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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用“假发票”套现
345 万元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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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大凉山，并非一件易事。说她美丽、富饶，

说她贫穷、落后，似乎都对。

四川省西昌市邛海边，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
博物馆内，矗立有一座巨大的雕塑，姑且把雕塑叫

《绳索》。
雕塑前一块石碑上刻着 4 句话：“一根粗大的

绳索，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个觉醒的过程，一个崛
起的时代。”艺术家的设计和 4 句注释，寓意深刻，
发人深思。

说起大凉山，知道的人应该不少。在人类学家
眼里，她曾经是人类保存最完整的奴隶社会活化
石；在文化学者眼里，她是拥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
神秘之地。

喜欢旅游的人，对大凉山更熟悉。在他们眼
中，凉山有热情奔放的彝族火把节，有美丽的邛
海、仙境般的螺髻山、浪漫的泸沽湖，还有名列“世
界十大大峡谷”深度之首的大渡河大峡谷，更有令
国人自豪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但对那些不熟悉大凉山的人来说，媒体尤其
是自媒体中常见的“悬崖村”“人畜共居”“吸毒”“辍
学儿童”等标签，共同构成了一个极端落后的印象。

拨云见日，让我们走进真实的凉山。

“悬崖村”到底有多少？

传闻：说起大凉山就想到“悬崖村”

实情：“悬”不“悬”没有界定标准

这是一道选择题。回答“有”或“没有”，似乎都
正确，也都不正确。

先说说“有”的正确性。
四川盆地周边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

山彝区和高原藏区，不仅是“蜀道难”的主要分布
区域，也是四川四大连片贫困地区。

这里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分布着大量的高寒
山村(媒体又称“悬崖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精准扶贫以
来，这些高山村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悬崖上的
村庄”“云朵上的村庄”“高山贫困村”“绝对贫困村”
“极端贫困村”等。

近两年，媒体集中报道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凉山州)昭觉县的阿土勒尔村，并形象
地称它为“悬崖村”。

一段时间里，一说到“悬崖村”，人们自然想到
昭觉县的这个村；一说起大凉山，人们习惯性地联
想到“悬崖村”。

从新版汉语词典和字典的文字解释看，似
乎说“悬崖村”也有点靠谱。近两年，大凉山昭觉
县、长江三峡、太行山等媒体报道过的村，的确
又高又陡，符合“悬崖”这一词义，称“悬崖村”也
不算错。

由于悬崖没有高低标准。在中国西部、中部的
大山区，这样的高山悬崖村更不少见。从这个角度
讲，中国的悬崖村很多，大凉山的悬崖村也很多。

再说“没有”的正确性。
没想到的是，尽管各地都承认有高山村，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各地山区县采访高山村
时，除了昭觉县承认这个“悬崖村”外，各地均异口
同声否认：“我们这里没有悬崖村。”

因为媒体集中报道过的昭觉县“悬崖村”，提
高了阿土勒尔村的知名度，带来了社会和政府的
大投入，好处多多。而其他地方之所以一概拒绝承
认，因为“悬崖村”成了负面、落后的代名词。

凉山州交通系统一位干部说：“什么叫悬崖？
没有标准，也不是交通术语。”

“悬崖村是个特例，是媒体加工的特例。四川
有多少悬崖村？没有数据，因为没有对悬崖和悬崖
村的界定。”四川省公路局几位专家明确指出。

其实，不管叫“高山村”还是“悬崖村”，它们就
在那里。从精准脱贫角度讲，它们不仅是脱贫攻坚
的硬骨头，也是基层干部签下“军令状”必须限期
攻克的“堡垒”。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四川基层干部认
为，是否叫“悬崖村”不可怕，关键是要战胜“思想
上的悬崖”，消除等靠要思想。只要打破畏难情绪，
就能攻克“堡垒”，实现精准脱贫。

“人畜共居”咋回事？

传闻：门前一堆粪；墙上不开窗

实情：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

“门前一堆粪”“人畜共居”“墙上不开窗”，这
曾经是大凉山高寒山区群众上千年的居住习惯，
也曾是大凉山区给外界最直观的第一感受。

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
的强力推进，这种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这
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探究“人畜共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对不
能简单地用彝族群众素质低来片面解释。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乌尼乌且曾告诉记者：“关
于人畜共居，是为了安全，是迫于无奈，是出于习
惯。奴隶主把奴隶与牛羊关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
财产。”“过去不开窗户，很简单，高山上要避寒，没
有玻璃，哪能开窗？”

“混居有历史原因，在高山上住一起可防冻，
防盗。”凉山州民宗委一位干部告诉《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过去搞移民搬迁、“三房”建设，乃至这几
年搞的彝家新寨、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农村危房
改造，都是为了解决人畜混居问题。

