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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周刊
关注区域改革 推动创新发展

记者：凉山彝区是全国脱贫攻
坚主战场之一，是影响四川乃至全
国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控制性
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对凉山脱贫攻
坚高度重视、对彝区群众十分牵
挂。这几年来，凉山发生了哪些变
化？

贺 盛 瑜 ： 在 脱 贫 攻 坚 的 过 程
中，凉山不少边远的村寨我都去
过。过去，彝族群众的生活条件都
非常艰苦。以住房为例，大多数都
是土坯房，低矮、潮湿，通风、采
光都很差，没有客厅、卧房、厨房
的分区，只有人畜混居的一室。席
地而坐、席地而卧是生活的常态。
不少高半山区，一到冬天，溪水封
冻，就会出现人畜饮水困难的问

题。去过凉山的人都为之揪心，我
也一样。

今年 4 月，我到美姑县看望了
结对帮扶的贫困户马卡以子一家，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让我十分安
心。在易地搬迁的安置点里，房间
宽敞明亮，各种基本生活设施和家
具家电一应俱全，可以说是“拎包
入住”。家里的大人可以就近在产业
扶贫项目和社区公益岗位上就业，
两个孩子也可以就近接受良好的教
育，日子越过越好。

马卡以子一家生活的改善就是
凉山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缩影。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五个一批”脱贫
措施的要求，凉山大力推进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截至今年 5 月底，今

年计划摘帽的 7 个贫困县中，大部
分已经完成了住房建设。搬进新
房、住进新家，孩子接受好的教
育，让困难群众持续脱贫致富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李凯：2018 年，我到凉山参加
脱贫攻坚工作，见证了凉山翻天覆
地的变化。凉山扎实推进“两不愁
三保障”，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彝族
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

以三河村为例，过去，“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是村子的真实
写照。村子产业结构单一，无主导
产业，无村集体经济，吃水困难，
村民生活十分艰难。两年来，我们
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和村“一低
七有”目标，规划了 9 个易地搬迁

安置点 152 套住房。为了让群众喝
上放心水，我们在 13 公里外的解放
沟找到了稳定水源，彻底结束了老
百姓从几公里的村外背水吃的历
史。为解决老百姓出行难、农产品
优质难变优价问题，我们建成了通
村柏油路，让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
更加安全。

三河村各村民小组位置分散，
为了保证每一个孩子就近入学，我
们积极争取捐赠资金，在全村规划
建设 4 处幼教点，90 余名儿童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与城镇幼儿园一样的
设施和师资。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
力，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显著改善，贫瘠的小山村正上演着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打通新路、盖好新房、建好新学校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位
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
大的彝族聚居区。受历史和
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这里
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近
年来，四川充分发挥教育在
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中的重要作用，全省教育战
线派出的扶贫干部前赴后
继，在脱贫攻坚中提高群众
的认知水平，改变他们的思
想观念，提升他们的受教育
程度，极大改变了凉山群众
的精神面貌。

今年，凉山将全面完成
最后7个贫困县摘帽、300个
贫困村退出、17.8万贫困群
众脱贫任务。近日，本报记
者来到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
村，与长期扎根在这里的驻
村第一书记、西南石油大学
教师李凯和一直关注凉山的
西昌学院院长贺盛瑜展开了
深度对话，探寻脱贫攻坚中
的“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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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 扶 贫 先 扶 智 ”。 这 几

年，教育在凉山脱贫的过程中发挥
了哪些作用？

李 凯 ： 我 所 在 的 西 南 石 油 大
学，从 2016 年开始向凉山派驻教职
员工参与扶贫工作。在金阳县，我
们的扶贫干部发现，当地不少群众
思想封闭、观念落后，文化素质普
遍较低，“等靠要”思想严重。学校
向贫困户发放的“脱贫鸡”“致富
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被吃掉了。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学校最终
确定了以“借猪还猪，借鸡还鸡”
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养殖帮扶措施。
学校出资购买猪和鸡，借给每个贫
困户一头小母猪、20 只小母鸡进行
养殖，邀请养殖专家对群众开展养
殖技术培训。同时与村集体及贫困

户签订借养三方协议，待租借期满
后，贫困户将等价小猪和小鸡还给
村里，作为村集体经济所有，在养
殖过程中，如果猪和鸡自然死亡，
贫困户不作赔偿。

这项举措通过“借”的方式，
让彝族群众明白了“责任”与“权
利”的新观念，极大激发了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不仅解决了贫困户勤
劳致富问题，还解决了村级集体经
济问题。如今，“借猪还猪，借鸡还
鸡”政策已在凉山普遍推广。

