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石柱县委县政府专门致
函西南大学，对学校一以贯之，为
当地脱贫攻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多年来，西南大学坚持对石柱
进行对口帮扶，为石柱脱贫攻坚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和
智力支持。双方合作机制不断创
新，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成效
不断凸显，打造出校地合作和科技
扶贫的范本，探索科技助推县域经
济发展的富民强县之路，高校服务
社会与自身同步发展的兴校育人
之路。2014年“石柱模式”被评为

“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
例”。

石柱县中益乡是市级深度贫
困乡镇，也是全市脱贫攻坚战的

“主战场”之一。时值盛夏，这里草
木葱茏，山花怒放，群蜂翩舞。花
丛中、道路旁，一组组整齐排列的
蜂箱格外惹人注目。2017年，石
柱县出台扶持中蜂产业相关政
策。去年，中益乡确立了“中华蜜
蜂小镇”的发展定位。到2020年，
该乡将发展中蜂2万群，实现产值
2000万元。

中益乡的中蜂产业，得到了西
南大学的大力支持。学校在中益
乡建立了中蜂饲养技术集成示范
基地，选派专家为中蜂养殖提供持
续的技术支撑。同时，结合中益乡
脆李、中药材等产业发展，组织专
家提供技术指导，助力中益乡脱贫
攻坚。

伴随脱贫攻坚号角的吹响，近

年来，西南大学与石柱的合作更加
紧密——与石柱签订了教育合作
行动计划，成立了“西南大学教师
教育石柱研究中心”；将馆藏数据
库向石柱开放，助推石柱教育发
展；把石柱文化专干请来学校，开
展专业培训；协助石柱组织申报

“重庆石柱黄连生产系统”成功跻
身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成为我市首个申报成功的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组织专家在石柱
实施《巴盐古道线性景观长廊开发
研究》……

与石柱的扶贫合作，要追溯到
15年前。2003年10月，西南大学
与石柱县签署合作协议，共建“石
柱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从
此，开启了高校充分发挥科技优
势，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并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形式、多
层次、宽领域、多方共赢的科技合
作。以“科技创新、产业扶贫”为关
键词的“石柱模式”，逐渐在全国叫
响。

与单纯依靠少数科研人员和
项目“单打独斗”的合作方式不同，
西南大学举全校之力，参与“石柱
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建设，并
组建了常设机构——校地合作处，
校地合作处在石柱县设立办事处，
派员长期驻扎。加强了对合作的
统筹协调和管理，加强了学校、政
府、企业、专家、农户的沟通，形成
了多方联动、协同作战的长效运作
机制。即便纵观全国，这样紧密的
合作实属罕见。

15年磨一剑
打造产业扶贫的“石柱模式”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
和农业学科一样，师范教育学科
同样是西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
科。学校充分整合教育学部、教
师教育学院等学科优势，积极发
挥专家作用，从不同层面加强对
贫困地区的教育专项服务。

4月17日，西南大学柑橘研
究所邓烈、江东、易时来、冉春等
科技特派员赴忠县新立镇开展柑
橘产业科技精准扶贫培训会。忠
县农技人员及柑橘种植企业、合
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共50余人
参加培训。

这样的培训，在西南大学对
口帮扶地区已成常态。学校大力
实施人才帮扶工程，充分发挥教
育培训资源优势，为对口帮扶地
区开展管理干部、企业家、技术人
员、新型农民等全方位、多层次产
业人才培训，提升科技素质。近
年来，共开办农业创业人才培训、
科技特派员专题培训等250余期，
培养管理干部、科技人员和农民
32000余人，间接受益农民16万
人。

边培训，边引进。学校先后
选派近10名优秀干部和教师，赴
石柱、忠县、巫山等地挂职扶贫。
同时，通过组织现场招聘和大学
生毕业推荐等多种形式，帮助引

进人才。解决了地方农业产业发
展人才保障的燃眉之急。

作为一所全国知名的高等学
府，西南大学教育扶贫的视角，并
未局限于重庆一隅。

2016年11月，教育部委托西
南大学承担“西藏教学改革支持
活动”。项目首席专家宋乃庆教
授组织30余名校内外西藏教育研
究和国家教学成果获奖者组成团
队，9次进藏支持教学改革。在项
目组的帮助下，拉萨实验小学“藏
文化特色校本课程”获国家教学
成果一等奖。那曲教体局“西藏
高海拔地区高中异地办学的实践
探索”和西藏自治区教科院“三联
三进一交友的实践探索”获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