彝族学者阿古扎摩撰文指出，彝族本来就是
一个游牧民族，彝族人称自己的财产为“直渣”，意
为钱粮，“直”主要指马、牛、羊、猪、鸡。“因此在修建
住房的时候，就统一把牲畜圈和居住房合为一体，
以便于住守和管理，并非不讲卫生。”

追赶现代文明，凉山人一直在努力。
首要的有效办法就是住房改房。州扶贫办原副

主任胥国荣曾告诉记者，1982 年，一位中央领导来
凉山后，首次开始了住房改造。1993 年，另一位中
央领导视察后，首次提出“人畜分开”等基本标准，
连续搞了 7 年的住房改造。从 2003 年至 2008 年的
三房改造扶贫工程，累计改了 8 .5 万户。从 2009 年
开始，有 14万多户列入了“三房改造”计划。

尽管这几次的标准都太低，但却是最受群众
欢迎的民生工程。

经过多轮扶贫攻坚，加上本轮正在实施的“精
准扶贫”战略和“易地扶贫搬迁”措施，凉山彝族群
众已经同步跨上了脱贫奔康的快车。

根据记者这几年的实地调研，说“人畜共居”在
大凉山区已基本绝迹，并不过分。完全可以相信，
到 2020 年，彻底告别“人畜共居”绝对有把握。

“洗洗手”也叫革命？

传闻：“凉山老百姓有很多陋习”

实情：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生活细节

没错，同大凉山高寒山区的“住房改造”一样，
这也是一场革命。这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减贫运动，也是最精准的扶贫措施。

有了好的住房，才能具备养成好习惯、形成好
风气的物质条件。

凉山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南有金沙江，北有大
渡河，从东到西是一条条高高的大山。山水阻隔，
加上历代战乱、家支争斗、民族隔阂，大凉山就是
这样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极端封闭社会。

1956 年 1 月，老红军、副州长王海民在凉山
州第一次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上，举铁锤砸锁链，象
征凉山民主改革正式开始。

50 余万奴隶(其中锅庄奴隶近 6 万人)得到
解放，100% 的翻身奴隶和 80% 以上的劳动人民
拥有了土地、房屋、牛羊等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
自己的命运。1958 年 3 月，民主改革取得胜利，标
志着凉山奴隶制社会的终结。

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夜翻身，昔日的农奴“当
家做主”，并不代表社会文化的全面提升。

彝族学者巴且日火撰文指出：彝族人“一步跨
千年”的结果是，还未能完全舍弃旧传统文化的行
囊，行走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感。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等撰文指出：“民改时彝
族人口达 100 万，如此之多，但没有自己的集市贸
易……无城无市(封闭)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
引导彝人从贫困走向贫困……这就是历史上覆盖
凉山彝族整体贫困的帽子。”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扶贫，部分群众解
决了低标准的“酸菜土豆”型温饱。但很长一段时
间内，人畜混居现象依然存在。省民委一位干部
说：“老百姓有很多陋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
不洗脸、不洗手。”

1997 年，国家民委一位副主任实地察看后评
价：“这是原始贫困。”

1989 年，记者遍访大凉山，仍然是极端贫困。
美姑县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已在寄宿制学校
中推广三洗，即洗手、洗脸、洗脚。但都比较困难。”

而“不洗手、不洗脸”与其说是“落后习惯”，毋
宁说是生活条件极端落后中慢慢形成的。

凉山州彝族学者罗洪兹格曾撰文指出：“饮用
的水不是坑积水、就是到几里外去背的水。用水
难、饮水难，迫使村民难以讲究个人、家庭、环境卫
生，因此，贫困和疾病相依相伴。”

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艰难的
过程。在本轮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
中，凉山州把扶贫攻坚的部分内容形象化为“三建
四改五洗”。“三建”即建庭院、建入户路、建沼气
池；“四改”即改水、改厨、改厕、改圈；“五洗”即洗
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州内有的单位还称
这是“四改革命”“五洗运动”。

这一次是现代意义上的一步跨千年，真的是
在拼命补千百年来欠下的课。凉山州把“五洗”作
为“养成好习惯”的重要内容，说明“精准扶贫”已
“精准”到细节上。

“辍学儿童”有那么多吗？

传闻：凉山“辍学儿童”很多

实情：已经没有因贫辍学现象

答案很简单：过去很多，现在已经没有了。
有人说，四川在凉山州实施“一村一幼”以来，

凉山州农村幼教点的密度，已超过全国所有的大
中城市，实属创造了解决“上学难”的奇迹。

教育状况是反映一个区域文明、进步、开放状
况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区域的未来是否充
满希望的尺度。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曾撰文回忆：“解放以后
出生的凉山彝区儿童，最早接触且接触最多的汉
人当属教师了，这些教师虽然不懂彝语，但从他们
的温和的眼神、亲切的笑容中，孩子们分明感受到
了他们并不像父辈所描述的那样，是穷凶极恶、专
割小孩耳朵的坏蛋。相反，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
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并且似乎无所不知。”

