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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变“造血”车间扶老乡

今年春节，美国史迪威国际战略咨询集
团总裁李曦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西部温暖而
特别的新春祝福，信息发送人是甘肃省定西
市渭源县北寨镇党委书记张海波。去年，李
曦等 40余名海归参与了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
学人员联谊会） 组织的扶贫行动，他们来到
了距北京 1600多公里之外的北寨镇，帮助当
地建成了扶贫车间、光伏农场等产业项目，
为渭源脱贫攻坚注入了活力。“春节里收到了
数不清的拜年信息，但我对这一条的印象特
别深刻。”李曦笑着说。

19 年前，还在美国工作的李曦就开始参
与相关扶贫工作，2007 年回国后，从关爱贫
困大学生到帮助重病儿童家庭，他的身影频
繁活跃在公益事业中。

位于渭源县东北部的北寨镇，干旱少
雨、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是典型的北
部干旱山区。受自然环境、基础条件等因素
制约，全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贫困程度较
深，属市级深度贫困乡镇，13 个村均为建档
立卡贫困村。李曦记得，当时正值中秋佳
节，扶贫团队一行人驶过一条条尘土飞扬的
盘山弯道，不仅带去了资金和技术，也为当
地村民送去了真诚的节日祝福。

镇上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妇女的工
作问题如何解决？实地考察后，李曦团队决
定在北寨镇建造手工编织扶贫车间，为当地
数十名妇女提供就业岗位。在占地 80多平方
米的车间内，设有编织室、培训室和展览
室，培训室内配备了电脑、桌椅，可以供 20
人同时进行培训学习。“企业+车间+贫困
户”的模式，变“输血”为“造血”，为北寨
镇拓展了就业扶贫路径。

手编草帽、串珠，这些特色手工制品从
这里走向市场，李曦欣慰地告诉本报记者，
现如今在扶贫车间工作的妇女月收入能达到
2700元到 3500元，而在此之前，这些妇女的
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除了帮助留守妇女，
我们还在当地打了一口高山蔬菜灌溉井，以
解决农业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李曦说。

近 20年的公益路走来，李曦愈发感到公
益是“自然而然应该去做的事情”。“回报社
会是我们海归企业家的责任，坚持做公益就
是守住一颗‘平常心’。觉得应该去做，就要
努力把它做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李曦说。

苍蝇乱飞，气味难闻。在北寨镇，当地
旱厕卫生条件的恶劣深深地刺痛了李曦等扶
贫团队一行人，“尽管去之前我们对北寨镇的
环境有心理准备，但村里卫生条件的恶劣仍
令人震惊，尤其是厕所，这也影响了整个村
子的卫生状况。”卫生条件差，村民的疾病防
控也受到影响，李曦等人决定搞一次“厕所
革命”，花费6万多元为村民进行水厕改造。

谈及改造后的农村水厕，李曦说，能得
到村民的“点赞”让他心里很满足，“有村民
告诉我们，‘卫生条件好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也提高了不少’。有这句话就够了”。

依当地实际 创特色品牌

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使
得甘肃多地“年年种粮不见粮”，但却极适合
马铃薯的种植。顺应自然规律，发展特色农
业，全力推进马铃薯种植业发展，形成集种
植、科研、销售一体化的马铃薯种薯产业发
展格局，也让渭源县有了“中国马铃薯良种
之乡”的称号。定西市更是打造起了“中国
薯都”，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三分之一都来
自马铃薯产业。

着眼于当地特色农业，毕业于美国康奈
尔大学的海归王胜地决定与北寨镇签署马铃
薯切片加工合作协议，累计投入资金 30余万
元建设马铃薯扶贫车间，他所创建的纸尿裤
公司“爸爸的选择”负责提供加工设备。

让马铃薯变成薯片，用口感“征服”消
费者。王胜地介绍说，有了专业的薯片加工
设备，能解决当地一部分贫困户的就业问
题，规模化的车间运作和马铃薯深加工也可以逐渐帮助加
工厂步入正轨。

