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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匠”带领贫困村种出“摇钱树”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何文鑫 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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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最近下雨了，土壤湿润松软，正

是栽辣椒苗的时候，前两天看你们没

来栽，我都替你们着急。”5月 26日，

黎文权领着记者前往越西县五里箐

乡斯拉村采访，在介绍村里的花椒种

植产业园时，正碰上村民种植辣椒

苗。这位驻村第一书记近日来的担

忧，终于消解了。

斯拉村是一个二半山区的彝族

村，以前村里道路不通，也没有产业，

贫穷落后。近几年来，村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3000 米的入组路和

2100米入户路，平整干净；村民告别

土坯房住进了新修的平房，有了宽敞

的院落和厨卫；210亩的花椒种植产

业园更是让这个彝族村抬起了头，有

底气向贫困挥手告别。……这些改变

中，都有黎文权的身影。

从“心里茫然”到“啃下硬
骨头”

黎文权是德阳市旌阳区西街小

学数学教师。2018年，他主动请缨来

到凉山州参与驻村帮扶，现在是斯拉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两年前，分配驻村的情形黎文

权还历历在目。2018年 6月 29日，他

所在的驻村帮扶工作队接受统一培

训后，便火速赶往凉山州。6 月 30
日，到达越西县后，各市州帮扶队员

在县委组织部集合、报到。“当时，念

到谁去哪个村马上就要前往，我听

到自己去古木村，感觉就像新兵入

伍分连队一样。”他说。

2018年 7月 1日，三天前还是城

区教师的黎文权，挑起了越西县五里

箐乡古木村“四治”专员的担子。他深

知扶贫一线的艰苦，早就做好了撸起

袖子大干一场的准备，可一到“战

场”，还是慌了神，“心里一片茫然，不

知从何处下手。”

黎文权很快调整心态，决定挨家

挨户调研，把工作做细做实。2019年

3月 26日，因“四治”工作成绩突出，

黎文权被调到五里箐乡斯拉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工作上的进步让他

“心里有了底”，可他那时并不知道，

斯拉村的工作不简单。

2019年4月一天清晨，山下的水

电站传来消息：村民因为停电在“闹

事”！黎文权没等把手头的工作做完，

就赶紧前往平息事端。原来，水电站

拉闸导致全村停电是因为村里电网

没有纳入农网改造计划，“水电站算

了笔账，按当时供给村里的电价，每

年损失约20万元。”

摆在黎文权面前的难题不小：停

电事大，关系 235户 887位村民生产

生活；可水电站也不退让。“双方僵持

如果导致矛盾恶化，可就严重了。”黎

文权心里清楚，要解决好这件事必须

做好双方的工作。

黎文权一方面利用“四治”专员

积累下来的群众工作经验，让全村认

识到农网改造“电价贵点儿，但更安

全、用着省心”；另一方面，他在水电

站和电力局之间“跑了无数次”，又找

扶贫移民局协调，积极沟通，争取把

村里电网纳入农村电网改造。黎文权

细致的工作说服了村民，村里的电网

得到升级改造，电价之争平息，水电

站也平衡了收支，矛盾转换成了双

赢。黎文权也“啃”下了担任第一书记

后的第一个“硬骨头”。

花椒种植示范园丰收期
年产值可达300万元
刚到斯拉村当第一书记时，面对

村账户中的产业扶贫资金，黎文权犯

过愁——一个没搞过产业的“教书

匠”，无处下手。他告诉自己：“扶贫要

真扶贫。”全村要想脱贫，外出务工只

是青壮年的一条路，发展产业才能惠

及全村，让村民有可持续性的收入。

烟叶是越西县的支柱产业，斯拉

村的村民和当地大多数人一样，将土

地承包给了外地种植烟草的企业。烟

草利润高，可每亩价值数千元的收

成，村民收到口袋里的只有每年每亩

400元的土地流转费，太低了。

2019年，村承包土地合同到期，

让黎文权嗅到“商机”，一百余亩的土

地即将“解封”，他决定搞花椒产业。

可当地村干部对打造产业园“有

顾虑”。看得见的土地承包收入和黎

文权描绘的产业收入，两相对比，自

然是前者更让人安心。为了让村干部

和村民明白土地的价值，看到盛果期

的实惠，黎文权决定外出考察寻找好

种苗。

去年 4月开始，黎文权辗转多地

考察，最终从甘肃引种了一款品质

好、抗病性强、易采摘、丰收期可达

30 年以上的优质花椒苗木品种，其

产量是当地品种的 1.6倍。他还和供

苗方谈好，配备专业人员给予村里技

术支持，将花椒种植的产业管理和规

模建设经验带到斯拉村。

当年 11 月，一场热闹无比的花

椒种植现场会打破了斯拉村的平静。

会上，黎文权和村民商讨决定利用

44万元产业发展资金全力支持花椒

种植。据初步计算，3年育苗期后，花

椒盛果期亩产可达 200多斤，亩产值

15000余元，园区210亩土地，丰收期

年产值可达300万元。

此外，花椒种植产业为劳动密集

型产业，盛果期需要大量采摘劳动

力。园区在成果期用工量可达 10000
余人次，能为当地群众劳务创收 50
余万元。而种植花椒的总收入70%将

以分红给老百姓，30%回到村集体经

济账户。

如今，地里的花椒苗已有三尺

高，黎文权脸上全是藏不住的高兴，

只要案头工作一停，他就扎进土里，

看看苗是否又长高了。他知道，这片

花椒不仅会带着全村脱贫，也是未来

村民们走向致富的“摇钱树”。

“今年全村脱贫完全不是
问题”

