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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湖南中部偏西南的雪峰山下
的隆回是国家级贫困县。隆回花瑶少
数民族聚居区地处高寒山区，其贫困
状态更为严重。与贫困落后的经济发
展情况不相符的是，该地具有丰富的
物产资源及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名副
其实的“花瑶文化活态博物馆”。其
中又以一批具有千年传承历史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如花瑶挑
花、呜哇山歌、滩头年画等。

在湖南大学定点扶贫领导小组的
部署安排下，设计艺术学院启动了面
向隆回花瑶地区的文创扶贫项目，成

立了“花瑶花”专题项目组。具体如
下：

一是基于当地挑花工艺的文创产
品协同创新。挑花是当地的一种十字
绣工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上当地花瑶女子基本上都能
掌握这门技艺，用来制作自己穿着的
服装 （主要是妇女的筒裙） 及其装
饰，挑花产品不会当做商品售卖。现
代化的进程中，花瑶妇女逐渐放弃了
传统服装，逐渐转向简单时尚的现代
服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挑花
技艺濒临灭绝。在这种背景下，团队

设计师与当地挑花绣娘合作，基于挑
花技艺，设计了挑花相机带、围裙、
发箍发带、枕头、雨衣等符合当代市
场需求的产品。预计 2016 年基于挑
花的文创产品产值可以达到 300 万元
左右，其中挑花织娘的劳务费用约为
100万元，创造50-80个就业岗位。

二是面向当地农产品品牌打造的
设计创新。直接瞄准农产品高端市
场，运用本地的竹编、草编、木雕、
造纸等手工艺，利用当地自然材料

（如竹、稻草、笋壳等），为当地的农
产品及土特产进行包装设计。团队邀

请生物化学等专家组成专业团队，对
隆回各农村的土壤、农产品、土特产
进行品质检测，确定产品标准体系，
最终根据“一村一品”的高品质要求
原则选定了十几种当地农产品和土特
产，如富硒米、金银花、猪血丸子、
腊肉、茶、各种盐菜腌菜泡菜、红薯
粉、玉米饼、雪莲果等。截至 2016
年底销售额预计提升 300 万元，可创
造60-80个就业岗位。

三是面向生态旅游产业品牌打造
的设计创新。隆回地区风景优美、物
产丰富、空气清新，过去长时间与世

隔绝的历史反而造就了该地纯朴的民
风和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
所以该区域非常适合适度发展生态旅
游产业。团队对当地的民居设计、道
路规划等建筑景观设计提出系统的规
划建议。团队设计师与三个村的手工
艺人开展协同设计，完成了竹木智能
产品、竹制包装及木版画三个专题的
初步设计，将筹集资金购置基本生产
设备、完成生产培训工作。本方向可
孵化1-2个村级合作社，组织20个左
右的手工艺人队伍，2016年预计完成
年产值约100万元。

湖南大学：“花瑶花”文化创意产业精准扶贫

部属高校精准扶贫十大典型项目扫描

临沧市位于云南省西南边陲，与
缅甸相接，是昆明通往缅甸仰光的陆
上捷径，被称为“西南丝茶古道”。
长期以来，其受制于各种条件，是一
个集边、山、少、穷为一体的贫困
市。临翔区是临沧市政府所在地，截
至 2015 年底，临翔区仍有三个建档
立卡贫困乡，28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未
能脱贫，农村贫困户数 4464 户，贫
困人口总数达 25034 人，占总人口数
7.8%。

华中科技大学针对当地情况，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开展规划扶贫工

作。
一是全校资源统筹全力以赴，规

划组织架构周密安排。学校依托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专业优势，整合建
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
计等学科资源，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
组成专家组，提出应站在“一带一
路”桥头堡的战略高度，完成规划编
制工作并指导实施。