有“人类文明工程师”称号的教师，在今天的
大凉山，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播文明。不仅教孩
子们洗手、洗脸、刷牙等卫生习惯，还传授爱党、爱
国、守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5 岁的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
咏翰，到普格县中学报到，看到的是勃勃生机，“真
的没想到，这里的硬件教学条件，一点不比内地城
市中学差。”李咏翰说。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通过信息技术，普格县中
学师生与相隔 500 多公里外的名校——— 成都七中
育才学校，实现了同步直播上课、教师同步备课办
公。“借助‘智慧云’，名师搬到了彝区课堂，偏远、闭
塞的民族地区孩子，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李咏翰说。

四川把教育作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凉山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2017 年
底，3000余个幼教点遍布全州。凉山州在园(班)幼儿
24 .34 万人，学前 3 年毛入园率达 83 .35%；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达 76.23万人，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
入学率达 99.54%、93.17%。

凉山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李涛说，不仅全校
无因贫辍学现象，而且学生有明确的就业方向，能
起到“一人读书就业，全家脱贫”的效果。

“短期扶贫靠产业，长期要靠教育。”布拖县副
县长比布有打告诉记者。在 2014 年四川省两会
上，他呼吁在凉山州全面免除 3 年幼儿保教费和
3 年普通高中学费、书本费，如今已成为现实。

“教育会改变 70 后、80 后这代人的后代，使
后辈人文化素质得到整体提升，他们会成为未来
凉山发展的希望。”比布有打坚信。

“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传闻：吸毒贩毒重灾区，艾滋高发区

实情：源头“治毒”成效突出

答案很肯定，过去不仅有，还曾经很厉害。但
据记者眼见为实，现在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21 岁的小伍(化名)，家在昭觉县竹核乡的木
渣洛村，是曾经的吸毒、贩毒重灾区，也一度是艾
滋病高发的地区。

小伍从四川眉山市卫生职业学校毕业，目
前一边在昭觉县城的一家诊所打工，一边为考
取护士从业资格证书而努力。她说，选择学医跟
她童年的记忆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正是竹核乡“毒情”最严重
的时候。小伍的姑姑和父亲都染上了毒瘾。姑姑
的身体越来越差，10 年前就去世了。长大后才
知道，夺走姑姑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家人的离去带给这个家庭很大的触动，小
伍的父亲痛下决心，戒除毒瘾。

就在他父亲暗下决心的同时，一场全民动
员的禁毒斗争也在凉山打响。

今年 50 岁的王洪来自距木渣洛村 20 公里
的城北乡古都村。他 14 岁那年，母亲去世，他打
工，后做起皮毛、药材生意，成为村里“最会找
钱”的人。

而此时的老家古都村，一些人染上了毒瘾，
还有一些人在高额利益的诱惑下走上了贩毒的
不归路。

眼看着被海洛因荼毒的村庄越来越萧条，
王洪眼里常常涌出泪水。

2005 年，王洪思量着给吸毒的年轻人找条
正道走。那一年，他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
预备党员，两年后高票当选村支书。他上任后第
一件事就是搞一场民间“禁毒运动”。他召开了
禁毒大会，召集村干部和有威望的老人，制定了
村规民约。

他们组织人员晚上搞突击检查，发现吸毒、
贩毒的马上向警方举报。他还请来“毕摩”，用古
老的方式“治毒”。

凉山州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凉山
正把禁毒工作，作为事关凉山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抓，禁毒工作
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进重点整治地区
“去标签行动”。

2017 年，凉山对外流贩毒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派出了 15 支小分队赴全国重点地区协作整
治清遣外流贩毒人员，协助破获毒品案件 202
起，打处犯罪嫌疑人 277 人。

如今，凉山州全面开展了禁毒“五大行动”：
破案攻坚、外流贩毒整治、堵源截流、收戒转化、
预教管控。

民间的禁毒工作也毫不松劲，目前像古都村
这样的民间禁毒协会，已经覆盖昭觉县 271 个
村，参加协会的家庭达到 9.6万户 15 .2万人。

彝族著名学者张明评价说：“现在凉山彝区
各级政府全力以赴解决这一致贫的病根，特别
是利用彝族家支的自治功能对吸贩毒问题进行
防治，并在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了家支的禁毒
任务，做到家族内部人员无参与贩毒、种毒、制
毒现象。这是从源头上治理，成效非常突出。”

