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邮箱：sunyahui1129@126.com

2019年5月18日 星期六2019年5月18日 星期六

出真招
“造血式”扶贫带动产业发展

从兴义市出发，驱车行驶近200公里以后就会到达望
谟县，随后沿省道一路向北，经过一座座穿山隧道之
后，记者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打易镇。同行的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说，“打易”之名取自布依语，意
为“美丽的家乡”。

在这美丽家乡生活的村民，有一个关于美丽人生的
梦想。到今年，打易镇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73户，共
4381人，贫困发生率为 14.47%。镇政府下决心要让 3300
人在今年脱贫，过上好日子。

山高、坡陡、谷深，土地零星破碎分散，山地面积
更是占到了90%，致富之路到底在哪里？

经过多番论证，板栗种植被确定为当地主要发展方
向之一。在双坝村，海归考察了板栗种植基地。2016年
以来，通过与企业合作，贵州生态食品有限公司为双坝
村提供10万余株板栗苗，用于种植和补植补造，目前种
植面积已达2200亩。贫困户可通过“特惠贷”入股，每
年获得7000多元的分红收入，实现“造血式”扶贫。此
次前来的海归服务团中就有农学专家，他们在嫁接技术
等方面为种植户支招，弥补其技术经验短板。

在被称为望谟县“北大门”的二泥村，贵州望谟林
翔农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杰正在翘首期盼着海归服
务团的到来。2011 年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毕业回国后，
他先在老家石家庄创业，两年后，石杰来到了妻子的故
乡贵州。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6年。

上山的路还没建好，雨下过之后泥泞难走，石杰的
几间鸡舍就建在半山腰。

家禽养殖，是他思考再三后决定投入的产业，既可
以为自己在兴义的有机肥生产基地提供原材料，也能够
解决一部分镇子里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我刚来的时
候，有些农户日子确实苦，因为没钱买涂料粉刷，家里
的屋子、墙壁黑漆漆的，大白天在屋里也觉不出亮堂。
孩子上学要走好几里路。”石杰告诉记者，在那一刻，他
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

不想退路，无论结果如何，先试一试。石杰说：“我
把专家请来教村民养殖，我想，我做好了，大家跟着我
挣钱；我失败了，至少养殖户也能学到门技术。”

观乡情
读书声中藏着脱贫的密码

下午3时，打易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咿咿呀呀变得
兴奋起来，午后加餐的时候到了。

一盒草莓口味的牛奶、一块虎皮蛋糕，孩子们排队
领取，一口一口吃得格外香甜。

2017年 11月，海归扶贫考察团来到这里，为幼儿园
捐赠了教育设备。如今，通过网络，教室中央的屏幕成
了老师的得力助手，它穿透大山的阻隔，变为滋润山里
孩子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

摆脱贫困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稚嫩清澈的笑脸
之中。

相隔不远的打易中学，学生们的生活称得上多姿多
彩。校园里专门建起了一栋“少年宫”，开展绘画、音
乐、舞蹈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仔细聆听，音乐教室
里的乐队吉他声令人眼前一亮，一曲唱毕，孩子们的才
华赢得了海归们热烈的掌声。

对于北京亿康佳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嬿来
说，这里并不陌生。打易中学里有一间教室，黑板上装

有多媒体设备，每个学生手中都拿着一台能同步显示教
师讲解内容的平板电脑，这一切正是来源于她的捐赠。
这次，她同样带着沉甸甸的承诺而来，她将同武汉一家
科技公司一道，向望谟县和打易镇捐赠市场价值112万元
的中小学智慧教室。

千嶂苍翠之中，干净的校舍、明亮的课堂、拥有标
准化塑胶地面的宽阔操场，都让海归服务团备感欣慰。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接受教育，为他们扶志、铺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或
许是帮助寒门子弟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径。

“我们这里有一种花，叫作三角梅，花期‘极短’，
只有11个月！”自治州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杨丽敏自豪又风
趣地介绍说。

一路上，三角梅热烈盛放，紫红色的花瓣随处可
见，其顽强的生命力，恰似望谟人决心创造美好生活的
韧劲。

谈发展
携手同行助望谟“摘穷帽”