5月3日，西南大学《西藏自
治区深度贫困县教育脱贫攻坚

“一县一策”工作指导方案》项目
组在项目总负责人副校长崔延强
的带领下，赴西藏15个深度贫困
县开展深度调研。此次调研历时
17天，累计行程超12000公里。

此次调研是具有国家政治战
略高度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也
是中心和基地全体师生砺练“学
在野”的田野考察精神，发挥扎实
专业的科学研究素养，为民族贫
困地区教育发展履行社会服务职

责，为国家民族教育发展决策贡
献智力支持的宝贵契机。

5月17日，西南大学考察组
到广西百色平果县，考察该校研
究生支教团工作情况。平果县是
西南大学三个支教地之一。学校
连续5年选派30名志愿者在此支
教，获得良好成效。

从1999年派遣首批4名青年
志愿者参加支教服务起，西南大
学至今已有20届、173名青年志
愿者奔赴云南、广西、重庆等贫困
地区开展以支教为主要内容的扶
贫接力行动。

20年来，西南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累计教授学生18000余人，
授课40多万课时。开展各类扶贫
志愿服务活动510余场，课外服务
26000个小时。募集资金50余万
元，建立爱心食堂，募捐图书
10000余册。

6月24日，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
查与跨越贫困陷阱策略研究”首
席专家、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志章教授携课题组赴银川进行
课题论证。课题组深入当地 7
个不同类型的移民扶贫村展开调
研，抽样农户家庭100余个，获取
大量一手信息。为国家制定相关
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为人师而模范 集教育之合力拔掉“穷根”

“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
学而盛，大学孕育城市又反哺城
市。”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介绍，
在百余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早
就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重庆
推动高质量发展，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在农村，最大潜力和后劲
也在农村，学校将立足服务国家
战略，发挥学校农业科技和教师
教育的传统优势，积极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

如今，学校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和地方发展，实施“服务乡村振
兴行动计划”“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重庆行动’”，积极开展校地合作
和定点扶贫工作，与15个省（市、
区）的137个地方政府、企业和科
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合作
项目6011项；成立了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统
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精准
扶贫与区域发展评估研究中心、
乡村发展规划设计研究院等10个
研究平台；发起成立“重庆美丽乡

村建设行动联盟”，在咨询决策、
制定规划、科技服务、示范基地建
设等方面全方位助推对口帮扶地
方的乡村振兴，为产业振兴提供
全力支持。

下一步，西南大学将坚持以
服务求发展、以贡献求支持，围绕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长
江经济带和成渝城市群等国家战
略和区域发展要求，发挥学校自
身优势，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依托农业科技和教师教育两大传
统特色和优势学科，精准落实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五个振兴”，在现代农业、基础教
育、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等方面深化校地合
作，继续做好定点扶贫和对口支
援工作；同时造就、培养一批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
伍，让广大师生深入到农村一线，
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与践行
者。

“立足重庆、扎根西南、面向

全国、走向世界，建设特色鲜明的
世界一流大学，是新时代党和国
家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是西南
大学113年办学历史和文化精神
的传承发展，也是历代西南大学
人孜孜以求、砥砺奋进的宏伟目
标。”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充
满信心地表示，学校与重庆的经
济发展始终血脉相连，“名城育名
校，名校润名城”，“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以及发挥“三
个作用”等重要指示是重庆发展
的重大机遇，未来，学校在重庆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突
出。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的基础上，学校党委将团
结带领全体共产党员和师生员
工，努力推进学校全方位的工作，
学校将与重庆同心同向、共建共
荣，在新时代再续名城与名校的
佳话！