二是田间地头问民情做访谈，走
门串户拍照片测数据。调研时，既要
跋山涉水踏勘当地地形地貌，又要了
解当地风土人情；既要深入山上田间

看植被和作物，还要入户发问卷、了
解农民的想法；测绘团队还要详细测
量每一栋有历史文化的老建筑尺寸，
以便日后进行修复和保护。

三是无人机航拍摄下全景图，声
像记录仪记下交通流。在对扶贫规划
示范点的考察中，华中科技大学创新
引用新技术对时空环境进行调研，更
全面、精准地了解完整的时空形象和
人文风貌。

四是讲座培训百姓观念脱贫，团
结一心干群合力断金。首先，针对规
划建设及管理部门，开展专题知识讲

座介绍较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并对
临翔区如何加强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工
作提出了指导建议；其次，针对乡镇
村庄群众就当地的重点问题进行专业
知识培训；再次，在斗阁村开设历史
建筑保护相关讲座，让村民更好地了
解历史建筑的隐形价值以及保护历史
建筑的重要性。

五是因地制宜编制特色方案，快
速实施当地群众满意。学校对于本
次扶贫工作的 4 个区域进行详细调
查研究后，因地制宜地量身定做了
特色方案。针对斗阁村历史老建筑

多 ， 提 出 了 保 护 和 修 复 受 损 老 建
筑，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打造特色
旅游地，编制完成 《圈内乡斗阁村
村庄保护规划》；针对杏勒村处于地
震带，着力帮助当地建设农村抗震
安居工程，依据核桃茶树等现有资
源，培育特色种植经济产业，完成

《蚂蚁堆乡杏勒村村庄规划》；蚂蚁堆
乡依托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整合民族
资源，打造临翔北部大型农贸交易市
场，构建茶马新商路，完成 《蚂蚁
堆乡集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蚂蚁
堆乡风貌整治规划》。

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准规划 共建美好家园

镇坪县区位独特，地处陕西最南
端，位于陕渝鄂三省（市）交界处，属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秦巴生物多
样 性 生 态 功 能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6.4%，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
受传统自然经济思维定势影响和缺乏
科技、人才等支撑，长期以来，镇坪县
在中药材资源开发利用上始终没有取
得实质性突破。

中国药科大学落实精准扶贫的相关
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探索

出中药材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是创新扶贫，优势互补，引导学

校学科、人才等多项资源与镇坪丰富
中药材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翔实的
调查研究、扎实细致的工作、严格的工
作程序掌握镇坪的实情，积极发挥学
校人才、学科等智库优势，综合运用实
地查看和数据分析等多种手段，帮助
镇坪准确诊断“病情”，找出致贫原因。

二是协调扶贫，健全机制，打造新
型校（高校）政（政府）扶贫互动新模
式。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学校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手段，不断完善
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扶贫领导工作
机制方面，学校成立定点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经费保障机制方面，每年从学
校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划拨50
万元，立项资助镇坪相关课题研究；优
秀扶贫干部选拔机制方面，党委常委
会研究选派方案，确定扶贫挂职干部
人选；校地互动机制方面，学校党委要
求每一位校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到镇坪
县调研、指导。

三是绿色扶贫，环境共生，建设镇坪

成为美丽县区和生态县区。针对镇坪具
有适宜种植的中药材众多的优势，学校
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协调，支持镇坪编
制“十三五”规划中药材发展项目，帮助
建立镇坪药材产业发展的科研支撑平
台、镇坪地道中药材品牌体系。加强中
药食品、保健品以及其他有机化工等相
关产业，打造出一套循环产业链。

四是开放扶贫，高校搭台，引导企业
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扶贫新模式。学
校在全力投入镇坪精准扶贫工作的同
时，还积极“搭台唱戏”，将自身打造成为

镇坪中药材产业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引导医药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镇坪扶
贫，打造开放式扶贫的新模式。

五是共享扶贫，融合互动，打造高
校精准扶贫的资源共享平台。一方
面，学校成立中国药科大学定点扶贫
专家委员会，科学分析镇坪县中草药
的药用价值及种植前景，研判市场行
情，指导种植技术；另一方面，学校
通过增加招生指标、办培训班、文艺
下乡、慰问贫困户等多种资源共享途
径与镇坪进行融合、互动。

