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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助力扶贫攻坚 托起大山中的新希望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棠湖中学精准扶贫助力凉山州木里县教育腾飞工作纪实

“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全国教育大会为新时代教育
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必须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而向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和困难群体实施教育精准脱贫，是促进教育公平、打好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5 年多来，棠湖中学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一直心系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主动与
木里中学结成精准扶贫对子。从棠湖中学到木里中学，从繁华的成都市区到偏远的凉山州
木里县，要持续不断地更换各种交通工具，走整整两天的路。路上的艰难险阻也意味着教
育扶贫的路并不平坦，但棠湖中学却一步一个脚印坚持、用心用情去付出，在时光不语间默
默守候，为木里中学送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送去了冉冉升起的希望⋯⋯通过向木里中学
输送资源、输送理念、输送师资队伍，棠湖中学践行着一所省一级示范性学校新时代的责
任与担当，用实干精神不断推进现代化教育均衡发展，助力凉山深处的脱贫攻坚。

从有名的“差校”到凉山教育新
星，一份牵挂引发木里中学巨变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通过棠湖中学的无
偿帮扶和支持，木里中学旧貌换新颜。校园安
全了，稳定了；班风、学风、教风、校风明显
转好了；特别是高考成绩从 2015 年本科硬上
线 仅 7 人 攀 升 到 2016 年 硬 上 本 科 线 42 人 ，
2017 年硬上本科线 58 人,2018 年硬上本科线 81
人。学校升学率持续提升，这飞速的发展，让
木里中学俨然成了凉山州的教育新星。也许，
这些成绩放在大城市的普通高中看来实在是微
不足道，但你若是了解木里中学的过去，你就
会明白，什么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亲身经历
过这巨变的木里中学校长黄河，谈起这 5 年的
变化，语气里掩饰不住激动。

黄河是在 2013 年 11 月赴木里中学担任学
校常务副校长一职的，来木里中学之前，他只是
听说这所学校很差，但到底差到什么程度，身临
其中、切身体会后才发现，“学校底子太薄弱了”。

作为木里县仅有的一所高中，木里中学建
校近 60 年，占地面积 90 余亩、教职工 200 多
人、教学班 60 余个、在校学生 3000 余人，俨
然一个大校。但由于地处贫困山区，木里中学
仅有教学楼、实验楼、食堂等基本配套，网络
建设非常滞后，没有官方网站和信息发布平
台，没有校内教学、教研、备课资源共享平
台，没有办公系统，教师还在用很原始的教学
手段授课。当地政府部门一直在不遗余力为木
里中学改善教学环境提供支持，但由于整个县
的长期投入不足，学校教学环境的改善程度始
终无法满足师生的学习生活需求。

学生入学人数曾经长期徘徊在低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近 10 年时间，高一入学招不满 40
人，学校一度面临被取消办学资格的窘境。由
于木里县人口居住分散，学校点多面广，基础
教育质量相对较差，成绩好的学生基本到外地
就读，在木里中学就读的学生 80%基础和行为
习惯较差，几乎没有学生愿意读高中，学校高
考本科升学人数一直在个位数上徘徊，很难突
破两位数。

师资一直是制约木里中学发展的难题。虽
说是县内仅有的一所高完中，可本地的教师都
不愿意留下，很长一段时间，木里中学俨然就
是教师职业中转站，一批一批的教师来了又走
了，留下来的教师中很多人也不是一心教学，
消极的工作状态成了普遍现象。

除了学校基础条件差，学校校风、学风、
教风也是堪忧。干部教师不服管，学生上课睡
觉，学校管理混乱无序，甚至还出现治安案
件。这里一潭死水，管理和教学流于形式，高
考本科上线学生人数总在个位数徘徊，教师困
惑，学生无助，社会失望。

作为木里县仅有的一所高中和完全中学，
是 14 万各族群众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改变命
运的希望所在，是政府部门希望借助教育脱掉
贫困帽子的重要阵地，可木里中学却始终徘徊
在教育的低谷。

黄河校长一度揣测，把自己推到木里中学
这个火山口的“始作俑者”——四川棠湖中学
校长刘凯，到底是好意还是“别有用心”？

按照棠湖中学校长刘凯的本意，向木里藏
族自治县县政府部门推荐黄河担任校长，实在
是出于“沉疴重疾须用猛药”的考虑。作为土生
土长的木里人，刘凯校长已是教育界的行家里
手，可家乡教育的落后现状、母校木里中学的混
乱局面，让他一直心怀忧虑和牵挂。他总想着
有一天，能为木里教育的振兴做点什么、为家乡
木里的脱贫做些什么。2013 年，新一届县政府

