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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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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冯坡镇凤尾村驻村第一书记邢增富带着村子“转型”

贫困村蜕变成“小康村”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吴岳文
文/图）从“软弱村”到“样板村”，从“贫
困村”到“小康村”
，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
近年来华丽蜕变。村子“转型”发展的背
后，有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奔波的身
影。他就是原文昌市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
邢增富。

资助贫困户孩子 3 年上学生活费
9 月 8 日，邢增富前去探望贫困户林尤
良。林尤良的儿子林明茂刚迈入大学校
门。2015 年 7 月，邢增富初到冯坡镇凤尾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林尤良是他走访的
第一户贫困户。当他走进一间简陋的房屋
时，墙上一张张学习奖状吸引了他的目
光。邢增富回忆说，当年林明茂考入文昌
中学读高一，他便把林明茂定为重点帮扶
对象，每月资助他 500 元生活费直至高中
毕业。每年以实际上学时间 10 个月计算，
每年资助 5000 元，3 年共计 15000 元。林
明茂今年参加高考，以 682 分的优异成绩
考上了长安大学。
3 年前，邢增富来到凤尾村担任“第
一书记”，他“用脚步丈量民情”，走遍了
16 个自然村，向村干部请教，与广大群众
谈心。凤尾村是冯坡镇占地面积最广、人
口最多的村委会，共有 2600 多人。

邢增富探望贫困户。
3 年多来，邢增富起早摸黑，为村子
跑项目、争资金，不断完善村里的基础设
施。在堆南村，他发现村里 300 多亩农田
干旱，大多数水稻将颗粒无收，农田间一
条长约 1.5 公里的水渠长年失修，无法引
水灌溉。邢增富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
自掏腰包，并发动群众捐款，帮助村民将
水渠加深，解决了农田无水灌溉的困境。

引进合作社 贫困户入股有分红
邢增富经常到村民家拉家常，谁有困
难，他都会拉一把。因他“接地气”，群众
十分信任他，把他当成自家兄弟。

2016 年底，邢增富成功引进了文昌绿
农农业专业合作社建立凤尾村产业帮扶示
范基地，种植地瓜、冬瓜等经济作物，同
时采取“贫困户+合作社+基地”的发展模
式，解决当地贫困户、富余劳动力就业，
逐渐带动集体、农户实现增收。今年 8 月
10 日，凤尾村与文昌绿农农业专业合作社
签订协议，以 30 万元政府拨付的贫困村发
展集体经济资金入股文昌绿农农业专业合
作社，每年以本金的 10%进行分红，壮大
凤尾村的集体经济。
9 月 8 日，邢增富带着记者来到香山村
民小组。“这里 300 多亩地原来是撂荒地，
现在是绿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
站在农田里，邢增富很是自豪，这些撂荒
地如今变废为宝，成功吸纳了 5 户精准扶
贫户入股。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合作社让
香山村民小组的村民每年多了 6 万多元的
土地租金，还有打工机会，且入股贫困户
每年能分到 2000 多元的分红。被合作社吸
纳为固定员工的水堆村民小组贫困户符春
红，每月领到 2900 元的固定工资，顺利脱
贫。

贫困村蜕变成“小康村”
凤栖希望小学是冯坡镇凤尾村委会水
堆村、下淡坡村、蔚山村等几个自然村孩

子上学的学校，因交通不便，孩子们上学
往往要绕行七八公里，路程较远且存在安
全隐患。了解情况后，邢增富与村两委干
部商量研究后，在冯坡镇委镇政府的支持
下，在学校与村庄之间新建了两条乡村道
路，给孩子上学提供了方便。
现在凤尾村不仅修了水泥路，且整治
村容村貌，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提升。
凤尾村成立了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社，邢增
富指导村民种植瓜菜的同时，也帮助村民
销售瓜菜。凤尾村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中，
对 26 户扶贫户实施一户一策政策，如今已
全部脱贫。“今后，凤尾村要依靠发展现代
化农业，建设美丽乡村，让全村人都富起
来。”邢增富充满了信心。
在第一批任期将结束时，村“两委”
干部和 22 个村民小组代表联名写请愿书，
请求文昌市委组织部延长他的驻村任期。
在邢增富的带领下，凤尾村从一个基
础设施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贫困
村蜕变成了一个生活环境优美、百姓安居
乐业的“小康村”。邢增富说：“虽然 3 年
多来风风雨雨，也流了很多汗，但是看到
村里的变化，群众的腰包鼓起来了，苦点
累点也值得，下一步要通过我们特有的优
势，在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共享农庄等
方面打出我们的品牌。”