脱贫攻坚，不仅要让群众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更要促使大
家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
村美。

贺盛瑜：西昌学院是凉山唯一
的省属本科院校，一直以来立足凉
山，服务凉山，在脱贫攻坚中，学
院充分激活学校人才、科技、教育
动能，将学校建成服务凉山脱贫奔
小康的“行动基地”和人才培养基
地，为凉山脱贫奔康和永续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人才、科技和产业支撑。

近年来，西昌学院对二级学院
（部） 和专业进行归类调整，确定了
“办学定位的区域性、专业设置的地
方性、培养目标的职业性、教学过
程的实践性”总体思路，让学院更
深度地融入凉山。

学院通过“彝区顶岗支教”“一
村一幼”志愿者支教等措施，助力
教育扶贫。我们在深度贫困县建起
了产业示范基地和“农业科技专家

大院”，开展科技服务、科普宣传，
为凉山特色粮食作物和果蔬产品的
产业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决策咨
询服务，助农增收致富。

我们还开展文化服务和彝区乡
村美化等活动，推进移风易俗和乡
村文明建设，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学院构建了“三层次六结合”禁毒
防艾教育模式，每年组织 2000 名志
愿者深入凉山 17 个县市开展宣传教
育⋯⋯

如今，学院教学科研与凉山社
会经济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走到
凉山的城镇乡村、田间地头，经常
能看见西昌学院教师学生的身影，
他们利用科研和专业优势，传播先
进的理念和技术，让古老的大凉山
充满生机与活力。

“借猪还猪，借鸡还鸡”的智慧

记者：下一步，咱们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后，凉山如何才能巩固好
脱贫成果，从长远看，还需要做哪
些工作？

贺盛瑜：从长远来看，凉山要
实现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关键要
靠人才、靠教育。但受各种因素影
响，凉山教育底子薄，欠账多，是

“短板中的短板”，教育的落后是凉
山最大的落后。

一方面，受多子多福等思想的
影响，凉山早生早育、多生超生的
问题十分突出，凉山教育尤其是基
础教育的“负载”非常大；另一方
面，各个领域都存在人才基础薄
弱、人才质量不高、人才引留困难
等突出问题，具体到教育领域，就

是优秀教师引不来、用不上、干不
好、留不住，这也是凉山教育发展

“卡脖子”的问题。
李凯：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大凉山深处的三河村，走
进困难群众家中，与当地干部群众
共商脱贫奔康之策。他对彝族乡亲
们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
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
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
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习总书记指出了凉山脱贫攻坚
工作的“要害”。凉山彝族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直接从原始社会或奴隶
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的“直过民族”。同时，凉山处
于横断山区核心地带，山高谷深，

交通发展长期滞后，彝族群众生活
环境长期封闭，从昭觉县支尔莫乡
的“悬崖村”就可知一二。

现在，凉山生活条件好了，但
一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仍然存在，
例如婚嫁的高额彩礼、葬礼大操大
办、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不强等，
这些都是横亘在小康之路上的“拦
路虎”。

凉山脱贫之难，难在不仅仅要
让群众从物质贫困中“走出来”，更
要从精神贫困中“站起来”。在完成

“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必须
多管齐下，移风易俗，为将来持续
脱贫、乡村振兴，打好基础、做好
铺垫。

贺盛瑜：李书记说得对。解决

凉山当前的绝对贫困和将来的相对
贫困，从根本上需要加大对凉山高
等教育培养本地人才的支持力度，
破解凉山人才荒问题。凉山本土人
才主要输送高校有西昌学院、西昌
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共 3 所学校，每
年为凉山培养的人才不足 3000 人，
而目前全州相关产业的应用技术人
才尚缺近10万人。

教育是实现凉山振兴的最根本
力量和保证，因此，我建议要多渠
道加强凉山高校定向、订单培养力
度，优先解决一批急需紧缺人才的
培养。进一步加大对凉山高校的资
金倾斜力度，提升高校培养地方人
才的能力。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靠教育3

5 月 26 日上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
三岔河乡三河村淅淅沥沥地下着雨。33 岁
的彝族村民洛古有伍把家里的203只羊放上
山坡后，站在羊圈旁边时而比划、时而沉
思，他正谋划着给羊建一个更宽敞、舒适的
羊圈，他还为自己设计了一间办公室。

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就在 2019 年，洛
古有伍的羊因为羊圈密度过高，病死了 7
只，被踩死了 3 只，直接经济损失近 2 万
元。

“我信得过李书记，是他帮我卸下了思
想上的包袱，鼓励我甩开膀子去致富。”洛
古有伍所说的李书记，是西南石油大学派驻
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了解到洛古有伍遭遇
的困境后，李凯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

