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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2020年度高校党委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议在蓉召开

以党建引领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1

月 20 日，省委教育工委召开 2020 年

度高校党委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会议，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学校

建设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以党建引领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省

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李江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高校

坚定“两个维护”入脑入心，决胜

“大战大考”有力有效，围绕“立德

树人”育人育心，推动“高质发展”

稳扎稳打，维护“安全稳定”抓小抓

细，涵养“教育生态”从严从实，有

效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

收官等一场场大考、连环考，为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智慧、贡献

力量，为四川教育鼎兴作出努力、

取得实绩。

会 议 强 调 ，2021 年 恰 逢 建 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启

程之年，各高校要乘势而上、狠抓

落实，围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目标作出更大贡献。要培根铸

魂，以新思想筑牢信仰之魂，以组

织力夯实执政之基，以制度化提升

治理之能，在党的建设上“出彩”；

要立德树人，思政工作有效度，教

师培育有温度，队伍建设有力度，

在事业发展上“出众”；要尽责担

当，争当一流建设的“先行军”，汇

聚治蜀兴川的“动力源”，做好维护

稳定的“压舱石”，在服务大局上

“出色”。

会上，对高校党委书记抓党建情

况进行了综合测评。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师范大学、四川音乐学院、西华师范

大学、川北医学院、乐山师范学院、成

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西南科技大学

城市学院等 10所高校党委书记进行

了现场述职。

省委“两新”组织工委专职副书

记尹显耀，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相关处室负责人，省委教

育工委、教育厅班子成员，党的十九

大代表，省党代会代表，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全省部分高校党委书记

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1
月 20 日，全省高校党组织“对标争

先”示范创建授牌仪式在成都举行。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李江参加仪式。

会 议 公 布 了 示 范 高 校 、标 杆

院系、样板支部和“双带头人”教

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单位名

单，并向培育单位代表集中授牌。

据 悉 ，全 省 高 校 党 组 织“ 对 标 争

先”示范创建单位包括四川大学

党委等 10 个示范高校，四川农业

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党委等 50 个

党建工作标杆院系，西南石油大

学机电工程学院钻井提速科研团

队党支部等 100 个党建工作样板

支部，以及 100 个“双带头人”教师

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各培育单位

建设周期为两年，培育期满后，省

委教育工委将组织对培育单位进

行考核评估。

会议强调，各培育单位要围绕

建设目标、紧扣建设任务、对照建设

标准，创新工作方法、创建工作载

体、创立典型示范，带领带动高校党

建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校

各级党组织要以示范典型为榜样标

杆，学习借鉴经验做法，积极实施校

级党建示范创建，探索党组织和党

员发挥作用的路径、方式，让党建工

作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为我省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组织

保障和人才支撑。

授牌仪式上，成都中医药大学党

委、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党委、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

院油气井工程研究所党支部作了交

流发言。

省委“两新”组织工委专职副书

记尹显耀，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相关处室负责人，省委教

育工委、教育厅班子成员，党的十九

大代表，省党代会代表，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全省部分高校党委书记

参加会议。

腊月间一场大雪，让大凉山深处

的金阳县新寨子村变成银装素裹的

“雪乡”。依山而建、白墙黑瓦的“彝家

新寨”在白雪的映衬下，宛如仙境。

风雪交加的寒冬，彝族村民石一

洛为一天中的多数时候，都和家人围

坐在火塘边，煮饭、喝茶、聊天、“刷”

视频……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他们

一家收获了土豆一万多斤、白菜一万

多斤，还出栏了几头大肥猪，人均年

收入已突破万元。

“过去，我们住的是土房子，一到

冬天，又缺水又缺粮。”说起新寨子村

的往事，石一洛为忍不住地抹眼泪：

“如果没有教育上的干部来帮助我

们，今天的日子做梦都不敢想！”

石一洛为所说的“教育上的干

部”，是西南石油大学派驻新寨子村

的第一书记和帮扶队员。2016 年以

来，4 名教师先后来到新寨子村，充

分发挥教育“智慧”，用“三步走”帮助

当地彝族村民摆脱了思想的束缚，激

发了致富奔小康的动力。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2016年1月，西南石油大学派驻

新寨子村的第一任第一书记、教师袁

成第一次来到新寨子村时，感觉像进

入了“另一个世界”：泥泞、脏乱的通

村路，低矮、潮湿的土坯房，一棵大树

就是一间“厕所”，有的家庭人和牛马

共居一室……

培修道路、新建厕所、寻找水源

……帮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可一

个“意外”让袁成陷入沉思。

原来，为了帮助当地群众发展养

殖产业，学校给贫困户捐赠了“扶贫

鸡”和“扶贫猪”。可没过多久，这些仔

鸡、小猪“离奇失踪”，袁成追问之下

才发现被吃掉了。

坐落于高山之巅的新寨子村，交

通不便，长时间与外界处于“半隔绝”