行路途中，海归服务团遇到了正忙着上山干农活的
布依族村民维玛小伦，她身体不算硬朗，但是对未来的
生活充满信心。在帮助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路上，这些
留学归来的赤子们一定不会缺席。

“村村通，组组通”，是调研路上常被提及的话
题，正得益于此，海归们调研的山路虽曲折但却少有
颠簸。2018 年，在全国所有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
贵州占到了 10%，全省 30 户以上村民组通硬化路率提
升至 98%以上，成为建设进度最快、群众满意度最高的
民生项目。

路通了，望谟人出门方便了，农产品买卖也容易了
许多，有的镇子里还开设了专门的电商联络点，把商品
送往更广阔的市场。就如同人体毛细血管被打通，神清
气爽，川流无碍。

从甘肃、宁夏，又来到贵州，美国史迪威国际战略
咨询集团总裁李曦坦言，帮助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并非易
事。由于技术和理念受限，设计出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
求并不匹配，如何让贫困地区发展起来的产业能够持续

“造血”是他关注的重点。“‘扶贫先扶志’，提高贫困
户主观能动性很重要。海归可以从资金和技术、渠道和
平台等多方面帮扶当地产业，但要想维持下去还是要靠
当地人自己。”李曦说，技术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
进，把产品真正做好，适应市场，这是实现脱贫致富的
关键。

如今，石杰的家禽养殖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在养殖
场工作的妇女每月会有 3000元的可观收入，还不包括分
红和提成。用作鸡舍的房屋，依旧保留着布依族传统建
筑文化的风貌。

已经能够用当地方言同老乡流畅对话的石杰，对于
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感慨良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吃了
没吃过的苦。”刚到望谟的时候，他住员工宿舍，曾被小
虫咬得浑身是包，同时还要拿出更坚定的勇气来对抗心
底远离亲友的孤独。

几年后，他已经习惯了虫子，也有了更多志同道合
的伙伴。加入脱贫攻坚队伍的海归越来越多，并肩同路
者数不胜数。不畏惧险滩，不小觑平川，就一定能帮助
更多的贫困户实现致富梦想。

“好花红，好花红，好花生在茨藜蓬；好花生在茨藜
树，哪朵向阳哪朵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曲调悠扬
婉转，余音绕梁。

花儿向着太阳奋力生长，好日子在前头。

本报电 （记者孙亚慧） 5 月 15 日—18
日，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第
二届国际智库论坛暨菖蒲河论坛在北京举
行。来自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新加
坡、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尼
泊尔等十多个国家的 200 余位嘉宾参与此次
论坛。

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莫罕·穆
纳辛何表示，绿色、平衡、包容的发展，是
中国一直都在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当今世界
面临不平等、贫困，以及食品、能源、水资
源短缺等诸多挑战，而中国正在推动经济、
社会、环境等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
苏国霞介绍了70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
成绩。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
已减少到 1660 万，贫困发生率降到了 1.7%，
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
长陈竺在致辞中说，希望大家能够顺应时代潮
流，始终着眼未来，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智
力优势，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据了解，论坛以“中国与世界：开放·合作·
共赢”为主题，设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与‘一带一路’”“70年中国变化与改革
开放”“可持续发展”“留学交流与人才培养”和

“减贫与中国实践”6个主题论坛，围绕全球化进
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交流思想，碰撞智慧。

菖蒲河畔 有一场对话菖蒲河畔 有一场对话

云雾浓罩，山林层叠，盘山公路蜿蜒环绕，打易镇
就深藏于这片群山之中。村民在峭崖对峙间依山而
居，安静地守护着这方古老又隐含生机的土地。

近日，欧美同学会组织的海归专家服务团来到了
这里，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他
们前往田间地头，考察产业基地建设，调研医疗、教
育设施，为望谟打赢脱贫攻坚战出谋划策。

公路险峻，弯道频急，海归服务团的车“载着”

资金、设备和技术深入山林，海归们思索的问题是一
致的：如何挖掘这里深藏的产业资源，让这里的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老百姓能在家门口脱贫致富。

