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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三亚日报官方微信 三亚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

■报名信息：国际联谊会免费
报 名 ，报 名 嘉 宾 需 提 供 姓 名 、电
话、年龄、工作单位、微信号等真
实有效信息，年龄须在 20 岁至 40
岁 之 间 。 主 办 方 将 根 据 报 名 信
息，最终确定参与活动人员。

■报名日期：8 月 24 日截止。
■报名方式：可扫描下方二维

码关注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三
亚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在菜

单栏点击“相亲报名”即可在线报
名（相亲信息里面应包含自我简
介、近期靓照、对象要求、爱情宣
言等。信息不真实、不完善者视
为放弃联谊）。

报名须知

关注“爱在三亚”国际联谊会

●吴宇凡，男，27岁，江西，行政文员。
●爱情宣言：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注定此生结下幸福情缘。

8月29日共赴浪漫之约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8 月 24日，

2020海南自贸港“爱在三亚”国际联谊
会将报名结束。届时，活动主办方将
对嘉宾信息进行审核，并选出优秀嘉
宾于8月29日赴浪漫之约。

据悉，参与活动的嘉宾，都会获得
一份价值 399 元的伴手礼。另有价值
9999 元 的 婚 纱 摄 影 套 餐 、999 元 至
2999 元价值不等的情侣写真、海角之
恋情侣套餐、各大景区的门票免费送。

例如：红色娘子军旅游套餐，每份
价值 520 元；亚特兰蒂斯旅游套餐，每

份价值 899 元；海角之恋情侣套餐，每
份价值 999 元；蜈支洲岛旅游套餐，每
份价值1300元。

2020海南自贸港“爱在三亚”国际
联谊会由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主办，
共青团三亚市天涯区委员会、共青团
三亚市吉阳区委员会、共青团三亚市
海棠区委员会、共青团三亚市崖州区
委员会协办，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承办，
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三亚市旅
游景区协会提供支持。

今天，为大家“剧透”两位嘉宾。

付思洋很喜欢英语，所以她选择成为一名英
语培训老师，让爱好和事业合二为一。“做教育最
大的心得就是要用心——用心做事、诚心做人。”
付思洋说。

“以往的我非常排斥相亲会，觉得就是一场
简单粗暴的仅凭外表就决定一切的联谊会，但
后来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把这当成一次广交好
友的机会，内心也就接受了。”付思洋表示很相
信缘分，一直在等待着属于她的缘分到来，并希
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她说，如一直没有来，也
不愿将就。

她认为三亚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城市，“我
喜欢这里，且计划长居这里。”

付思洋：

一直等待着属于我的缘分

●付思洋，女，30 岁，江西，
自由创业。
●爱情宣言：愿得一心人，白
首不相离。

吴宇凡：

希望她是位性格好的女孩
吴宇凡在三亚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就在三

亚工作，目前在海棠区政务部门从事行政文职工
作。其父母是在海南建省时来三亚的“闯海人”，
因此，他算是三亚本地人。

吴宇凡喜欢画漫画、学日语，还喜欢游泳和打
乒乓球。自称单身的原因是性格质朴，有些内
向，导致爱情迟迟未到他身边。他希望自己的另
一半是一位颜值高、性格好的女孩，愿意和她一
起共赴人生美好未来。

“再过一个月，我的香蕉地里
将有5万斤香蕉上市。”8月 21日，
在天涯区立新村巩固提升户李照
勤家中，他自豪地向记者说道。经
过一个人不断努力扩种，他在自家
坡地里已经种了 1000 棵香蕉树和
600 棵菠萝蜜树，养了 120 多只阉
鸡，种养“版图”越来越大，“保守估
计，今年能赚6万多元”。

贫困缠身却不认命，
埋头发展种养业

深陷贫困却不认命，不仅通过

自己的努力脱掉“贫困帽”，还被选
为三亚市 2018 年度“创业致富脱
贫之星”，李照勤的故事是一部贫
困户改变命运的励志剧。

2008年的一次变故，使得原本

就不富裕的李照勤一家陷入了困

境。时年 65岁的父亲因年老和操

劳过度，患上白内障。为了给父亲

治病，李照勤把家里的积蓄花光，

还欠了一堆外债。父亲的病是治

好了，但耳朵失聪了，李家陷入因

病致贫的循环。

2011年，又有不幸降临。李照

勤家里种植的 12亩槟榔患上了黄

叶病，产量下跌，价格又不理想，收
入抵不过投入。祸不单行，时年66
岁的母亲高秀美也于当年患上了
白内障，一家人彻底陷入贫困的泥
潭。

因父母身患疾病，加之缺乏劳
动力、资金和技术，李照勤一家于
2014 年被列为贫困户。“我才 28
岁，不能认命，一定要改变命运。”
为了摘掉贫困户的帽子，李照勤发
奋了，可生活很快给他开了个玩
笑。2014 年，他辛苦种植的槟榔
树出现大面积死亡，虽然做了很多
努力，但仍未奏效。