回到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三
河村考察调研，在彝家火塘边与当地村民共
话脱贫致富，并鼓励他们“日子一定会越过越
好”。总书记的到来激发了三河村村民干事
创业的热情，养牛、养猪、养鱼、种草药⋯⋯一
时间，三河村脱贫攻坚劲头十足。

建档立卡贫困户洛古有伍也从亲友那里
借来十几只种羊，准备通过养羊致富。在驻
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他的养羊事业越做
越大，到 2019 年底，养殖规模近 200 只，
一跃成为三河村第一养羊大户。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洛古有伍便遭
遇了难题。传统的小农养殖办法，已经承载
不起这么大的养殖量，狭小的土圈滋生细菌
和虫害，大羊踩死小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能不能让洛古有伍牵头成立养羊合作
社？一来可以贷款新修圈舍、扩大养殖规
模，二来还可以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村
民养羊致富。”李凯找到洛古有伍，把自己
心里的想法告诉了他。

没想到，洛古有伍很反对：“我从没贷
过款，要是亏了李书记负责吗？我也不懂得
什么合作社，让其他人来分我的羊？想都别
想！”

李凯并不气馁，他在学校担任过辅导
员，做思想工作是他的特长。他了解到，洛
古有伍家有5个孩子，为了孩子能接受好的
教育、过上好日子，洛古有伍才下定决心养
羊，如此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在彝区并不
多见。

“要让 5 个孩子都能接受好的教育，就
必须要承担责任、承受压力。养羊也是同样
的道理，要承担风险，才能获得更大的收
益。你放心，我们会帮助你，让风险在可控
范围之内！”李凯不厌其烦地上门造访，让
洛古有伍陷入深思。

慢慢地，洛古有伍对李凯敞开了心扉。
李凯顺势帮助洛古有伍联系工商局、银行咨
询注册合作社和贷款事宜，又请来农技人员
对他进行技术指导。最近，洛古有伍递交的
成立合作社申请已经进入审批阶段。

“以后，我不仅是个‘放羊倌’，还是放
羊的总经理，让村里更多人通过放羊过上好
日子！”洛古有伍高兴地说。

洛古有伍有个
“总经理”梦

李凯
凉山州昭觉县三河村

驻村第一书记、西南石油
大学教师

贺盛瑜
西昌学院院长

为什么凉山脱贫攻坚是“难中之
难”？一位在凉山扶贫多年的基层干部
告诉记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下，各方力量集结凉山，各种资源汇聚
凉山，要帮助贫困地区修一条公路、帮困
难群众建好一套房子，都不是太困难的
事，但是要改变群众千百年形成的思想
观念、生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
的，必须久久为功、下足“绣花”的功夫。

四川凉山脱贫攻坚的目标在“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的后面加了两句
话：“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扶贫
与扶志、扶智两手抓，物质脱贫和精神
脱贫同步推进，是四川凉山脱贫攻坚的
一大特点。

在凉山彝区，一个家庭普遍有 4 到
5 个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学生
便难以通过国家通用语言“第一关”，
继而严重影响升学。听不懂上课、难以
融入学校环境成为学生辍学的重要原
因。没文化、不会普通话，更是成为彝
族群众走出大山的羁绊。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重要途
径，基于这样的认识，四川创造性地开
展了“一村一幼”试点，大力推进“学
前学会普通话”，一些区县用“五长”

（家长、校长、县长等） 甚至“九长”
负责制来落实控辍保学任务，努力实现

“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让越来越多
的学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一人成
才，全家脱贫，全域奔康”。

记者曾在凉山彝区一个边远的村小
看到，课间时分，学生们在操场整齐列
队，不是做操，而是学习怎么洗手、洗
脸、洗头、刷牙。老师手把手地给孩子
们打肥皂泡、搓手，有的孩子认真地在
看、在学，也有的可能因为紧张，洗头
时露出了像打预防针一样的表情⋯⋯校
园里传递文明的一幕幕让人动容。

一个驻村扶贫第一书记，为了能让
群众习惯坐板凳，从低到高，不断调整
凳腿的高度，用了一年时间，在锯掉了
无数根板凳腿之后，终于让大家接受了
坐板凳的习惯⋯⋯

在凉山，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
多。在完成“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
四川注重通过“教育智慧”开展移风易
俗，解开群众精神之困，并通过开展感恩
奋进教育，用文化浸润乡风，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引导群众用双手创造幸福
生活，凉山也因此迸发生机、充满希望。

（鲁磊）

知识改变命运 文化浸润乡风

【扶贫故事】

【记者手记】

▲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和村民在一起

▶凉山州昭觉县三河村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