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0日上午，记者驱车抵
达“悬崖村”山脚下的勒尔小学。
从现在开始，就要步行上山了。

刚爬上第一个山坡，村民莫
色雄体从后面追了上来。他背
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背包，但脚步
十分轻快。“你们去年来的时候，
采访过我的嘛。”他乐呵呵地指
着前方说，“今年上山的路，可比
去年好走多了。”

转过一座山头，前方峭壁
上，一段灰黑色的钢梯出现在视
野中。钢梯全部由一根根的钢
管构成，两根钢管组成一级台
阶，插入岩石中，两侧，再用扣件
固定成扶手。

从钢梯上踩过去，感觉非常
牢固。虽然脚下就是千米悬崖，
但与原来的藤梯相比，下脚十分
踏实和安心。

“悬崖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

介绍说，从去年8月开始，州、县两
级财政共投入100万元，将原来的
藤梯换成钢梯。经过3个多月的
施工，11月，钢梯建成投入使用。

在修建钢梯时，村民出工出
劳，将大约1500根、40多吨钢管
一根根背上山，组成了 21 处、
767级牢固的台阶。其中，固定
用的扣件，就用了6000多个。

与原来的藤梯相比，钢梯
“裁弯取直”，比藤梯好走、安全，
还节约了不少路程，喷了防锈油
漆后，寿命可达10至20年。

记者从10点半开始爬山，一
路走走停停，等翻过最后一段钢
梯，到达村口，已经是下午1点
了。“你们不习惯，走得慢。”莫色
雄体在村口等着，他说，以前，攀
爬藤梯上山进村，村民需要1个
半小时左右，现在走钢梯，快的
只要四五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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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四川脱贫攻坚

幼教点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玩游戏。

向总书记汇报
您牵挂的“悬崖村”明天会更好

藤梯变钢梯，将修空中栈道打造彝家旅游新村

“‘悬崖村’脱贫攻坚如何‘绣花’？
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下一步，要解决
怎么精准发力，把这朵花绣好的问
题。”昭觉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总书记对“悬崖村”的牵挂，令人感
动，催人奋进。相关精准扶贫工作，眼
下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

“我们将大力推进古里大峡谷景
区开发。”昭觉县文化影视新闻出版和
体育旅游局局长金文明告诉记者，目
前，成都天友旅游集团已经和昭觉县
签约，该集团拟投资3亿元，一共分两
期，对“悬崖村”—古里大峡谷景区进
行旅游开发。

按照计划，昭觉县政府负责彝家
新寨改造、道路交通建设、污水排放等
基础设施新建改建等，企业则负责编
制景区项目规划，投资建设索道、索
桥、云顶度假村，及探险、穿越、高山速
降等旅游设施设备等。

“绣花”讲究的是精、细，“悬崖村”
的旅游规划，也正是围绕着精和细来
做。金文明说，“悬崖村”旅游的定
位，是打造世界级山地特种旅游目的
地、彝族核心区文化高地、全国旅游
扶贫示范基地。通过农、文、旅、体
相结合的特色旅游产业平台，将农牧
产品转化为旅游产品，村落民居转化
为乡村客栈，村社人口转化为人力资
本，民俗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实现
资源到资本的转化，带动区域内村民
脱贫致富。

根据规划方案，除了打造以毕摩
文化、民俗体验为核心的彝族特色风
情旅游项目，还将修建上山的悬空栈
道、悬崖天路，村里也将建设天村酒店
等极具体验感的设施。同时，以支尔
莫大平台为核心，依托攀岩、山地自行
车、露营、森林探险、热气球等户外体
育运动项目，未来的“悬崖村”，还将成
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户外运动
为一体的体育旅游特色小镇。

金文明透露说，2017年，是“悬崖
村”的旅游开发第一年。本月底，景区
项目规划方案文本将公布，经评审讨
论通过后，正式开始实施。

全省实际脱贫
107.8万人

2016 年，四川实
际脱贫 107.8 万人。
去年四川的年度计划
脱 贫 人 数 是 105 万
人 ，超 额 完 成 率 为
102.7%。脱贫幅度为
28.4%，其中，“四大片
区”88个贫困县减贫
67.5 万人，片区外 72
个县减贫 40.3 万人。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减
少至272万人，贫困发
生率下降至4.4%。年
度减贫人口全部达到
国家“两不愁、三保
障”和我省“1超6有”
标准。

2437个
贫困村脱贫
2016 年，四川有

2437 个贫困村脱贫，
达到了国家标准和我
省“1 低 5 有”标准，
也就是说，这些贫困
村的贫困发生率低
于3%，有集体经济收
入、有硬化路、有卫
生室、有文化室、有
通信网络。

去年全省计划退
出2350个贫困村，实
际超出计划数87个，
完成率103.7%。

5个
贫困县摘帽
2016 年，四川 5

个贫困县年度摘帽任
务全面完成，贫困发
生率全部下降至3%以
下，其中国定贫困县
南部县为2.52%、广安
市广安区为1.46%，省
定贫困县蓬安县为
2.64%、广安市前锋区
为 1.84%、华蓥市为
1.45%。这5个县全部
达到国家标准和我省

“1低3有”标准，即贫
困发生率低于3%，乡
乡有标准中心校、有
达标卫生院、有便民
服务中心。

不仅摘了贫困县
的帽子，农民的收入
也提高了，收入增速
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根据国家统计局
四川调查总队监测数
据，2016年前三季度，
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887 元 ，同 比 增 长
13.3%，比全国农村贫
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
高2.9个百分点。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刘秋凤

