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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育一方人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龙志先 吴玉辉
“拎包入住，住着舒服。”近日，56 岁
的搬迁户石全文谈起现在的生活喜笑颜
开。2019 年，
石全文一家告别木头危房，
搬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大的易地
扶贫搬迁区——凤凰县禾库镇安置区，
住在崭新的三层楼房里，石全文家的日
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苗族聚居区禾库镇距凤凰县城 50
多公里，属凤凰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
困人口之多、贫困原因之杂、脱贫难度之
大都是该县之“最”。2017 年前，当地居
民生产、出行、就学等困难突出，属于典
型的“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为解决这个难题，凤凰县选择了易
地搬迁扶贫模式，安置来自禾库、两林、
腊尔山等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过
3 年多的建设，凤凰县禾库镇安置区的
756 栋安置房拔地而起，2019 年 8 月，禾
库镇 932 户共 4784 人搬迁户全部实现搬
迁入住，他们告别大山，迎来幸福新生
活。11 月 12 日，记者走进该安置区，映
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红黄相间两到三
层“小洋房”，水、电、气、电信等基础设施
一应俱全。
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实现贫困群众
“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而“拔穷根”、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根 本 出 路 ，关 键 在 教
育。
“安置区实现了学
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
扫码看视频
全覆盖，也实现了就近

一整个夏天顶着烈日开荒建茶园，
让向帮全的皮肤直到立冬仍旧黝黑发
亮。
“白不回来咯！”他憨笑着用衣袖擦了
擦额头上的汗水，
继续指挥挖机作业。
49 岁的向帮全来自保靖县毛沟镇如
景村，在今年 7 月回村参加完保靖县职
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保靖职
中”
）组织的种养殖实用技术培训后，8
月就投入 11 万元，联合其他村民在村西
边垦荒，准备建起 300 亩的保靖黄金茶
茶园，
带领如景村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离家打工 29 年，
向帮全辗转金华、
中
山、佛山等地，凭着湘西汉子骨子里有血
性、敢打拼的性格，以出色的电焊手艺从
月薪 400 元做到了月入近万元。但在
2019 年 ，向 帮 全 遇 到 了 人 生 中 最 难 的
“坎”。他在无锡一家船厂找工作时，因
“无焊工证”而被拒之门外，
“现在的就业
环境越来越规范，
我这种
‘边观摩，
边偷师
’
的只能接受被淘汰的现实。
”
向帮全说。
“老向你快 50 岁了吧，在外奔波了
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留在家乡干一番
事业？”由保靖职中派往如景村的驻村第
一书记田仁召电话中告诉向帮全，保靖
职中马上要请专业技术老师来村，为贫
困户们进行实用技术培训，靠技术帮助
农户脱贫。
“做什么合适？猪、牛、羊我是不想
养了，要做就做真正能带领全村人赚钱
的项目。”接完电话后，急性子的他只有
一个念头：
返乡当致富带头人。
一个礼拜后，向帮全跟老板申请辞
工，买了最早一趟回保靖的车票，踏上了

入学、就近入园。”凤凰县教体局党组成
员、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主任张斌介绍，近
年来，凤凰县一方面立足安置区资源优
势，积极谋划发展扶贫产业，拓宽搬迁群
众就业渠道；另一方面，凤凰县把解决易
地扶贫搬迁群众子女入学作为精准脱贫
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就近新建、改扩建
配套学校（幼儿园），配齐师资力量等举
措，让易地扶贫搬迁孩子住新房、上好
学、学无忧。
“以前，从家到幼儿园，9 公里的山
路要走 30 分钟以上。路况复杂，经常遇
雨雪等恶劣天气，我腿脚又不方便，所以
小孩一年里有近一半的时间不能去上
学。”右腿受过重伤的石全文坐在自家门
口，指着新建的禾库镇安置区幼儿园说，
“现在 5 分钟不到就从家走到了幼儿园，
刮风下雪我们都不怕。儿子儿媳可以安
心上班了。
”
禾库镇安置区幼儿园是一所公办幼
儿园，办学规模为 9 个班 270 个学位，就
近解决了搬迁点及附近村幼儿入园难
题。该园幼师石志姑介绍，很多山区的
苗族孩子是第一次上幼儿园。
“为了让他
们融入新环境，在环创上，老师布置了苗
族特色的绘画；在活动区游戏时，老师注
重让幼儿在游戏体验中了解苗族文化。”
在校门口，不少幼儿的家长们向记者表
示，
孩子更活泼了，
动手能力也提高了。
“食堂的饭太好吃了，什么都有；以
前的学校只有一栋楼，现在的学校好大；
我之前没学过英语，现在英语是我最喜