部门决心振兴木里教育、整顿木里中学，当刘凯
校长得知消息后，欣喜万分，第一时间向木里县
政府部门表态，愿意带领棠湖中学助力振兴木
里教育，刘凯校长的支持与县政府部门的决策
十分默契，成为木里教育改革的助推器。

为了坚定不移推行改革，让木里中学走上
脱胎换骨的变革之路，在刘凯的建议下，县政
府部门任命县教育部门领导兼任木里中学校长
和常务副校长，以高标准人事安排实施改革、
高起点促进发展。在刘凯校长的统筹下，棠湖
中学为常务副校长黄河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专
门培训，为木里中学培养出一名能打硬仗、能
打胜仗的校长。

从 2013 年 5 月到 2013 年 7 月，黄河在棠湖
中学挂职，学习棠湖中学各方面的管理。在学
习期间，棠湖中学给予黄河无微不至的关怀，
为其提供了无障碍学习条件，进行了多角度、
全方位的培训指导，并将各种资源毫无保留传
授给挂职校长，让校长黄河学有所获、取得真
经。同时，在黄河挂职期间，刘凯校长也在百
忙中抽空指导黄河校长，将平生所学、将自己
手中资源分享给他，为他今后当好木里中学校
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突破困难扫清障碍发端，改革
“两年黑暗期”这样走过

有了县教育部门领导坐镇木里中学，有了
从棠湖中学取来的“真经”，木里中学的教育
改革被县内外寄予厚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木里中学教育的改
革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

由于各种矛盾凸显、问题错综复杂，木里
中学的改革开始就显现出了一筹莫展、无从下
手的局面，时任校长胡启华和常务副校长黄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几
乎想要放弃改革。

在这紧要关头，刘凯校长带领棠湖中学教
学能手，邀请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
到木里中学调研，把脉木里中学管理和教育教
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时学校实际提出
了统筹全局、分步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方
针。首先是整顿木里中学秩序，保证广大师生
都能安全安心工作学习，要求在木里中学开展
仪容仪表规范、违禁物品清缴专项整治工作,
遏制打架斗殴事件，彻底整顿校风。改革期
间，刘凯校长多次联系木里中学领导，实时了
解新情况，适时提出改革措施建议。2013 年至
2014 年木里中学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整顿校园秩
序，校风明显转变。

随着 2013 年至 2014 年校园秩序整顿取得
成效，学生纪律方面的问题基本解决，学生守
规矩了，但如何抓好教学管理，如何解决教师
履职尽责问题、教师出工不出力问题，干部、
教师推诿扯皮、畏难、不团结、不作为等问
题，成为木里中学下一步改革重点解决的问
题。在这种关键时刻，2014 年 7 月，刘凯校长
率领棠湖中学九大学科教学名师，再次来到木
里中学，与木里中学领导班子进行座谈，全面
细致地了解学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矛
盾，并将当时学校改革存在的困难和处境向县
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全面汇报。刘凯校长指出，
木里中学改革要取得进展，必须有县政府部门
强力支持，否则改革可能夭折，建议县主要领
导到木里中学听取学校工作汇报，与部分教师
座谈，就木里中学改革的紧迫性、必然性作动
员讲话，严格落实校长负责制，责成木里中学
必须实施全面改革。根据刘凯校长建议，2014
年 7 月 16 日，刘凯校长陪同木里县领导到木里
中学开展改革动员讲话，听取教师的想法，并

就木里提出的问题给予了一一答复。刘凯校长
语重心长，对木里中学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
进行了严谨详尽的阐述，此次会议使木里中学
领导班子和全体教师增强了信心、统一了思
想、形成了共识，会议及时扭转了改革方向，
被称为木里中学改革史上的“遵义会议”。

2014 年 8 月，按照县政府部门及刘凯校长
改革动员讲话精神，木里中学以壮士断腕、背水
一战的气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实施了
全面改革，根据学校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严格实施按制度管人、管事，基本实
现了扁平化管理，全校干部教师的责任心、事业
心明显增强，履职尽责水平不断提高，全校师生
的精面貌明显转变，班风、学风、教风、校风明显
转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14 年，木里中学改革取得成功，见到了
预期成效，走上了规范化发展轨道，初步解决
了认真做的问题。但如何使学校管理向内涵、
向核心工作推进，迅速解决教学质量低劣的问
题又摆在了学校管理层面前，这是制约木里中
学发展的重要瓶颈，这也是刘凯校长一直担忧
和思考的问题。为促进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刘
凯校长专门请棠湖中学何群等 6 位 70 多岁高龄
的督学到木里中学为学校的管理、教学把脉问
诊，督学们连续 5 年深入木里中学督导，不畏
高寒酷暑，不畏山高路远，工作兢兢业业，用
情用心对木里中学的管理、教学进行了全面的
指导，并就木里中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
案，为木里中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多措并举开启新时代新征程

