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脱贫攻坚深入稳步推进，作为全国范围内脱贫任务最为艰巨地
区之一，凉山州在2018年交出了怎样的答卷？脱贫工作又给生活在这
片热土的人们打开了怎样一扇窗？

2019年1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大凉山，来到基层，
把镜头对准这里的80后、90后们，透过他们积极向上的眼神，聆听凉山
年轻追梦人的青春故事。

大山里的网红篮球哥：

我不是凉山科比
我是曲比尔里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
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
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
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进
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继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
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
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
人共襄盛举，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
同非方携手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非洲联
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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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8版
阴转晴 偏北风1-2级

看“凉山科比”视频

扫二维码

三双球鞋
网友送的

一月初，冬天第一场雪之
后，暖阳普照，基伟村的天空，愈
加湛蓝。

尚未成家，曲比尔里暂与妈
妈、大哥大嫂一家“挤”在一起。
尽管是“挤”，但因在家排行最
小，他独自居住在一栋两层瓦房
的二楼。

推门进去，堂屋左边堆放了
很多杂粮。右边，就是曲比尔里
的房间。房间有点小，但很整
洁。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就
把房间搁满了。房间里，有三样
物品最为显眼。墙上，挂着五件
NBA球星科比的球衣。床下，
搁着三双崭新的篮球鞋。桌上，
摆着一台电脑，正播放着科比的
比赛视频。

曲比尔里说，这些球衣和球
鞋，都是网友寄给他的。而他与
网友结识，就是通过网络短视频
平台。球鞋都是新的，曲比尔里
舍不得穿，除非有特别正式和重
要的场合，他才拿出来。

从鞋盒子里拿出球鞋，曲比
尔里没有直接上脚，而是拿着鞋，
来到楼下的自来水龙头旁，把双
脚清洗了一遍，把脚擦干后，这才
把那双紫色的球鞋穿上脚。

11秒视频
成了网红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
的深入推进，基伟村的通信条件
得到了较大改善。

前不久，运营商在村头架起
了基站，让全村网络速度变得很
快。“以前，我没有手机，更不知

谁说女子读书无用？
29岁的阿牛阿呷，是凉山州喜

德县思源实验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的家，在喜德县金尔果村，这

是一个很偏僻的彝家小山村。父亲
阿牛乃莫是一位普通护林员，母亲
是典型的彝家妇女。

正是这样一对很少走出大山的
彝族夫妇，率先打破了“女娃娃读书
无用”的陈旧观念，依靠养羊、养猪和
种地，先后将大女儿阿牛阿呷和两个
儿子送进了学堂。如今，三个娃娃都
上了大学，他们也成为了金尔果村首
个三个儿女都是大学生的家庭。

阿牛阿呷高中毕业后，考上西

华师范大学，她也是全村第一个女
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阿牛阿呷深知知
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毅然决定回到
金尔果村当教师。二弟大学毕业
后，也被姐姐喊回来当了教师。于
是，姐弟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年复
一年地哺育着山里的孩子。

现在，因为教学成果优秀，阿牛
阿呷被调到了喜德县思源实验学
校。三弟考上了研究生，正准备攻
博。大姐对他的要求是：“希望你毕
业后，也能回到大凉山。”

阿牛阿呷说，她的愿望很小，希
望自己教过的孩子都能走出大山。

凉山州盐源县禄马堡村，地处
雅砻江畔，交通便利却土地贫瘠。
这里海拔最低处为1500米，最高处
达到3000米，生活着汉族、藏族、蒙
族、彝族等440余户、1800余人。

80后村长朱育国在2017年上
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依据政策帮助
贫困户修房子。于是，他的背影，每
天都会出现在村道上。

2016年，全村脱掉“穷帽子”，
但脱贫后的致富路，却不如想象中
那么畅通。

走在村道上，朱育国开始琢磨
起了“坡沟经济学”。

山上村民户，种青椒、种核桃。

山下公路边村民户，用雅砻江“金河
鱼”作为招牌，为前往泸沽湖旅游的
过路游客提供餐饮、洗车服务，解决
就业岗位120余个。目前，有的家
庭年收入已超过20万元。

“以前我们村主要种粮食，只能
解决温饱，现在种上了烟叶、核桃、
梨子、青椒等经济植物。青椒的种
植面积最宽，但是种得太多，价格就
起不来。”

朱育国说，过了这个春节，他想
走出去考察一下，看能否找到更适
合坡沟发展的经济项目，希望自己
的“坡沟经济学”，让460户村民过
上小康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梁波谢凯 胡瑶 吴枫
徐湘东 肖洋 摄影报道

脚分开站定，双膝微微弯
曲，半蹲的身体迅疾起
跳。被举过头顶的篮球，

随着右手五指的轻轻拨动脱离指
尖，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旋转着
飞向篮筐，空心中的！