禾库镇安置区幼儿园幼儿在玩中学
欢的课……”从村小来到禾库镇芙蓉学
校四年级学生龙小敏滔滔不绝地向记者
诉说着她的很多
“新体验”。
禾库镇芙蓉学校是禾库镇安置区的
配套学校，属一所改扩建的学校。该校
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吴绍勇介绍：
“禾
库镇芙蓉学校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正在加
紧施工，将在 2021 年秋季交付使用，届
时 该 校 将 能 够 容 纳 2000 多 名 学 生 就
读。
”
“学校搬迁子女占学校总人数的
25%以上，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注重引导
学生改善学习和行为习惯，除此之外，定
期对学生进行大走访活动，关注学生的
学习、生活情况。”来学校三年多时间，该
校分管女生教育的副校长兼班主任工作
的吴祝花看着学生的好习惯正慢慢养
成，
课堂表现越来越好，
很有成就感。
在吴祝花的班级里，大多数学生来
自贫困家庭，很多是留守儿童，家校沟通
难度较大。她认为，在教知识的同时，还
要给学生关爱和温暖，同时还要引导家
长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职教扶贫记
本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吴义扬 彭春芳

向帮全（左）与田仁召在茶园前交谈
17 个小时的回家路。通过实地考察以及
请教保靖职中的专家，他决定引进保靖
黄金茶，在村里开辟茶园。
“ 黄金茶现在
市场价格稳定在一千多元一斤，种茶还
有政府补贴，专业农技人员还会来指导，
这个事，
可以搞。
”
启动项目建设后，向帮全日夜守在
现场指挥，他兴奋地告诉记者，第一批黄
金茶 11 月就会栽种上。
见向帮全的创业项目在村里落地生
根，田仁召很是激动。
“2018 年以来，保靖

职中的种养专业组师生到村对农户进行
了 15 次产业引导、种养殖培训，培训人
数达 1000 余人。
”
45 岁的贫困户吴安平去年东拼西凑
了些钱在村里租了 20 余亩田地，准备养
稻花鱼，但由于是初次创业，心里并没有
多少底。
“ 听说保靖职中正在村里办培
训，教大家发展种养殖项目，我把养殖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带去培训现场，找专家
求解，他们很快就为我制定了方案。”更
令吴安平喜出望外的是，学校还为他的

“以前孩子的语文成绩总是 30 多
分，
吴祝花老师经常打电话和我沟通，
我慢
慢意识到，
不能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于是从广东回来搬进了安置区，我就近
打工，孩子就近上学。现在孩子外向了，
语文也有 80 多分了。”学生吴丽花的母
亲感慨地说。
在凤凰县，
“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
人”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方
水土”育“一方人”。凤凰县教体局党组
书记、局长阙德用介绍：
“近年来，凤凰县
努力把安置区所在区域学校办成优质教
育资源，切实满足搬迁户适龄儿童少年
就地就近接受良好的教育需求，在禾库
镇、阿拉营镇等 23 个易扶搬迁安置点新
建、扩建学校，解决了易地扶贫搬迁学生
的就近就学问题，让安置区子女享受到
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推动全县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
”
过去，在易地扶贫搬迁“凤凰县模
式”的护航下，搬迁群众实现了安居梦；
未来，凤凰县将插上“教育扶贫”的翅膀
腾飞，
行稳致远。

200 多斤稻花鱼找到销路，
去年光养鱼他
就增收了 1 万元。
村里的养牛大户彭勇树去年卖掉了
十 余 头 水 牛 ，今 年 包 了 山 塘 养 鱼 和 水
鸭。由于遇上水涝，
彭勇树不得不将 140
多只水鸭仓促卖出，情急之下他找到了
田仁召寻求帮助，几天后，保靖职中便通
过助农购买的方式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120 只水鸭成功卖出，
也护住了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信心。
随着如景村的产业不断壮大，村两
委去年又成立了种植农民合作社，40 余
户贫困户入社劳作实现增收，田仁青便
是其中一个。外出打工返乡的他通过栽
种油茶年增收了 3000 元，不仅能陪在常
年留守的女儿田芸（化名）身边，还为她
的求学解决了后顾之忧。田芸今年从保
靖职中毕业后，现就职于广东惠州的一
家科技公司，月薪在 4000 元以上，贫困
代际传递在这个山村家庭中就此阻断。
而入社贫困户田本艳的女儿今年从
保靖职中毕业后，成功考入长沙南方职
业学院，
未来将成为一名高铁乘务员。
据了解，自保靖职中驻村帮扶以来，
如景村的适龄儿童辍学率为零，村里无
一例教育补助资金漏发、错发、少发的现
象出现。
“村里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在我
们的走访宣传下，对教
育有了重视，而这些孩
子们毕业之后的目标，
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家乡的沃土上种下希
望的种子。
”
田仁召说。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