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他指出，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改进脱贫攻
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总书记还特别提到了凉山州昭觉县“悬崖村”。他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
态，感到很揪心。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一些。

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现在情况如何了？3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重访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
村。昔日的藤梯，已经被767级钢梯取代，上山的路，好走了。村里还建了幼教点，25名学龄前儿童快乐成长。“总书记的关心让
我们备受鼓舞，‘悬崖村’的干部群众一定会拧成一股绳，好好干！”昭觉县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吾木牛说。

目前，“悬崖村”精准扶贫思路已经清晰：通过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带动脱贫致富。一家旅游集团已与昭觉县签约，拟投资3
亿元，修建空中索道、悬空栈道、悬崖天路、天村酒店等设施，将“悬崖村”打造成特色彝家旅游新村。

在3月9日晚的央视新闻联
播上，来自“悬崖村”的一段视频
火了。视频中，村民向总书记报
告村里的最新情况。支尔莫乡党
委书记阿吾木牛说：“请总书记
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干，让我
们村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说起这段向总书记汇报的
视频，“悬崖村”第一书记帕查有
格仍然十分兴奋。他说，3月9
日，他用手机给村民播放了总书
记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并提到

“悬崖村”的新闻视频。“没想到
总书记如此挂念我们。”村民们
看了视频后，都非常激动。

“现在，村里有了4G信号，可
以视频通话聊天了。”帕查有格
说，大家看了视频，除了感动，还备
受鼓舞，于是，大家提议，用手机录
制一段视频，表达自己的心声。

“真的很激动。”在视频中
“抢镜”的莫色伍哈，因一脸笑
容，被网友称为“笑脸叔”。3月
10日，他仍然穿着视频录制时的
彝族服饰。“今年我承包了6亩
地，准备种花椒、魔芋。”对于未来
的发展前景，莫色伍哈充满信心。

“现在村里的农作物，能更
方便地运到山下，卖个好价钱。”
帕查有格说，村里办起了合作
社，养了400多只山羊。在山
下，7000株脐橙长势良好；山上，
将进一步扩大核桃、青花椒的种
植面积。

村里还将引进白魔芋，养殖
岩鹰鸡。现在，村里还试种了2
亩地的中药三七，如果效果好，
明年将扩大面积，“带领大家撸
起袖子加油干，‘悬崖村’的明天
会更好。”帕查有格说。

进村的藤梯变成767级牢固钢梯
“今年，上山的路可比去年好走多了”

进了村，莫色雄体放下背
包。“你的微信是好多？来，扫一
扫。”他掏出手机，打开微信。

2016年 5月，记者第一次
来到“悬崖村”。当时，村里的手
机信号非常微弱，要打电话，得
跑到山坡上去寻找信号。

“现在，4G信号都是满格。”
莫色雄体打开手机，他天天都要
在网上看新闻。他说，前段时
间，当地的电信运营商从山下牵
来了光纤，并给村里赠送了一批
上网设备和电视机顶盒，这个偏
远山村，第一次有了WIFI信号。

和村里其他同龄人一样，以
前莫色雄体会南下广州在建筑
工地上当小工。今年，他选择留

在家里，他有了自己的创业打
算。

“现在，家里种了2亩地的
青花椒，养了15只羊，下一步，
我计划养生态鸡。”莫色雄体看
着对面云雾缭绕的大山，“现在，
政府对我们的帮扶力度这么大，
听说村里马上要开发旅游，我就
不信在村里不能致富。”

和莫色雄体有着同样打算
的，还有村里的不少青年。记者
去年曾经采访过的俄底长江说，
今年，他也不准备再外出打工
了，在家里搞种养殖，还可以就
近照顾孩子，“总书记对我们村
都这么牵挂，在村里，一定能闯
出名堂！”

村里的一处瓦房旁，一面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这里，是“悬
崖村”的幼教点。

下午 3 点，是课外活动时
间。老师甲拉曲洗和吉伍尔洛带
着孩子们走出教室。看到记者来
到，孩子们会用普通话说“你好。”

吉伍尔洛说，她和甲拉曲洗
老师都是去年9月通过凉山的

“一村一幼”统一招考，来到“悬
崖村”幼教点任教的。现在，村
里的幼教点一共有25名学龄前
儿童，最小的只有2岁。

幼教点一般是上午10点半
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针对娃

娃们年龄不一的问题，老师将孩
子分成两组。年龄小的，教他们
汉语拼音、做游戏，年龄大一些
的，教他们识字、数学等。

“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基
本听不懂汉语。”吉伍尔洛说，经
过一段时间的教学，现在，孩子们
都会说普通话了，“以前，他们都
很害羞，现在，非常开朗大方。”

通过运营商捐赠的电脑，现
在，幼教点下载教学资料非常方
便。现在的幼教点是租借的村
民家的堂屋，目前村里新的教室
已经开始施工，下学期，孩子们
就能搬到新教室上课了。

不再出外打工家门口也能致富
“总书记这么牵挂，在村里一定能闯出名堂”

多了幼教点 25个娃快乐成长
“孩子们以前都很害羞，现在非常开朗大方”

“请总书记放心，
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好”

脱贫攻坚如何“绣花”？

建上山索道
未来将成旅游新村

阿克鸠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摄影报道

2016年5月26日，一位村民爬天梯上山，身后陡峭的悬崖让人心惊肉跳。
（本报资料图片）

2017 年 3 月 10
日，航拍钢梯。

2017年3月10日，村民攀爬钢梯进村。

2016 年 5 月 30
日，本报关于悬崖
村的报道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