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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照亮彝族孩子的未来
——凉山州喜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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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鑫 倪秀 陈朝和

“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

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

儿排成个‘一’字。”在喜德县拉克乡

中心校，一年级彝族学生马顺流利地

用普通话背出课文。

流利的普通话得益于马顺在喜

德县拉克乡拉克幼教点的学习。他

和他的幼儿园同学，在学前便掌握了

普通话，因此入读小学后，在汉语语

言学习上，完全没有受阻。

如今在喜德县，像马顺这样的彝

族孩子越来越多。喜德县地处凉山

彝 族 聚 居 区 腹 地 ，彝 族 人 口 占

91.78%。过去，因为不精通汉语，彝

族同胞在上学、打工、办事等方面吃

了不少“苦头”。娃娃送到学校，老师

也为如何才能让他们听懂课而发愁。

“今年脱贫，我们教育完全有信

心！”喜德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局长车波说，马顺的例子，只是近年

来喜德县教育发展变化的一个缩

影。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响，喜德教

育实现了“修得最好的建筑是学校”

“最文明的是师生”等变化，而另一方

面，喜德致力于让孩子“义务教育有

保障”，让彝族家庭圆“大学梦”，通过

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如今，喜德

教育的新命题是如何在优质的硬件

条件下，让教育走向优质发展之路。

“我们坚信，教育，一定能照亮彝族孩

子的未来。”

◆◆ 打通“语言关”

连接外界有了更多
可能

“上过幼儿园、学会普通话的孩

子，来到小学后，无论是行为习惯还

是学习能力，与没有上过的相比，是

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喜德县尼波

镇中心小学教师勒尔瓦则从教 27
年，在他看来，近年来，随着教育投入

不断加大、彝族孩子普遍到幼儿园就

读，教师的教学难度大幅下降，学生

的学习状态也明显好转。

在以前，彝族孩子的语言“坎”，

是一大难题。

“即使能听懂，也不会说，上课回

答问题时不知道怎么表达。”喜德县

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基教股股长

苦乐华以自己的成长经历现身说

“法”。苦乐华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

园，家里人都是用彝语交流，没有汉

语基础。他小学五年级从乡上转到

县城念书，因为语言“问题”，表达困

难和交流不自信的状态伴随了他很

长时间。

近年来，随着“一村一幼”计划的

实施，民族地区学生就近接受学前教

育的比例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

2018年，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在凉

山州启动实施了“学前学会普通话”

行动试点工作，切实发挥普通话在脱

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补齐学

前教育短板。

目前，喜德县共有 181所（个）幼

儿园（幼教点），“学前学会普通话”覆

盖所有幼儿园（幼教点)，惠及幼儿

12945人。

在车波看来，正是因为前期园点

布局打好了基础，“学前学会普通话”