周翱 韩笑 熊珩妤
图片由西南大学提供

同心同向 在振兴乡村的道路上再建新功

西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赴广西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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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蚕桑学教授向仲怀赴四川扶贫扶智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精
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同时，将乡村振兴战
略，确定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举
措。

走进新时代，“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
挥“三个作用”等重要指示
精神，为重庆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和西南大学“双一流”
建设指明了方向，并带来重
大机遇。

作为一所历经百年风
雨，与“三农”有着不解渊源
的高等学府，近年来，西南
大学充分发挥在农业和教
育学科方面的传统优势，聚
焦“三农”发展，致力脱贫攻
坚，力促乡村振兴。通过多
种方式为重庆和国家经济
社会的发展提供科技和人
才支撑，在新时代下积极发
挥高校服务社会的作用。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键；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对石
柱不遗余力的帮扶背后，是西南大
学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优势，为农业
产业勃兴和脱贫攻坚，提供科技支
撑的大背景。

西南大学是市委办公厅、市人
大办公厅、市农委、北碚区对口支
援库区等相关扶贫集团成员单
位。先后承担了对口帮扶石柱、忠
县、丰都、巫山和巫溪等地区的任
务，选派优秀专家、干部和“第一书
记”挂职帮扶，选派优秀师生支农，
赢得广泛赞誉。2015年，荣获教
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10
周年典型经验集体”；2018年，被
评为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2017年
度先进集体。

作为袁隆平的母校，西南大学
在农业学科上优势明显。每年，学
校都会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帮
扶地区，指导农业产业发展。学校
探索“高校+政府”“专家+农村”

“技术+产业”等校地合作模式，把
专家大院建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
到生产一线。积极开展技术研发、
科技攻关，选派优秀专家、科技特
派员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下乡，提
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水平。

今年2月，西南大学荣昌校区
动物科学学院调研组一行十余名
农业专家，走进丰都县高家镇，与
肉牛养殖户和农技人员进行现场
交流，详细了解当地家庭牧场及养
殖合作社运行及肉牛养殖状况。
指导建议该县在专业合作社内建
立配种站、兽药点、饲料加工站。

类似的调研走访指导，贯穿丰
都打造“中国肉牛之都”的全过
程。而今，肉牛产业已成为丰都脱
贫攻坚的支柱产业。2018年，肉
牛产业覆盖丰都 6100 余户贫困
户。众多贫困户已经通过养殖肉
牛，实现了脱贫摘帽。

每一处贫困地区的山山水水，

都留下了西南大学科技人员的足
迹；每一个农业产业项目的发展，
都凝结着西南大学专家的心血和
汗水。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大学
共在石柱、忠县、丰都及巫山四个
县，实施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及成
果转化180余项，为贫困地区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西南大学聚焦石柱黄连
产业。从种植到病虫害防治，从加
工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都有
学校专家全程参与。

——在西南大学的支持下，忠
县的柑桔产业形成了“从一粒种子
到一杯橙汁”的产、加、销、研、学、
旅“六位一体”产业链。忠县成为
重庆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全国柑橘
技术的示范区。

——巫山脆李多年来养在“深
闺人未识”，而今一跃成为成为“中
华名果”，蓬勃的发展势头，同样得
益于西南大学农技专家多年的帮
扶。

——学校被农业部授牌“农业
部魔芋研究中心”，被重庆市授牌

“重庆市高校魔芋资源利用工程研
究中心”。三十余年，学校魔芋科
研团队获得的系列魔芋科研成果
推动了我国魔芋产业的崛起，并促
使魔芋产业发展成为了我国南方
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脱贫致
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
来自西南大学的科技支撑，有

效促进了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
农业产业升级。为成功打造石柱
30万亩辣椒、30万亩中药材、30万
亩马铃薯、10万亩莼菜和高山蔬
菜、忠县“中国柑桔城”、丰都“肉牛
之都”、巫山“中国脆李之乡”等10
多个特色效益农业基地发挥了重
要作用。学校“重庆行动”入选教
育部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学
校获得重庆现代农业建设贡献奖。

让专家走进田间地头
把技术送到农业一线

西南大学专家指导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魔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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