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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全力以赴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收官战全力以赴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收官战

贫困户洛古有伍要当“总经理”了
■ 本报记者 鲁磊 葛仁鑫 董志文 文/图

受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

凉山彝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

四川的“瓶底”，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

区，是“贫中之贫，难中之难，坚中之

坚”。困难群众既是精准扶贫的对象，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只有激发群众

“内在动力”，扶志、扶智，才能从内部

瓦解“最后的堡垒”。

近年来，全省教育战线派出多名

扶贫干部前往凉山，在脱贫攻坚中发

挥“教育智慧”，极大改变了凉山群众

的精神面貌。记者采访时正值全国

两会召开，我们特别邀请全国政协委

员、西昌学院院长贺盛瑜和西南石油

大学派驻凉山州昭觉县三河村驻村

第一书记李凯，通过电话连线“云访

谈”的方式，讲述他们对凉山脱贫攻

坚工作的认知。

《教育导报》：凉山脱贫攻坚被称
为“难中之难”，“难”到底难在哪里？

李凯：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大凉山深处的三河村，与当地

干部群众共商脱贫奔小康之策。他

对彝族乡亲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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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总书记强调的事，指出了凉山

脱贫攻坚工作的“要害”。凉山彝族

是新中国建立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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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一斑。自然、历史和社

会因素相叠加，指向的便是愚昧、落

后和贫困。

2018年，我到凉山州参加脱贫攻

坚工作，见证了凉山州翻天覆地的变

化，凉山州扎实推进“两不愁三保

障”，交通建设日新月异、产业发展稳

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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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时，全村

破旧不堪的土坯房随处可见，不达标

的房子当年有 300 多户。村子产业

结构单一，无主导产业、无村集体经

济，喝水也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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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河

村实际，按照“组团式、微田园，大聚

居、小杂居”的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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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来水利专家，

跋山涉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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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等问题，我们不仅建成了通村柏油

路，还积极争取资金，修建了20.3公

里通组入户道路，打通“主动脉”，畅

通“微循环”，让老百姓出行更加便

捷、安全。同时，我们还积极争取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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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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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些都是横亘在小康之路上的

“拦路虎”。凉山脱贫不仅仅要满足

物质条件的改善，更要指向突破群众

思想上的束缚，在完成“两不愁三保

障”的基础上，多管齐下，为将来持续

脱贫、乡村振兴，打好基础、做好铺垫。

贺盛瑜：我来自高校，非常关注

人才问题。李凯书记讲的持续脱贫

和乡村振兴，我认为关键要靠人才，

要靠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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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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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优秀教师引不进、

用不上、干不好、留不住，这也是凉山

教育发展“卡脖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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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凉山11 个

贫困县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普遍在 50

万元左右，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

平。凉山人才工作与高质量发展要

求还有明显差距，与满足脱贫攻坚、

转型跨越需要还有明显差距。

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在于凉山

州高等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各类人才

严重匮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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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三所学校，从整体上看都存在办学

规模小、条件差，人才培养层次低等

突出问题。三所学校每年为凉山培

养的人才不足 3000 人。而目前全州

农林、旅游、规划建设、环保、电子商

务、工业经济、文化产业等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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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加大对凉山州外对口帮

扶高校签订协议的量化考核，助推凉

山本土高校发展。

《教育导报》：教育在脱贫攻坚中
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请李凯
书记谈一谈，如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
“教育智慧”？

编者按

洛古有伍（右）向李凯介绍自己对养羊合作社的规划

◆◆

（下转2版）

连线全国政协委员和驻村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中的“教育智慧”
■ 本报记者 鲁磊 葛仁鑫 董志文

5月 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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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只羊

放上山坡后，站在羊圈旁边时而比

画、时而沉思。他正谋划着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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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想法来之不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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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他还一脸

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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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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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挥自己教师的“特长”，

对洛古有伍展开了“与众不同”的

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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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便遭遇了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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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羊

的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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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凯没想到，洛古有伍的反应很

激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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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养羊。如

此重视子女教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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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请来农技人员为他进行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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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

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全省教育系统认真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积极

落实脱贫攻坚任务，以不胜不休

的信念、不折不挠的韧性、不破不

立的举措，全力以赴打赢教育脱

贫攻坚收官战。

凉山彝区是全国“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是影响全省乃至

全国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控

制性因素。今年，凉山州将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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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导报》派出了多路记

者，前往这7个贫困县（昭觉、美

姑、金阳、布拖、普格、喜德、越

西），与教育厅督战队员、当地教

育部门相关负责人、高校驻村扶

贫干部等畅谈、交流，观察教育

扶贫工作中的生动实践。今起，本

报推出“全力以赴打赢教育脱贫

攻坚收官战”栏目，见证脱贫攻坚

中的教育力量，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