得以有效推进，让孩子们能从小接受

汉语学习，以后他们与外界交流，就

不会再受困于语言。

为确保幼教辅导员队伍的素质，

严把入口关，喜德县设立了严格的进

入标准，幼教辅导员必须具备全日制

中师以上的师范类学历，并且具有教

师资格。招来的教师每人每年都要

参加业务培训。

2019 年底，第三方机构赴喜德

县开展“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

抽查评估，该县的合格率为100%。

今年疫情期间，幼儿园和幼教点

的老师们也没闲着，既要参加教师线

上培训，也要在线下针对幼儿及其家

庭发放防疫手册，在班级群、家长群

内推送儿歌和讲故事等视频、音频，

小手拉大手，家长也不时在群里分享

孩子说普通话的视频。

喜德县“学前学会普通话”办公

室工作人员阿呷告诉记者，该县借助

各村的广播喇叭，开展“学前学普通

话”小喇叭活动，定期播放儿歌、故

事，营造学习氛围。喇叭一响，小朋

友就开始跟着又唱又跳。如今，喜德

还积极利用抖音等新媒体，上传幼儿

朗诵视频，形成带动效应。

“现在，学生见到老师会问好，注

重个人卫生，写字规范多了，上课听

讲也很认真。”前后对比，勒尔瓦则感

受颇深。

◆◆ 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每一名学生留
得住、学得好

2018 年暑假，喜德县光明镇马

厂村初中生小李（化名）因为厌学，跑

到广州打工，镇村干部、学校多次劝

说但效果不佳。

过去，每到放长假，凉山州一些

学校和老师就紧张，因为总有几个孩

子跑出去打工。“打工热，家长、学生

看到谁家孩子出去打工挣到钱，就效

仿。”喜德县一位控辍保学负责人说。

面对控辍保学的严峻形势，喜德

县层层建立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

实行县级领导包片，相关单位和教体

科局干部包校，乡镇（村）、家长和帮

扶责任人包村、包户的“双线八包”工

作机制，教育、公安、民政、司法、食药

监等多部门联合行动，每年开学前由

乡政府牵头摸清辖区内本地户籍和

常住适龄儿童少年底数和入学情况。

“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为了

拔掉穷根，压实责任，不怕自己揭

丑。”车波说，控辍保学被提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建立严格的督察督办和责

任追究机制。

记者了解到，因控辍保学工作不

力，喜德县 1 名校长被免职，排名末

位的 2个乡镇在全县大会上作检讨，

2名校长被诫勉谈话。

在这样的力度下，光明镇政府、

村组干部和辖区学校通过电话、走访

形式劝说小李，并提供往返机票动员

其返校。小李最终被说服，返回了喜

德县民族中学，参加集中编班教育。

大量适龄学生被找回，喜德县又

面临一项难题：校舍跟不上教育的变

化。为此，喜德县先后投入 7.49 亿

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并结合

寄宿制学校建设，推进乡村学校标准

化建设。

在县城，喜德开启新的项目建设

和化解大班额工作；在乡镇，该县整

合资源合并学校，调整布局。此外，

利用信息化手段，喜德县全县 54 所

中小学校均接入互联网，全面实现互

联网络“校校通”，充分整合、利用网

络教育资源。今年，喜德县启动教育

信息化二期建设，将为各中小学校建

设教育城域网、中心机房、网络阅卷

系统、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等信息化项

目。

2018 年，高标准建设的喜德县

思源实验学校开学招生。该校无论

是整体设计、设施设备，还是师资力

量，均让人眼前一亮。思源实验学校

学生来自周边乡镇，优质教育正在逐

步剔除凉山教育“落后”的标签。

同时，为让劝返复学学生“留得

住”“学得好”，解决中途再次辍学等

问题，喜德县教体科局以德育教育为

抓手，组织集中编班师生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参观彝

海、冕宁红军广场和西昌市知青博物

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利用课余时间举

办乒乓球、篮球等比赛活动，丰富学

生的校园生活。该县还尝试探索补

偿教育、单独编班、“集中编班+校外

实训”等，努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学习路径。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每

一个孩子能够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

知识和技术，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车波说。

◆◆ 教育资助全覆盖

孩子们的求学路越
来越畅通

尼波镇尼波村村民阿西伍尼以

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政府资助

以及扶贫干部的帮扶，他家养起了

猪、马和牛，再加上村集体经济分红、

土地流转费，如今已脱贫。“现在日子

好多了，全靠帮扶队啊。”

最让他骄傲的，还是几个孩子都

在上学。其中，老二通过彝区“9+3”
免费职业教育计划，正就读四川省档

案学校。“以后他们的日子肯定比我

们更好了。”想着自家孩子的未来，阿

西伍尼喜不自禁。

这与尼波村驻村第一书记克日

古尔的帮助分不开。2016 年，喜德

县教育系统派克日古尔到尼波村当

第一书记，他和扶贫队队员时常走村

入户宣讲党和国家的政策。

身为县教育考试中心主任的克

日古尔熟知教育政策。中职招生什

么时候举行、大中专学校有哪些资助

政策、彝区“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

有哪些学校可以报……走村入户时，

每遇到有学生的家庭，克日古尔都要

一一告知。

听了克日古尔书记介绍的“9+
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了解了到内地

读中职学校，自己不用交一分钱，还

能领补贴等等优惠政策，阿西伍尼的

孩子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读书。

在扶贫队的宣讲、督促和协助

下，尼波村 276名适龄学生没有一人

辍学，村里孩子上中高职和大中专学

校的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

好方式，村民越来越认识到坚持读书

的好处，未来一定会更好。”克日古尔

说。

据统计，2019年，喜德县教育扶

贫救助基金资助建档立卡享受普惠

性政策外，仍然困难的学生共计

1637 人，从学前到高中各阶段根据

学生家庭困难程度和学校缴费情况

每人补助 400-1000 元不等，兑付资

助资金92.75万元。

此外，该县 2019 年共计 2384 名

学生顺利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贷款总额 1399.27 万元，其中该政策

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1223 人，

金额达 672.75万元。其中，中职（技

工）、本专科学生可网络申请特别资

助。在2019年春秋学期中，971名中

职学生享受资助共48.55万元，536名

中职人社局技工学生得到资助 26.8
万元，1137 名本专科生获得资助共

454.8万元。

丰富的教育资助政策让求学路

变得通畅，越来越多的凉山孩子因此

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喜德县尼波镇中心小学二年级2班学生正在上课 何文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