棠湖中学在双流区教育部门的统筹安排和
刘凯校长的带领下，用自己宝贵的办学经验和
丰富的教学资源助力了木里中学教育教学改革
的一次又一次跨越。棠湖中学一以贯之持续推
动对木里中学的帮扶，坚持用教育扶贫助力民
族地区发展繁荣。总的看来，棠湖中学对木里
中学的帮扶工作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 开放性地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
双方互派教师及管理人员进行交流合作。

棠湖中学派专家到木里中学进行督导、讲座、
培训和结对，对木里中学教师进行指导，更新
其教师的理念、方法，木里中学的领导、教师
分期分批到棠湖中学蹲点学习培训。

为解决好木里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广大
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方法落后的问题，有效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2015 年暑假，刘凯校长派出棠
湖中学学导处朱元根主任及九大学科教学专家
到木里开展帮扶工作，九大学科教师广泛调研
木里中学教师、学生的基本情况，通过听、
评、讲、交流座谈等方式对教研教学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指导。为更好地建立帮扶关系、实现
无障碍沟通指导，木里中学九大学科老师分别
拜棠湖中学九大学科教师为师傅，实行具体到
人的结对帮扶。木里县教育部门聘请朱元根主
任为木里中学学导处名誉主任，九大学科教师
为木里中学名誉教研组长。为更好地帮扶木里
中学，让木里中学能享受到更先进的资源，让
广大教师及时更新新的理念和方法，棠湖中学
要求木里中学充分利用寒暑假、彝族年等空余
时间，组织学校干部、骨干教师到棠湖中学跟岗
学习，棠湖中学为木里中学量身制定培训学习
方案，并给予周全的无偿帮扶。5 年来，木里中
学共派出近 500 余人次到棠湖中学培训学习，
木里中学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方法得到
及时更新，质量意识、效率意识、过手意识、讲练
意识明显增强，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二） 创造性地嫁接“选课走班”模式
全国新高考改革正在逐步深化推广，新高

考必然催生“选课走班”。棠湖中学 2016 年就
开始实践“选课走班”，并因为成效显著而闻
名省内外教育界。

棠湖中学乐意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木
里中学，因为这对于一所地处偏远、落后山区
的学校来说，也许是一个快速脱掉落后帽子、
弯道超车的宝贵机会。

2016 年 11 月，棠湖中学邀请木里中学领
导班子成员和部分教师到学校全面了解“选课
走班”的来龙去脉。学习结束后，棠湖中学又
专门腾出半个月时间让木里中学的领导和老师

深入学习“选课走班”的具体操作流程。2016
年底，木里中学再次组织部分教师到棠湖中学
学习，由刘凯校长、朱元根主任亲自解答“选
课走班”筹备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棠湖中学无私的帮助给了木里中学推进

“选课走班”改革极大的信心。2017 年寒假，
木里中学派拟推行“选课走班”改革的年级主任
赵建超老师到棠湖中学，直接请教学导处主任
朱元根，向他进一步了解“选课走班”教学中的
细节问题，朱主任毫无保留地将棠湖中学“选课
走班”的资料传递给木里中学老师，并向赵建超
老师介绍了选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处理方
法。赵建超老师返校后，结合木里中学实际初
步拟定出学校实施“选课走班”的方案。

2017 年 2 月，木里中学高 2016 级正式启动
“选课走班”。改革初期一个月内，学校遭遇了

一些闹心的问题：譬如学生出现上高考学科的
文化课逃课，跑到球场混进上体育课的班级上
体育课；走班的自习课，没有教师，课堂纪律混
乱，学生打闹现象严重；由于一个教师上多个班
的晚自习，没有教师的班级课堂纪律无法保证；
年级上学生自主管理办法与学校德育处的管理
方案发生冲突等。面对这些问题，木里中学领
导教师及时请教棠湖中学，棠湖中学特派朱元
根主任到木里中学指导具体解决办法。

有棠湖中学一路指导、一路扶持，木里中
学的“选课走班”推行得比预期中更顺利，成
效更喜人。“推行‘选课走班’后，课堂秩序
明显好转了，学生逃课、上课睡觉现象大大扭
转，学生自习的时间多了，晚自习到办公室主
动请教问题人数明显增加，学习更加自觉，同
学关系更加融洽，学习氛围明显变好了。”木
里中学高 2016 级老师说。

“现在的课堂，老师授课更有针对性，我
感觉学习效率提高了，比以前更有获得感，自
信心明显增强了。”木里中学“选课走班”中
的学生说。

“选课走班后，由于问题不断出现，促进
了管理人员不断思考，在处理问题过程中管理
能力不断提升，创新思想不断增强，常规管理
更加规范，管理由严管向重育过渡。这对我们
的干部教师来说，是非常好的提升机会。”木
里中学黄河校长说。

