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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有“厚度”的脱贫答卷
——凉山州越西县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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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综合报道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倪秀 何文鑫

“不送子女入学的做法不仅是违

法行为，更害了孩子的一生。知识才

能改变命运！”2019年 10月 30日，越

西县人民法院院长罗俊坚定地敲下

了越西县司法控辍的“第一锤”。

一锤定音。在法律的保护下，学

生吉布拉哈的监护人吉布阿沙木当

庭与乐青地乡人民政府达成调解协

议，承诺在 2019年 11月 20日前将女

儿送到学校读书，并签下保证书。

事实上，从 2019年至今，越西县

已累计成功开展因辍学引发的“官告

民”案例 4 起。司法控辍警示了家

长，也保障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越西县位于凉山州北部，是文昌

帝君张亚子的诞生地。“文昌故里”历

史悠久，教育底蕴厚重。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以来，越西县盯准教育这个突

破口，在控辍保学、补齐学前教育短

板、落实义务教育有保障等方面狠抓

落实，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体系

日趋完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

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有力助推了全县

的脱贫攻坚工作，献上了一份“有厚

度”的教育脱贫答卷。

“软硬结合”探索控辍新路
留住孩子和家长的心

“太无聊了，我就出去打工了。”

今年初春，越西县第二中学初三学生

阿杰（化名）动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因为疫情，学校开学返校的日期一再

推迟，受身边外出务工的大人影响，

他觉得反正去不了学校，不如出去

“耍一耍”。

手脚麻利的年轻人是工厂欢迎

的对象，特别是用工荒时，企业开出

的高薪，足够对凉山的少年和家长形

成诱惑。阿杰上初中后，三次辍学打

工，一次次被学校教师追回。他口中

轻描淡写的“外出务工”，曾是困扰越

西县控辍保学工作的一大难点。

在学生“看不住就往外跑”的情

况下，越西县认真落实“六长”责任制

和“双线八包”工作制，实行县级领导

和县级部门联校帮乡制，合理利用驻

村工作力量，建立“人盯人”防范体

系，形成全县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

同时，越西县依靠司法控辍，为

解决“留住学生”划定红线。据统计，

自 2019 年起，越西县已累计成功开

展因辍学而起的“官告民”案例4起，

让当地家长认识到依法保证自己的

子女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是他

们的法定责任。

追回的学生如何确保他们继续

坚持上学？越西县创造性地采取随

班就读、补偿教育、单独编班等方式，

帮助学生安心留在校园学习。越西

县还探索出“集中编班+校外实训”

的化解模式，以广东省佛山市的对口

帮扶为契机，送学生“出门看世界”，

在佛山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参加“学

习+生产”的校外实训活动，帮助学

生与社会更好“链接”。

在越西县，控辍保学工作不仅有

“硬措施”留住学生的人，还有“软保

障”留住学生和家长的心。2019 年

以来，县域各学校开展“万师进万家，

真情帮万生”的实践活动，加强家校

合作，关注学生成长。

在越西县丁山乡中心小学校，校

长陶洪担任该活动的组长。一学期

下来，学校扎实开展家校互访，既向

家长宣传教育政策法规，又共同制订

了学生的家庭教育方案。“家长能及

时了解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表现，

激发家长关注学校发展、主动参与教

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真正形成家校

合力！”陶洪惊喜地看到了家长们的

主动关注，而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

的。

“万师进万家”活动开展以来，越

西县有 3000 余名教师参与其中，入

户宣传 38500多人次，发放教育惠民

政策宣传单 25400余份，营造了良好

的舆论氛围，重视教育的意识在家长

和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多措并举下，越西县控辍保学工

作成效明显。该县不仅获得凉山州

“2018 年度控辍保学工作先进县”，

还在2019年10月全州控辍保学抽查

中，成绩排在全州 11 个深度贫困县

的第一名。目前，全县动态系统中疑

似失辍学的 4470 人已全部有效销

号，销号率达100%。

学前学普补短板
“大手拉小手”传递教育观念

过去，在越西县，新学期开始时，

幼教点的辅导员们总要面临这样一

个问题：孩子们根本听不懂老师说的

话。因此，别说教学进度，老师们维

持课堂秩序都很困难。

越西县申果片区拉吉乡金叶幸

福村幼教点辅导员程欢还清晰记得，

在自己的第一堂课上，她对孩子们说

“休息”，班上的孩子却只是茫然地盯

着她笑。“孩子听不懂，我只好就用动

作表达语言。”程欢将双臂放在桌子

上，将头靠在手臂上闭上眼睛，再一

遍遍地重复“休息”。孩子们很聪明，

很快理解了意思，用心地跟着做。

2018年6月，越西县正式启动实

施“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县教体科

局将该行动作为全面消除语言障碍，

不让彝区儿童输在“起跑线”的有力

抓手。像程欢这样的一线辅导员，在

幼教点耐心细致地培养孩子们学普、

用普的兴趣。

此前，于 2015 年 10 月启动的越

西县“一村一幼”建设已累计开办教

学点 291 个，覆盖全县 289 个行政

村。于是，县教体科局把“一村一幼”