中国药科大学：发挥药学优势 打造“巴山药乡”品牌

清华大学明确了以增强云南省大
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国家贫困县）发
展能力为重点的帮扶工作后，在学校
党委统一领导下，用心发挥科教优
势，用力调动校内外资源，用情凝聚
师生与校友力量，面向南涧县扎实开
展了教育、医疗、产业等多个重点扶
贫项目。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学校
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以清华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为主体，在南涧县开展
了扎实有效的教育扶贫工作。本着

“教育服务社会”的宗旨，采用远程教

育和面授培训等相结合的教育培训方
式，有效提升南涧县领导干部、中小学
教师以及产业人才的素质和理念，进
而助推南涧县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大
规模输出教育资源。清华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 2003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
起教育扶贫工作，以“传播知识，消
除贫困”为宗旨，利用现代远程教育
信息技术，采用远程和面授相结合的
教育扶贫模式，将优质教育培训资源
无偿输送到贫困地区，旨在为贫困地
区搭建“知识扶贫的平台”“整合社

会资源的平台”“多元化人才培养的
平台”。截至2015年12月，清华大学
已在全国老少边穷地区的 1156 个县
级教育机构、2520个乡镇中小学建立
3676 个远程教学站，覆盖了 551 个国
家级贫困县。清华大学每年组织面授
和远程培训、选派清华和境外师生赴
当地开展支教、医疗帮扶等活动，累计
培训贫困地区的干部、中小学师生、医
药卫生人员等逾230万人次。此外，清
华大学已经落实公益资金，计划在
2016年将南涧单向远程教学站升级为
双向交流教学站，实现远程交互功能，

进一步拓展教学站的教学应用。
二是开展“智力帮扶”，提升南涧

领导干部综合素质。要促进南涧当地
经济发展，提升干部综合素质是重要
手段。清华大学利用自身教育培训优
势进行“智力输出”，为南涧县领导干
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送上门”的
培训，有效提升南涧县干部的思想理
念、工作方法、素质能力。此外，借助
清华大学远程课程资源，清华大学教
育扶贫云南南涧教学站针对当地干部
需求，在南涧举办了“群众路线教育专
题培训”“贫困村互助资金操作管理培

训班”“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培
训”“金融扶贫”“创新社会管理”“依法
行政”等多个远程教育专题培训，1500
余名党政干部受益。

三是培训产业人才，助力南涧特
色产业发展。清华大学针对南涧特色
产业人才，借助社会力量，积极邀请产
业专家，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传输新
的产业发展理念，进行产业提升辅导，
并帮助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助力南涧
县特色产业发展。组织专家调研，进
行产业提升辅导；利用社会资源，搭
建招商引资平台。

清华大学：用心发挥科教优势 致力教育帮扶

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
区工作总体方案部署，上海交通大学
定点帮扶云南省洱源县。

此次帮扶范围重点涉及三个领
域，即医疗、教育、科技。三年时间
里,上海交大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扶贫精神，规划和布置“四个专项
基金”，对先心病治疗、职业医师培
训、骨干教师培训等重点项目进行特
色扶贫。

针对洱源医疗技术落后、医疗卫
生人才引得来、留不住，群众看病难等
实际问题，上海交大成立“心基金”专

项基金，用于医疗与卫生帮扶项目，目
前筹资总额达 244 万元。学校充分发
挥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优势，开展“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筛查和救治”等一系
列爱心帮扶活动，目前共救治了28名
患儿，其中来自洱源县茈碧湖镇小南
极村特殊困难家庭，患有主动脉弓离
断、大型室间隔缺损等多种罕见先心
病症的小锋就是接受上海交大治疗的
典型，其治疗费用全部由“心基金”
承担。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针对洱源县
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工作，确立“一个帮