当然，更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实行“选课
走班”后，学生成绩明显提高，大多数学科排
在凉山州中上水平，其中文科数学还进入凉山
州前 3 名，理科英语、物理、文科政治进入凉
山州前 5 名。这些喜人的成绩，在以往的木里
中学是无人敢想的。

（三） 传授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
除了分享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学模式，棠

湖中学还向木里中学传授学校各部门的组织架
构和各项管理细则，木里中学可无障碍学习棠
湖中学各项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经验，尤其是
教师考核经验和学生管理、社团活动经验等。

棠湖中学慷慨解囊，既送去先进的教育方
法、教学经验，同时也鼓励学校师生建立信心
和斗志。“扶智”容易“扶志”难，棠湖中学
刚去木里搞扶贫的时候，木里当地的教师总是

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棠湖中学天天往咱们学校
跑，唠唠叨叨，真是多管闲事！”“估计就是搞
搞形式主义！”学校老师和部分干部并不看好这
个教育扶贫。

棠湖中学学导处主任朱元根说，曾经木里
中学有一位年轻老师去县里理发，当时就有人
嘲笑说，“你们木里中学这么差，做老师的干
脆剃光头算了。”当老师把这事告诉朱元根主
任时，朱主任心里很受触动，结合这个问题，
他给木里中学的老师作了一场关于教师尊严和
责任心的讲座。他推心置腹地说，想要有尊
严，就要靠责任，靠行之有效的付出，当教师
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凑合。

除了用语言说服教师，棠湖中学还用有责
任、肯付出的行动，言传身教让木里中学信
服。朱元根主任说：“每次去木里，对我们来
说都是体力和脑力的挑战。要赶两天的路，到
了当地已经是下午两点多，安顿好住宿,下午
五点就奔赴木里中学,召开准备会,与学校领导
班子沟通木中的改革问题，常常忙到晚上 8
点，我们又马上到学校跟老师和学生面对面沟
通，等把所有事情处理完，晚上 9 点多，才能
吃上晚饭。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
做这项工作的。”

从“扶智”到“扶志”，棠湖中学对木里中学
的教育扶贫，扶到了刀刃上，扶出了真变化。

2018 年木里中学高考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2018 年本科硬上线 81 人，其中重本 8 人，加上
艺体本科硬上线 27 人，本科共硬上线 108 人，
上线率达 20%。这极大地鼓舞了木里中学师生
的士气，增强了全县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木
里中学的信心，为木里中学广大师生坚定改革
的信心和方向打了一剂强心针。

从“一团火”到“满天星”，教育
扶贫更需共识与共为

木里藏族自治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藏族自
治县之一，是全国稳定和谐的藏区县。而木里的
教育也在这几年的精准扶贫后，慢慢摆脱落后混
乱，呈现出稳步上升、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今年 4 月，四川省教科院院长刘涛、副院
长董洪丹心系藏区，情系木里，专程带领省教
科院九大学科专家亲赴木里中学指导教学，并
考察木里中学在经过棠湖中学精准扶贫后所发
生的变化。考察过程中，这场精准扶贫的亲历
者们回首木里教育翻天覆地的变化，唏嘘不
已，甚至感动落泪。

现任木里县分管教育负责人谈起曾在木里
中学当校长的那几年，他的眼眶有些湿润，“我
们经历了绝望，也经历了希望与重生。今天木
里教育的重振，离不开木里多年的卧薪尝胆，离
不开四川省教科院、棠湖中学的殷殷关怀。”

四川省教科院刘涛院长道出了此行的感
慨：“这是我亲自带队，第二次走进木里中学
进行全学科指导。木里中学是四川省仅有的一
所被如此重视的学校，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
表示对偏远山区教育扶贫的决心和力度，另一
方面，也希望把棠湖中学教育扶贫的成功经验
复制推广出去，造福更多落后地区。”

如果把棠湖中学以教育扶贫助力木里中学
发展的善举比作是一团火，那么社会各界共同
努力携手扶贫的共识与共为就是照亮贫困与黑
暗的满天星。现在的木里，吸引了香港城市大
学副校长薛泉、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电子科
技大学校友会等专家和团队先后到木里中学开
展帮扶活动，并实施了双师培训等各级各类培
训项目，广大师生受益匪浅。

所有的扶贫，最根子上的还是教育扶贫，
如何把教育扶贫做实，如何发动更多的力量来
关注教育扶贫，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的责任，
更是全社会应有的共同关注。

我们相信，当教育扶贫成为一种人人自觉
的行动，那么，这个世界，那些曾经被遗忘角
落的渴望知识的孩子，也将插上起飞的翅膀，
有机会去追逐有梦想、有希望的人生。

（于金秋 任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