凉山在小康路上会不会掉队？

答案很肯定，不会。不仅不会掉队，而且一
定能够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完成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

最大的理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
伯承与彝族当地头领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
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给万
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是中国共产党的民
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

解放后，特别是 1956 年的民主改革，终于
废除了奴隶制。在 1956 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
上，彝族代表伍精华以《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
飞跃》为题作大会发言，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
中央领导的赞扬，赢得全场代表雷鸣般的掌声。

几十年来，凉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
写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
走向开放的恢宏诗篇。

2014 年，随着精准扶贫在全国全面启动，

一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在凉山大地展开。“开局
就是决战，上阵就要冲锋”。在大凉山各地，每天
都在发生着“千年巨变”。

喜德县阿吼村，年近八旬的阿说牛牛老人，
在看到政府为她修的新房后，高兴得落泪。她拉
着第一书记王小兵的手说：“如果阿妈还在，我
一定要把满柜子的腊肉和大米送给她吃！告诉
她现在过上了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小兵告诉记者，这个高寒山区村已于
2017 年整村脱贫。这两年，20 多位姑娘嫁进了
这个山村。村民们摈弃陈规陋习，过上了“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的四好新生活。

在凉山州，“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场景到
处可见。全州 9000 多名帮扶干部、2497 名第一
书记、280 名禁毒防艾和计生专职副书记扎根
一线。

据凉山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局长王永贵介绍，2012 年全州贫困人口达 94
万，约占全省贫困人数的 13%。党中央、国务院提
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国家、省
级部门加大对大凉山彝区的投入力度，中央、省
上财政投入比例每年增幅都在 50%以上。

王永贵告诉记者，从 2013 年至 2017 年底，

全州 5 年内完成了 44 万人的脱贫任务。仅仅两
年多，“彝家新寨”就让 10 余万户村民搬入新
居，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也达到 10 . 16 万。

他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干部用辛苦指数
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从 2018 年起，未来 3

年，凉山州有信心完成 11 个国贫县的摘帽工
作。”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陋习宣战，从住房
革命、厨房革命到厕所革命，凉山州开辟了一
个又一个精准脱贫的主战场。这些攻坚战，越
往后越艰难、任务越艰巨。要获全胜，还有很多
堡垒需要攻克。

全州贫困人口从 2013 年底的 94 . 2 万人减
少至 49 . 07 万人，全州贫困村从 2072 个减少到
1118 个，其中深度贫困村从 1350 个减少到
1002 个。这意味着，下一步需要脱贫的高达 49

万多人，大多数居住在海拔更高、生产条件更差
的高寒山区，脱贫奔康的难度更大。而后面的
1118 个贫困村，就有 1002 个是深度贫困村，也
就是说几乎全部是深度贫困村，难度更大是不
言不喻的。

既然是深度贫困村，作为扶贫的生命
线——— 公路建设，就成为更硬的硬骨头。特别是
大渡河、金沙江两岸的高山村，几乎大多属于媒
体所称的“悬崖村”。修路难，修好路后保通保暢
更难。据 2017 年 6 月的一份材料显示，在四川
彝区还有 9 个乡、24 个建制村不通公路，有
101 个乡镇、1981 个建制村不通油路或水泥
路。要限期完成，任务十分艰巨。

另外，当地政府也清醒地提出，要“看得见”
的贫困与“看不见”的贫困一起抓，治愚治毒治
病治超生“四治并举”。这些哪一项都不轻松。

首先，贫困程度差不多的山区群众，也就因
为收入多几块钱，或多养一只鸡一只羊，没有评
上贫困户，这就是“临界贫困户”，这部分群众在
大凉山估计也有好几十万。他们没享受到一系
列扶贫政策，但他们也必须同步奔小康，这也是
摆在党和政府面前，需要继续解答好的“考题”。

还没有养成、还正在养成好习惯、好风气的
群众，这属于精神贫困，也就是看不见的贫困，
这既离不开贫困户自身物质条件基础，也离不
开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大环境，也是一项
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在经历了最痛苦的自
我革命之后，获得的必然是最伟大的重生。签下
的“军令状”，基层干部信心满满，脱贫攻坚的
“硬骨头”，一定能啃下，凉山彝族人民在小康路
上绝不会掉队。

(参与采访：吴光于、吴晓颖、陈地、刘海、
刘坤)

“悬崖村”到底有几多？“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揭开传闻与“标签”，走进真实的凉山

本报记者蒋作平、肖林

凉凉山山州州甘甘洛洛县县乌乌史史大大桥桥乡乡，，正正在在建建设设家家乡乡的的当当地地群群众众奋奋力力抬抬电电线线杆杆，，向向山山顶顶的的二二坪坪村村攀攀登登。。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蒋蒋作作平平摄摄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