路旁，布依族妇女头裹青色牛角帕，背后的竹篓
里装着新采摘的野菜，与能听懂当地方言的专家攀谈
两句之后，老乡便要将野菜相赠。善良朴实的民风，
让不少海归动容，也更坚定了他们要帮助当地民众拔
掉穷根的决心。

拔掉望谟的穷根
本报记者 孙亚慧文/图

高
远
：海

归
青
年
的
公
益
人
生

随着留学归国人数的增长，越来越
多的海归投入民生领域，投入到公益活动
中，高远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安徽海归联
合会会长，他组织海归开展了很多公益活
动，并发挥归国留学生优势，尝试探索可
持续化的公益模式。

公益要成“圈” 得有人领头组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
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8）》 发布的统计数据，
2017年中国社会组织总量已经突破80万，“但其
中海归参与和贡献的力量还是太少。应该有更多
海归进入这个领域，成为公益活动的积极实践

者。”高远说。
高远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专业，2013

年开始做留学生的联系工作，自己一手创建的组
织已有四五千人的规模。在此期间，他一直把公益
活动看作海归联合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毕业后，高远来到北京创业，2018年初，他回
到家乡安徽合肥，开展国际合作咨询和留学咨询
等服务，也帮助有回国创业意向的海归，为其提供
办公场地的对接服务。虽工作繁忙，但对公益的关
心从未中断。“我们长期关注乡村学校的教育，未
来计划把公益助学项目带到安徽更多的地方。有
些海归想发挥特长做公益，但是没有渠道，也没有
人牵头组织。我希望能吸引更多海归关心家乡发
展，也希望联系更多海归参与进来。”他说。

发挥自身特长 形式丰富多样

海归做公益，也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公益
机构与国际接轨。在高远看来，如何发挥留学人
员的独特优势值得思考。

语言优势就是其中之一。2018 年，在合肥
举办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海归联合会就组
织了近100位海归参与外宾的翻译接待工作。会
议结束后，部分海归自愿将所得报酬捐赠。“这
就是将特长‘变现’，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联系、组织这些项目，吸
引更多人参与。”高远说。

公益的力量比想象中更大。截至目前，安徽
海归联合会已经组织了多次、多种形式的公益活
动，把不同领域的海归聚到一起，鼓励他们发挥

自身专长。“比如，我们从去年开始探索冬季音
乐会的形式，组织有相关背景的海归无偿参与演
出，并举行拍卖活动，拍卖所得用于公益助学；
比如，我们设立了海归爱心助学基金，用于更多
公益事业。”他补充说。

物质援助要做 精神援助更要做

2017 年，高远所在机构开始组织专业人
员，前往安庆市的自闭症儿童家庭开展入户指
导，并为其制定家庭训练计划，对家长进行专业
培训。同时，他们也定期举办一些帮助自闭症儿
童融入社会的活动。

努力成效初显。高远说：“不少自闭症儿童
的状况在我们的帮助下有了改善，我意识到，关
注儿童的心理问题，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未
来，我会把有关自闭症儿童的公益事业继续做下
去，不仅如此，还计划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他深知，做公益并不只是捐钱捐物，很多
群体需要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帮助，提供精神上
的帮助同样重要。

公益之路绝非一帆风顺。回国之初，由于不
熟悉当地情况，诸多渠道不通，高远在开始实施
公益计划时就遇到了困难。选什么学校？如何联
系？虽然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若想让别人
认同自己的公益理念，“说服”这门课，实在是
大学问。“‘公益’，就是发自内心的付出”，高
远感慨地说，“今后我们还希望能不断扩大自己
的‘公益圈’，联系海外的华侨华人，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图为高远 （右） 在海归公益音乐会现场

◀石杰的家禽养殖产业在
打易镇落了地，还保留着布依
族传统建筑风貌的几间鸡舍就
建在半山腰。如今，在养殖场
工作的留守妇女每月可以拿到
3000元的收入。

图为海归服务团代表前往
养殖基地参观考察。

▶在贵州省亚热带作物
研究所望谟科技示范园，海
归服务团考察了甘蔗、芒
果、澳洲坚果等品种的种植
情况。

◀ 望谟县打易中学里，美术
教室里的学生正在进行素描练
习。为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学校
建起了少年宫，设音乐室、舞蹈
室、美术室等，以满足学生多元
化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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