向亲戚朋友借点。再
过一两个月就能入住了。”郭秀梅高兴地
说，家里共有 9 个人，全家只能挤住在
30 多平方米的瓦房中。有了危房改造资
金的帮助，她建起了百余平方米的平
楼，现在主体已基本完工，只要简单装
修就可入住。“三室一厅，我们全家人再
也不用男女不分挤住在一起了。”
政府精准扶贫各项政策的落实，郭
秀梅肩上的担子一下子轻了不少。“两个
儿子上学如今学费全免，还有补贴。”郭
秀梅说，三个女儿也外出打工，家里状
况正在一天天地好转。
今年，镇里还提供产业扶贫资金，
按照规定他们家可领到 7200 元。“我们
将钱全部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养猪，年
底就能参与分红。”看着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郭秀梅信心十足地说。等她身体
好转，就和丈夫一起打零工、做农活，
相信家里的日子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为了节约人工费，郭秀梅和丈夫王泽鹏在清理新房建筑垃圾。

欢迎报读海南省交通学校

公办省级重点中专学校 海南省十佳中职学校 全国交通职业教育先进学校（学校代码2115）
开设专业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土建工程检测（监理方向）、工
程造价、
建筑装饰、
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房屋水电
安装与维修方向）、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计算机应用、
机电技术应用、
计
算机平面设计、会计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近十年来，
毕业生就业率均达98%以上。
大学直通车 学校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南科
技职业学院合作，分别开设“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和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实行中高职衔接“3+2”分段培
养，
完成中高职学习任务，
获取大专毕业证书。
报读指南 1 报名条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
生及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 2 报名方式：即日起直
接到学校综合楼招就办307房登记报名注册（也可网

0898-68625853 0898-68682965

招生电话：

学校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13号

上预先报名，
后到校缴费注册）。 3 收费标准：住宿
费 300 元/学期，课本费和作业本费共 300 元/学
期。4 优惠政策：①所有学生全免学费（符合国家
规定的贫困生，享受国家资助 2000 元/人/年；②有
低保证可申请免住宿费；③学业优秀者，可获奖学
金 2000 元/人/年；④新生 8 月 26 日前报名缴费者
赠送军训服,免一学期住宿费；⑤今年中考成绩总
分 250 分以上免一学期住宿费，300 分以上免两个
学期住宿费，400 分以上免三个学期住宿费，500 分
以上全免住宿费。 5 新生开学时间：8 月 25日、
26
日报到，
届时学校派车在海口汽车西站、
南站及东环铁
路海口东站接新生到校（亦可自行到校）。
乘海口市 7 路、17 路、22 路、23 路、24
6 乘车指南：
路、26 路、36 路、66 路、74 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15338995593（王老师） 13876094094（邢老师）
15120909601（符老师） 15008080494（王老师）

学校网址：http://www.hnpc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