“我很伤心，有一段时间找不
到方向。”李照勤说，槟榔树遭遇

“灭顶之灾”，他一时不知道该干什
么好，感觉人生很迷茫。这时，扶
贫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来到他的
家中，和他一起分析发展思路，并
为他筹措发展资金，一家爱心企业
主动资助 2万元，李照勤的种植业
迎来转机。

2016年，李照勤一家利用政府
帮扶的一批肥料、种子和猪苗，在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生态农业
种植和养殖，他因地制宜在自家地
里种植了 200棵米蕉，并利用在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学来的知识，搞起
了瓜菜种植和家禽养殖。生产过
程中，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都会积
极向技术员请教。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帮助下，李
照勤一家于 2016 年底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脱掉“贫困帽”向小
康生活进发

日子好转，不安于现状的李照

勤决定乘胜追击，2017 年他把患
病的 12 亩槟榔树砍掉，改种菠萝

蜜。当年，得知李照勤要种植菠萝

蜜，为解决他的资金不足问题，天

涯区政府还沟通协调一家爱心企

业为他赞助 2万元，让他种上了近

500 棵菠萝蜜，在天涯区政府产业

扶贫政策帮扶的基础上，他又陆续

加种了不少菠萝蜜，现在已经有

600 余棵菠萝蜜。同时，香蕉树也

越种越多，现在已经达到 1000 棵

的规模。

“去年收入3万元，今年保守估

计能达到6万元。”8月 21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李照勤信心满满，他

说，一个月后，果园里将有 5 万斤

香蕉上市，120 只阉鸡年底也将长

成出笼。更令人振奋的是，再过两

年，菠萝蜜产量上来，将带来不菲

的收入。

立新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立新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蒲首豆告

诉记者，李照勤内生动力很强。说

着讲了一个小故事：7 月 26 日上

午，李照勤骑摩托车拉肥料去果

园，因为路滑摔倒，导致脚部受伤，

在医院住了 5天，出院时医生叮嘱

他注意休养，但他根本歇不住。8

月 4 日，三亚市组织消费扶贫大

集市，李照勤让侄子帮忙拉了几百

斤香蕉去卖，习惯亲力亲为的他放

心不下，拄着拐杖就跟去集市上，

精神令人感动。

“唯一的遗憾就是至今还没找

到‘另一半’。”李照勤相信，辛勤的

汗水总会换来幸福的生活，他希望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能

够早点成家立业。

天涯区立新村建档立卡户李照勤：

今年可望年入6万 脱贫盼脱单
本报记者 赵庆山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8月 23日
上午，2020年三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科技活动周在蓝海购物广场正式启
动。活动围绕落实科技人才兴粮兴储
的重点任务，聚焦人才与科技创新，宣
传粮油科技创新成果、优质粮油营养
健康知识，以及疫情防护、物资储备、
能源储备等科普知识。

启动仪式现场，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设置了宣传展示台，提供粮食科技
知识宣传咨询服务，发放爱粮节粮和粮
油科技知识折页、手提袋等主题宣传
品，并组织专业人员通过展板展示、现
场回答等方式，向前来咨询的群众讲解
科学购粮、存粮、烹饪、节粮等知识。

近年来，三亚围绕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切实保障全市粮
食安全。一方面，三亚加快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做好新品种引进、试种及
推广，推广标准化和机械化生产，促进
粮食增产。另一方面，加大监测频率，
完善预警机制，发挥好“第一道防线”
作用。同时，不断完善三亚应急需要
的成品粮储备，抓好市级储备粮轮换
工作，切实做好保障粮食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当前，三亚已建成库容3万
吨的粮食储备库，通过机械通风、环流

熏蒸、粮情测控和谷物冷却等技术实
现科技储粮。

据悉，科技周期间，市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还将号召全市各涉粮单位（企
业）开展优质粮油进校园、进家庭、进
社区、进企业、进军营等活动，进一步
增强全市对粮食和物资储备的认识。

2020年三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

三亚已建成库容3万吨粮食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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