因地制宜，培育孵化新型农业科技型产业。上海昱丽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CEO 尤逢尧想到了微生物液开发，他
计划通过前沿生物技术帮助渭源建立生态农业产业基地，

建立生物营养液加工厂，为马铃薯育种提供培育液，为恶
劣土壤环境下的种植提供滴灌液。同时，发挥渭源独特的
中草药优势，建立以销带产的电子商务平台，将渭源的产
品销售到“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中。

“用科技改变贫困地区的产业状况”，尤逢尧告诉记

者，他曾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考察
当地草畜产业的发展情况，到达硝河乡关
庄村时，遇到了正蹲在村头吃玉米的孩
子，“我走上前去，跟孩子说‘给我吃一
口’，孩子想也没想就把玉米棒塞到我嘴
里。他才五六岁，非常懂事。”尤逢尧无法
忘记贫困村的情况，无法忘记那里懂事的
孩子，进一步坚定了要帮助当地发展农业
科技型产业的决心。“产业振兴也能够带动
这里教育的发展，帮助孩子们拔掉穷根。”
尤逢尧说。

在甘肃省最南端，距离县城 100 多公
里的范坝镇交通闭塞，野生核桃是当地
的特色农产品。在王胜地的扶贫团队到
来之前，手剥核桃，是范坝镇村民李大
伯习以为常的营生。村里多数是留守老
人，由于缺乏剥皮设备，剥核桃全靠人
工，而自然晾晒不仅周期过长，也影响
了核桃的质量。王胜地团队决定向当地
村民捐赠核桃剥皮机和烘干机，提高核
桃质量，并建设了统一加工车间，提升
核桃产业链整体效率。

解决了加工难题之后，王胜地团队又
帮助当地村民收购了大量滞销核桃，并结
合当地特色重新进行外观设计，“文县核桃
2.0版”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扶贫是以点带面，”王胜地说，
“不仅仅是一个核桃、一个土豆，更要打通
后面的整条渠道，让更多村民感受到实
惠。”小核桃背后有大生意。今年，王胜地
团队决心进一步打造“文县核桃品牌”，深
耕产业链。

互联网+AI 赋能基层诊疗

在安徽省旌德县，会看病的机器人
“入驻”村子早已不是新鲜事。有村民感慨
道，“有了这个机器人，等于给我们送来一
个会看病的医生”。

旌德，地处皖南山区，人口少、居住
分散，医疗资源不足，尤其是基层医疗机
构医技人员严重匮乏，这也成为旌德县健
康脱贫工作中的难点。经过深入调研，
2017 年 9 月，旌德县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全
科医生助手机器人试点项目，用智慧医疗
解决基层缺医的问题。很快，40 个全科医
生助手机器人进入旌德，这让在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余中既骄傲又兴
奋，这批“会看病”的小机器人，正是来
自他所创立的经纶世纪医疗网络技术 （北
京） 有限公司。

白色的小型机器人体格不大，宽、高
约 30厘米，由触摸屏、摄像头、便于远程
操控视频摄像和通话的旋转底座组成，重
量仅1公斤左右。机器人存储着村民健康档
案，点开后会出现智能监测、基本诊疗、
慢病管理等菜单，还有中西医诊疗等子功
能菜单，宛如一个全科医生。通过机器
人，村医可以与县医院取得联系，而县医
院内的机器人下联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
室，向上还能利用远程会诊系统与省立医
院相联。在远程会诊系统的帮助下，村里
的疑难杂症也就有了更多解决办法。除此
之外，机器人还内置了中医专家诊疗系
统，汇集国家级知名中医的临床经验，通
过云计算技术和后台知识库运营管理系
统，对200多种临床病种进行施治。

自 2010 年回国创业至今，余中团队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机器人，正在成为
偏远地区发展基层诊疗进程中的坚实助
力。“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医药卫生、医
疗发展相融合，是非常热门的领域”，余中
告诉本报记者，“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
场景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基层医疗的试点
中不断打磨优化产品功能，探索‘智慧医
疗’+‘健康扶贫’的新路径。”