扶指导思想”，通过交流互动、网络连
线、一对一资助等形式帮助洱源县开
展师资培训、资助等活动，设立两个远
程教室、60台电脑，“足不出沪”地为西
部山区孩子传递梦想力量。组织“结
穷亲戚”，邀请洱源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至上海学习。据悉，洱源一中教师李
爱玲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9 名参
训教师在洱源教学实践中获乡级教学
成果奖，4 名教师被评为全县“先进教
育工作者”，2 名教师从一级教师成功
晋升为高级教师，3 名教师在教学之
余，承担起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行政职

责。已有 164 名洱源县医护人员到上
海交大附属医院进修，执业医师培训
班的参训学员报名参加当年全国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的通过率达到66.7%，超
过全国平均通过率 2 倍。洱源县炼铁
中心卫生院李美红经过培训，顺利通
过执业医师考试，结束了洱源县多个
基层卫生院没有执业医师的历史，实
现了多个科室执业医师“零”突破。同
时，“登门帮穷亲”“网上交穷亲”，上海
交大已有 5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挂职干
部、3 批 35 名上海交大研究生支教团
成员到洱源县服务。

上海交大还聚焦区域特色产业，
在当地建立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
院、滇西民族医药协同创新中心等科
技创新平台，形成横向覆盖，东部高层
次人才与西部技术人才纵向对接，共
同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目前，利用所
建平台，已成功申报农业部科研专项、

“滇西边境山区葡萄错季生产技术研
究与示范”等项目，并帮助洱源建立小
牛血清国标品质检测实验室，进一步
实现制约大理州、洱源县农业及相关
产业发展的“问题库”与上海交通大学
的“课题研究素材库”无缝对接。

上海交通大学：思源致远 携手发展

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地处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是国家新阶
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根据国务院
扶贫办、中组部、教育部等 8 部委文件
精神指示，华中农业大学2012年11月
开始参与定点扶贫建始县。

在促进高校与地方优势融合中，
华中农业大学逐步探索出“围绕一个
特色产业，组建一个专家团队，设立一
个攻关项目，支持一个龙头企业，带动
一批专业合作社，助推一方百姓脱贫

致富”的具有农业高校特色的“六个
一”产业精准扶贫模式，具体如下：

主要思路：因地制宜，瞄准有带动
和辐射作用的产业，组建相关应用学
科专家团队，设立产业攻关项目，搭建
专家团队和“靶向产业”之间的联系；
培育产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
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
人口，实现助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
目标。其中，明确“靶向”产业是基础，
组建专家团队是核心，设立产业攻关

项目是保障，支持龙头企业发展是关
键，带动一批专业合作社是有效途径，
助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是目标。

主要做法：深入调研磋商，精准选
择扶贫产业。选取贫困人口覆盖面广
的魔芋、玉米、景阳鸡等11个特色产业
作为主要对象，实施产业精准培植；组
建专家团队，全方位服务产业发展。
围绕 11个“靶向”产业，学校组建 11支
科技服务团队，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和
现场示范；设立攻关项目，提升产业发

展效率；培育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领航
员；组建专业合作社，辐射贫困人口脱
贫致富。学校积极协助建始县组建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龙头
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户”
精准扶贫方式。

实施成效：一是建始县农业产业
化发展态势良好，农民增产增收效益
明显。现已成功促成魔芋、猕猴桃茶
叶等 5 个过亿元产业，景阳鸡等 5 个过
2000万元产业，精准扶贫的 10个产业

新增产值5.62亿元。2014年建始县被
评为湖北省农业发展进位“先进县”。
二是龙头企业渐行渐强，有力支撑“发
展生产脱贫一批”。

华中农业大学下一步将进一步按
照“六个一”产业精准扶贫模式，围绕黄
梅县油铺街村的特色农业资源，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不少于2项；围绕集中连片
贫困地区中的武陵山片区、秦巴山片区、
大别山片区选择若干特色农业产业，实
施产业扶贫。 （下转第七版）

华中农业大学：“六个一”提升产业精准扶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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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扶贫成果

干部教育培训

旅游业规划布局

实地调研考察

调研规划方案

入户问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