采访期间，村里下着密密的雨。

记者随黎文权来到花椒种植基地，村

民正栽种辣椒苗。有了管理和致富经

验，黎文权不放过每一个为村民创收

的时间窗口。花椒有 3 年育苗期，而

且株距之间还有很大一块土地。黎文

权和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将育苗期的

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村民又可以获

得一笔年收入。

作为教育人，黎文权也没忘记自

己教书育人的本业。旌阳区教育系统

一共派出 41 人到越西县帮扶，黎文

权不到学校支教，但也有自己的对口

联系学校。同时，每次入户走访，他都

会宣讲教育资助政策，鼓励家长要坚

持送娃娃上学。斯拉村有 179名适龄

学生，没有一人辍学。

黎文权的对口帮扶户吉克布火

家有两个孩子在上中学，女儿吉克阿

弟在县城读高中。前不久，黎文权碰

见吉克阿弟，见她情绪低落，一问才

知，她正为考什么大学发愁。黎文权

听后忍不住笑着安慰她，“你才高二，

何必慌嘛，打好基础。”他让吉克阿弟

到时根据分数再确定学校，有问题随

时可以联系他。

“村里贫困户只剩最后两家了，

今年全村脱贫完全没问题。”看完花

椒种植情况，回去路上，黎文权信心

满满，他说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收官之年，斯拉村也不会缺席。这

两户均享受低保，其中一户喂养了一

头母猪，“今年的母猪产仔可就值钱

了啊。”另一户，算上鸡和鸭，还有土

豆、玉米收入，年收入已经超过 4500
元。一边走着，一边算着，黎文权兴奋

地扳着指头给记者算账，浑然不觉雨

水淋湿了头发。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

朋友，敬个礼啊握握手，你是我的好

朋友……”日前，记者走进美姑县牛

牛坝中心幼儿园时，教室里的小朋友

正和老师一起欢唱儿歌，小朋友们咬

字清晰、发音标准，歌声婉转动听，充

满童趣。

“我们园里都是彝族小朋友，他

们一进园就要求说普通话，现在都说

得很好。”园长何明英介绍，自从“学

前学普”行动覆盖以来，该园就把学

懂普通话、会用普通话当成幼儿培养

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老师的日常引

导，以及唱儿歌、读卡片等小游戏，在

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们学会普通话。

冷则石里今年 6岁，已经是班上

个子最高的女孩了，“上学期她刚入

园的时候，性格还十分腼腆，基本上

不说话。”幼儿园教师阿比金子回忆，

只有在不得不开口向老师报告的时

候，冷则石里才会吞吞吐吐地说一点

普通话，而且说着说着就变成彝语

了。注意到这个情况后，阿比金子耐

心地引导冷则石里开口讲普通话。现

在，冷则石里已经是她的小帮手了，

还会主动帮着老师分发东西，维持班

级秩序。

牛牛坝中心幼儿园设在牛牛坝

乡小学校的校园里，何明英碰到园里

毕业的小朋友，常常问他们在小学的

情况，“从园里毕业去读一年级的小

朋友，有了较好的普通话基础，学习

知识往往更快，成绩也更好一些。”除

了学业成绩外，以普通话为纽带，幼

儿园里倡导的卫生习惯也更容易被

孩子们接受，阿比金子回忆：“有一

次，一位家长送孩子迟到了，解释说：

‘现在孩子太听你们的话了，不洗脸

都不肯来幼儿园，就是因为返回家洗

脸才迟到的。’现在家长也跟着养成

了好习惯。”

2018 年 5 月，国务院扶贫办、教

育部在凉山州启动实施“学前学会普

通话”行动试点工作。2019 年 9 月，

“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在凉山州所

有幼儿园、幼教点实现全覆盖。为实

现幼儿“听懂、会说、敢说、会用”普通

话的目标，美姑县成立了“学前学会

普通话”行动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组

织开展幼儿普通话达标测评，将全县

8 所公民办幼儿园纳入全覆盖测评

范围，并加强幼儿师资培训，提升其

综合业务素质。

同时，美姑县强化基础建设，全

县 292个行政村，除拉木阿觉乡哥勒

阿门村因处于山体滑坡整体搬迁暂

未开办幼教点外，通过整合利用农村

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校舍、村支

部活动室、彝家新寨民俗活动场等，

设立了 291个村幼教学点，共 313个

教学班，这也成了该县“学前学普行

动”的重要载体。

5月28日下午，记者一行走进美

姑县洛俄依甘乡新农村幼教点，刚迈

进教室，幼教点的 45 名孩子就主动

用普通话打招呼：“叔叔阿姨好！”吉

克阿米是本地人，2016年，回到家乡

成为该幼教点的辅导员。“我自己小

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现在回到这

里，希望能把快乐带给孩子们。”吉克

阿米普通话说得很好，带着幼教点的

孩子一起唱歌、跳舞、画画……教室

里充满欢乐。

6岁的罗美现在是吉克阿米的小

助理，“刚入园的时候，她也不跟人说

话。”吉克阿米回忆，后来她一步步引

导，孩子渐渐愿意开口交流了，普通话

也越说越好。看着如今罗美活泼开朗

的样子，吉克阿米十分欣慰，“像这样

的孩子还有很多，通过在幼教点学习，

他们变得愿意跟人交流，能够敞开心

扉，相信他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

能听会说，唱响童年的歌
——美姑县“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成效显著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鲁磊 董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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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坝中心幼儿园的孩子唱儿歌 葛仁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