这是NBA球星科比最经典的
跳投动作？不，这是被60万网友
称为“凉山科比”的曲比尔里的看
家本领。

曲比尔里，今年22岁，他的
家，位于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基
伟村二组。喜欢打篮球的他，因
为模仿“科比跳投”动作的视频，
成了网红。

“我不仅要打篮球，还要生活，
还要赚钱养家！”面对网友的赞誉，
曲比尔里却很谦虚。他摸了摸自
己后脑勺，笑着说：“我不是凉山科
比，我是曲比尔里！”

正是曲比尔里的一个爱好，点
燃了基伟村一群孩子的篮球梦。

双

道Wi-Fi是什么。现在，家家
户户都用Wi-Fi，上传视频只
要十几秒钟。”曲比尔里说。

正是网络，给曲比尔里打
开了一扇窗。

当曲比尔里模仿科比投篮
动作时，村里自称“我是姚明”
的沙马金华，用手机将这一幕
拍了下来。然后，曲比尔里将
其中的11秒画面，上传到短视
频平台。没想到，短短几个小
时内，就有近万人给曲比尔里
点赞。“他们都说我很像科比。
或许大家都认为我这个后脑勺
真的很像吧！”曲比尔里摸着自
己的后脑勺笑着说。

截至目前，曲比尔里已在
两个短视频平台注了册，粉丝
总数高达近60万。其发布的
内容，基本都是打篮球的视频，
零星也发一些自己的生活内
容。“起初，我觉得我很像，我有

点骄傲。可是，后来，有人说我
有点那个，我也越来越觉得有
点不好……”于是，曲比尔里删
除了很多视频。

一群孩子
一堆绰号

曲比尔里爱上打篮球，要
从上小学时讲起。“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天。但自从我摸到
篮球，我就舍不得放下。”曲比
尔里说，哪怕一天不吃饭，他也
要打篮球。

曲比尔里打篮球，一般只
有两个场地，一个是学校操场，
一个是村篮球场。特别是假期
里，他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出现
在村篮球场上。起初，是村里
同龄人过来陪着他玩。后来，
村里的小孩子们也跟着一起

玩。如今，跟着曲比尔里打篮球
的孩子，已经有十多个了，最大的
13岁，最小的8岁。

“你朝里跑，他往那里跑！
快！你把球传给他，他上篮……”
每天傍晚时分，除了拍打篮球的
短视频，曲比尔里还带着孩子们
在村篮球场练习跑位、上篮等基
础动作。

久而久之，孩子们的技术越
来越好了，他们也给自己取了绰
号。13 岁沙马子布说“我是欧
文”，13岁的曲比阳阳说“我是詹
姆斯”，13岁的俄其布布说“我是
杜兰特”，13岁的吉朵拉者说“我
是郭艾伦”，13岁的沙马子夫说

“我是大胡子哈登”，13岁的曲比
可惹说“我是飞人乔丹”，13岁的
沙马金华说“我是姚明”，8岁的吉
朵布哈说“我是小乔丹”……当这
些稚气的声音，在篮球场上，一个
接一个喊出来时，不仅充满了自
信，更让人看到，正是曲比尔里的
个人爱好，点燃了基伟村孩子们
的篮球梦。

一套新房
新的生活

曲比尔里爱打篮球，却让家
里人有点着急。妈妈说：“他只打
篮球，不要老婆。”

对此，曲比尔里也有着自己
的打算，他说，妈妈着急他也知
道。有网友也告诉他“不仅要打
篮球，还要生活”，“所以，我除了
爱打篮球，我还要赚钱养家。”曲
比尔里说。

去年底，在离现在家300米的
地方，曲比尔里盖起了新房子。
新房除了堂屋，有三间房，最大一
间给妈妈住。另外两间，一间自
己住，一间留给未来孩子住。盖
房子的钱，除扶贫资金支持了一
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无息贷款。

“尽管有点手紧，但春节前一定能
盖起来。”曲比尔里说。

在新房的旁边，还有一块空
地。曲比尔里琢磨，要是能建一
个篮球场就更好了，因为他和孩
子们在这里打球，再也不担心篮
球滚到山沟里找不到了……

“返乡族”阿牛阿呷
“哪个说女子读书无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刁明康 忻晓松徐湘东 肖洋 摄影报道

阿牛阿呷 朱育国

面孔1

面孔2 面孔3盐源“背影村长”
用“坡沟经济学”让村民富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刁明康忻晓松 徐湘东 肖洋摄影报道

“凉山科比”和他的篮球小伙伴们。曲比尔里 22岁
家住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基伟村二组

喜欢打篮球的他，因为模仿“科比
跳投”动作的视频成了网红。

曲比尔里模仿科比投篮的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