状态，当地群众对于生活缺少目标，

更缺少计划和安排。袁成和学校相关

部门商量之后认为，物质扶贫和精神

扶贫必须要同步推进。

精神扶贫怎样才能落实见效？反

复商讨研究之后，西南石油大学决定

变“送”为“借”，学校出资购买一头种

猪和 20 只种鸡，无偿租借给村民喂

养，租借期满后，新产出的鸡和猪归

农户所有，种猪种鸡则归还给村集

体。

石一洛为在领到种猪和种鸡之

后，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郑重地在

租借协议上按下了红手印。从未搞过

养殖的石一洛为，从头开始学习消

毒、喂食，一点也不敢马虎，生怕把借

来的鸡和猪养死了。

变化就在日复一日的养猪和喂鸡

中发生。几年来，他带领全家起早贪

黑，把一头猪发展到了十几头，成为村

里最大的养殖户。同时，他还尝试种植

蔬菜，土豆、白菜、萝卜……只要是当

地适宜种植的，他都积极尝试，一家人

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有奔头。

如今，在新寨子村，越来越多的

村民像石一洛为一样，通过“借鸡还

鸡，借猪还猪”，明白了“责任”与“权

利”的观念，跨出了摆脱蒙昧的“第一

步”。如今，“借猪还猪，借鸡还鸡”模

式已在凉山普遍推广。

从“等靠要”到“试、拼、闯”

2018 年 10 月 19 日，金阳县城的

农贸市场来了几个文质彬彬的卖菜

人。“卖菜，卖菜！新寨子的高山白

菜！”带头的高个子撸起袖子帮买主

挑菜、过秤，不时摘下眼镜，擦掉镜片

上的露水。这群卖菜人，正是新寨子

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的队员，带头的是

第一书记、西南石油大学教师文武。

“大白菜呀，地里长呀，无污染

呀，有营养呀，新寨子呀，要脱贫呀，

帮扶队呀，卖菜忙呀！”为了吸引买

家，帮扶队员、西南石油大学教师何

云还编了一首“卖菜歌”，每当摊位前

一冷清，队员们就咿咿呀呀唱起来。

第一书记卖白菜，在金阳县传为佳

话，几天时间，队员们就卖掉大白菜

2000多斤。

扶贫工作队为什么在大街上卖

白菜？

2018年1月，文武接过袁成手中

的“接力棒”，继续帮扶新寨子村。当

时，村民通过种养殖增收致富的积极

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为了拓宽村民的收入来源，文武

根据当地高山气候冬冷夏凉的特点，

发展以马铃薯、白菜为主的高山蔬菜

产业，并邀请农技专家手把手传授种

植技术。当年秋天，村里的高山生态

白菜喜获丰收。

可看见成片的白菜，文武却高兴

不起来。村民以前都是广种薄收、自

给自足，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收购客

商来了不知如何谈价，甚至不会把蔬

菜送到市场上售卖，认为“很丢脸”。

村民井力史格种了两亩白菜，亩

产达到了 6000 斤，眼看白菜卖不出

去，他便对文武说：“菜是你们让种

的，值多少钱你就得赔我多少钱！”

“我是一名教师，我都可以上大

街叫卖，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卖菜不

羞人呢！”文武和帮扶队员卖菜的事，

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引导村民

认识市场、交易的同时，也帮新寨子

村蔬菜打了广告。越来越多的村民认

识到，只有敢试、敢拼、敢闯，未来才

会越来越好。

如今，在帮扶队员和全体村民的

共同努力下，新寨子村走出了融入市

场经济的“第二步”，目前已经发展了

核桃2300亩、花椒2000亩，“春薯（马

铃薯）秋菜（高山生态白菜）”378亩，

村里的高山农产品已经走出了金阳，

走出了凉山，“现身”高校食堂、高档

餐馆和高档商超的货架，成为都市人

追捧的“绿色美食”。

从“养成好习惯”到“形成好风气”

2020 年春天，位于成都市新都

区的西南石油大学，春光烂漫、繁花

似锦。新寨子村的“第三任”第一书记

许军，在朋友圈“晒”了一张校园里盛

开的玉兰花。

一位村民在评论中说：“许书记，

这花要是种在我们村口，一定很美！”

看到这样的评论，许军竟泪水盈

眶。从以前的脏乱差，到如今能欣赏

美、追求美，“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

费！”

2020年到 2021年是许军担任第

一书记的任期，也是凉山彝区从脱贫

摘帽走向乡村振兴的起步和关键，如

何带领新寨子走好实现振兴的“第三

步”，许军感觉肩上的担子很沉。

课间时分，新寨子村中心校的孩

子们，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每个学生

手中都拿着一个脸盆，一套牙具。这

是学校今年寒假前的最后一堂“生活

课”的场景，许军和学校老师们一起，

手把手教学生打肥皂泡、搓手、刷牙

……

在许军看来，美丽乡村不仅是人

民富裕、产业兴旺，村民们更要有文

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为了让年

轻一代影响老一代，许军把村里的小

学作为了他传播文明的“基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下，我们要帮助贫困地区修一条公

路、帮困难群众建好一套房子，并不

困难。但是要改变群众多年形成的思

想观念、生活习惯，必须下足‘绣花’

功夫。”许军说，未来，除了要继续帮

助村里发展产业，还将把引导村民

“形成好风气”作为工作重点。

许军告诉记者，去年，新寨子村

已经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尝试，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最近，村里正筹划在

村庄空置的地方种上当地土生的松

柏和杜鹃。“你们明年来的时候，就

是‘繁花环绕村庄，苍翠点缀楼台’

啦！”

全省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示范创建授牌仪式在蓉举行

教育扶贫让大凉山边远彝族村寨“三步”跨千年——

新寨子有了新气象
■ 本报记者 鲁磊

西南石油大学为新寨子村中心校每名学生购置了单独的洗漱用品，开展“勤
洗手、勤刷牙、勤洗脸”宣教活动。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