关注第二届东方
“十大好人”
评选活动
3 岁男童马路上倚
靠货车轮胎熟睡，二三
十米外有小车奔驰而来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姚传伟
通讯员符才丽）“太谢谢了，要不是他及
时出手相助，我的儿子就危险了。”说起
几天前发生的惊魂一幕，符亚劳庆幸儿子
小文 （化名） 遇到了符伟。今年 31 岁的
符伟是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东方分局的一名
工作人员，9 月 6 日下午，符伟从东方市
江边乡白查村帮扶户符亚浪家中出来后，
不惧危险救下了年仅 3 岁的小文。

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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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扶贫干部符伟冲到车轮旁
刚抱起孩子小车就飞驰过

不惧危险 救下路上熟睡男孩
当天符伟在经过白查村主干道时，发
现一个小男孩在马路上靠着停放的货车轮
胎睡着了。“这条水泥路大概 3 米宽，货车
占了 1 米多，孩子伸着腿，依靠在路侧的
轮胎上。”符伟事后回忆，二三十米开外
的地方，一辆小车疾速而来，货车旁的水

泥路还有不到 2 米的空间供小车通行。
符伟没有犹豫，他赶紧冲过去，抱起男
孩跑向安全地带。
“ 我抱着孩子刚跑开，那
辆小车就从我身后开过去了。
”
符伟说。
符伟通过附近居民打听到男孩叫小
文，是村民符亚劳的儿子。当看到孩子平

安无事后，符亚劳激动地拉着符伟的手连
声道谢。
符亚劳告诉记者，儿子小文当天下午
是去买东西的，不知怎么回事，就靠在货
车轮胎上睡着了。“以后我一定会照看好
孩子的。”符亚劳说。

朋友眼中的老好人 贫困户心里的好干部
“他是一个老好人，乐于助人的事在
他身上不足为奇。”说起符伟，他的一位
朋友跟记者如是说。
符伟是东方市八所镇高排村人，在陕
西读大学期间，他曾多次组织同学到西
藏、甘肃等偏远地区支教。此外，他还带
着同学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修剪指甲、
洗脚等。大学毕业后，作为中西部大学生
志愿者，符伟回到了家乡东方，并在东方
市商务局志愿服务 3 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15 年，一位老
同学的双胞胎孩子入院治疗，符伟知道
后，立即拿出 3000 元帮忙。而当时符伟
每月的工资只有 1000 多元。
工作中的符伟认真负责，尤其是扶贫
工作，他牢记作为一名党员的职责和使
命，将贫困户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赢得贫

困户的信赖和支持。2017 年 6 月，海南省
交通规费征稽局东方分局安排符伟到白查
村开展扶贫工作，他在该村共有 3 户帮扶
对象。自入村之日起，符伟就用真心、真
情为贫困户排忧解难，在海南省交通厅、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及所在单位东方分
局的支持下，为自己的帮扶对象解决了芒
果种植管理技术、灌溉设备等难题。如
今，3 户帮扶对象已有 2 户脱贫。
帮扶对象符亚浪虽然有 4 亩多地的芒
果，但早前基本是靠天吃饭，每年的芒果
收入才 1000 多元，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家里境况十分困难。符伟先是从思想动员
入手，每周至少去他家里一趟，跟他们拉
家常，甚至帮着砍柴，下地摘芒果、锄
草，慢慢拉近与符亚浪家里的距离。“好
吃懒做辈辈穷，劳动致富最光荣。”在符

伟的不断“唠叨”下，符亚浪不仅接受了
芒果种植管理技术的培训，农闲时节，夫
妻俩还到外面打散工。
“要不是符伟，我们家现在还是一贫
如洗。除了芒果现在每年的收入较之前翻
了 2 倍，我们夫妻俩去年打工还赚了 1 万
多元。”如今生活变好了，符亚浪感恩符
伟不辞辛劳的帮助和政府的扶贫政策。
“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就我家里之前
的状况，我是不可能上大学的。”从农村走
出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的符伟心
怀感恩，他希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即日起，只要您身边有令您感动的“东
方好人”，他们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您都可以拨打南国都市报东方站新闻热线
18889921115，或 东 方 市 文 明 办 电 话
25508388 进行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