作为解决好学前儿童“语言关”难题、

补齐学前短板的有效载体，坚持学前

学普工作与“一村一幼”发展双管齐

下，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

在县教体科局的统筹推进下，

2019年6月，越西县学普工作顺利通

过国家初步评估验收，进入全覆盖阶

段，全县将所有公办园、民办园和幼

教点都纳入行动实施范围，涉及全县

588 名村幼辅导员，惠及全县近 2 万

名幼儿。

“大家好，我叫沙马伍果木，我们

今天表演的是故事《狼来了》，我演农

民伯伯。”在越西县大花乡瓦尔村幼

教点，学生沙马伍果木标准的普通话

吸引了操场外村民的好奇观望。“娃

儿就想来幼教点学习，学说普通话、

学唱歌，特别好！”沙马伍果木的家长

说。

学前学普行动实施以来，越西县

大花乡瓦尔村幼教点凭借讲故事、演

情景剧、小组游戏等新颖的教学形

式，让更多家长也参与进来，通过“大

手拉小手”，给家长普及更多卫生习

惯的同时，也传递了教育观念。

类似的探索，整个越西县都在进

行。县学普办积极响应州学普办号

召，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抖

音、“村村通”广播喇叭等载体大力开

展“学普小喇叭进万家”活动，借助这

种方式弥补农村学前儿童在家巩固

学习普通话难的问题，也带动家长学

习普通话。

优质环境把孩子留得住
专业师资把学生教得好

“学校新校区能够容纳 3500人，

今后孩子们能够享受优质的教学环

境，学校从乡镇学校上升至全县平

台，更能够把孩子留得住，教得好！”

今年 9月，越西县中所镇中心小学校

新建校区（越西县文昌小学）将正式

投入使用。副校长余治龙给记者介

绍起情况，难掩心中的喜悦。

2019年，为有效解决中所镇、大

瑞镇、南箐镇等乡镇因易地扶贫搬

迁、自主搬迁群众迁入后产生的“入

学难”“大班额”难题，越西县决定建

设中所中学、中所小学的新校区，并

更名为文昌中学、文昌小学。

两所学校的新校区建成后，将提

供学位 7000个，为 27个乡镇易地扶

贫搬迁贫困户、自主搬迁户子女提供

优质教学资源。

在越西县文星小学，与学校一街

之隔的是越西县规模最大的异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根据就近入学

的原则，文星小学超过85%的学生都

是搬迁户的子女。

就读该校四年级的学生潘小林

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底，他因为异地

扶贫搬迁来到这所新学校入读。

“我喜欢音乐，学校有专门的教

室，还有钢琴老师教我们弹好听的歌

曲。”新学校圆了潘小林的音乐梦。

如今，各项设施一应俱全的功能教

室，在越西县的村级完全小学里已经

实现了全覆盖，这样的学习条件在几

年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据统计，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

来，一方面越西县投入5.6亿元，新建

文昌小学等 4所学校，改扩建西城中

学等 31所学校，新增 30余万平方米

运动场地，13万平方米教室面积；投

入 9300 多万元，优化升级各学校仪

器设备，在硬件和软件上补齐短板。

另一方面，则是在师资队伍建设

上下功夫。2016 年以来，越西县通

过特岗计划、公招、人才引进、外县调

入等方式有序补充教师 1100 余名，

新增教师编制 510 名，教师人数从

2017年的 2300余人，增长到 2020年

的3400余人，队伍日趋完善。

“3 年来，越西教育力争实现每

个乡镇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学校，最整

齐的队伍是教师队伍。”越西县教体

科局局长袁智告诉记者。

越西县对教师“动真格”，通过抓

住教师培训这个核心，对于业务水平

差的老师零容忍，确保全县师资水平

不下滑，增强队伍实力。去年，在一

次全州教师素质能力考试中，越西县

参加考试的 2700 余名教师中，有 59
位教师成绩不及格。为此，越西县教

体科局通过开设培训班，对这些不及

格的老师进行培训，培训后再不及格

者不能上岗教学，转为后勤人员，并

继续学习培训。

“近年来，越西县科学规划教育

建设，配齐‘人和枪’，有信心让师生

们取得好成绩。”袁智说，教育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越西县相

信，教育办好了，贫困的帽子一定能

摘掉。

乐青地乡中心小学学生削好铅笔准备做笔记 陈朝和 摄

越西县蚂蝗沟小学学生在认真听课 何文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