余中谈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是村医的
助手，能够帮助村医提升诊疗水平，提高

工作效率。不仅如此，优先用于贫困村，可以对贫困人口
的健康实现精细化管理，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截至2018年9月，旌德县已实
现县域医疗机构助手机器人全覆盖，极大地满足了村民日
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

海归帮扶贫困地区发展取得实效——

脱贫攻坚 一路同行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走过泥泞的山路，迈进陡峭的大山，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到需要帮
助的人身边去。

很多海归在接受采访时，都谈到融入自己血脉的“乡土情结”。他们
深入考察、细致调研，把先进的产业技术送到贫困地区，为解决当地就业
难题、帮助更多人增收致富做出了贡献。

海归扶贫，一直在进行。致富路上，海归身影越来越多。

从“体温计”变成“CT机”

随着国产空气质量检测设备的迅速发展，国
内各地纷纷开始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据管祖
光介绍，监测站点的建设成本较高，每一个站点
约为 100 万人民币，占地 20 平方米。“因为造价
高，所以一个城市不可能有成百上千个监测站
点。通过数量有限的监测站点，只能获知空气质
量的结果是好是坏，但没办法知道污染原因和污
染源。”管祖光补充说。

环境治理的精细化管理要求，让管祖光看到
了发展的新机会。2015 年，他创立了泛测 （北
京）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将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从
20 平方米的房子变成了一个菠萝大小的传感器，
使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建设成本大大降低。而且
通过密集布点传感器来收集更广泛的环境数据，
实现了对城市空气质量的精细化监测。不仅如
此，通过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管祖光团队正尝
试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的整体解决方案。

“传统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就像‘体温计’，只能
监测到环境有没有‘生病’。但泛测环境的产品就
像是‘CT机’，能够准确探知污染源。”管祖光说。

让下一代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中成长

3 年前的圣诞节，管祖光的儿子在石家庄出
生。没人能想到，儿子一出生便患上了新生儿肺
炎，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3个月。管祖光清楚地记
得，儿子出生的那天，石家庄有很严重的雾霾。
考虑到孩子的身体状况，他曾犹豫过要不要出
国，带孩子去自然环境更好的国家生活，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说：“站在个人利益的角
度，我可以选择出国。但社会问题总是要有人去
改变，这也是对下一代负责。”

回国7年，管祖光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大气污染
治理方面的进步，“就拿今年春节来说，一周假期
都没有出现过重度污染天气，比去年要好了许
多。这些进步我们看在眼里，特别高兴。而继续
守护好这片蓝天，是我们的责任。”管祖光说。

▲ 2018年中秋节，李曦 （右三） 随欧美同学会扶贫考察
团前往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北寨镇实地考察，决定在北
寨镇建造手工编织扶贫车间，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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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核桃是甘肃省文县范坝镇的特色农产品，王胜
地团队决定向当地村民捐赠核桃剥皮机和烘干机，提
高核桃质量，并建设了统一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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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过 机 器 人 助 手 的 远
程会诊系统，安徽省旌德
县双河村卫生室村医可以
与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取得
联系，共同为患者提供诊
疗服务。

◀ 尤逢尧在宁夏回族自
治区西吉县硝河乡关庄村
考察时，遇到了正蹲在村
头吃玉米的孩子。孩子递
上玉米和他分享的一幕让
他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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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祖光是瑞典隆德大学博士，研究方
向为激光遥感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2015
年，他创立了泛测 （北京） 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
大气环境提供精细化的管理服务。管祖光
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天更蓝、水
更绿，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更好的自然环境
中生活。”

回国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管祖光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挪威空间中心
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获得了“终身科学家”的
职位。2011 年末，雾霾和 PM2.5 的概念逐渐进入
国内公众的视野，空气质量成为社会关注和讨论
的热点。但在当时，国产监测仪器发展程度并不
高。2012 年，管祖光回国，参与国家级课题——
研制国产空气质量监测仪，并成功入选国家“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如今，管祖光公司的产品已经遍布全国 60多
个城市，从新疆到上海、从辽宁到珠三角，为中
国大气污染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
将所学运用到国内大气污染治理当中，使他找到
了发挥自己价值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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