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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 重点发力

去年年底，老范一家四口终于住
进了窗明几净的新房。

范得川是渭源县北寨镇郑家川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因为凑不齐钱，
他改建房屋的计划一次次落空，全家
人一直住在危房里。2019年，得益于
欧美同学会爱心海归的资助，他改建
新房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

“渭源县实现脱贫‘摘帽’，这其
中凝结了各位海归学长的真诚帮助，
渭源人民将永远铭记！”甘肃省定西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渭源县委书记
吉秀的话语里满是感动。

若是在渭源县和文县走一走，很
多地方都能见到海归专家的身影。取
水的打井机、剥皮的核桃加工机、为
山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的编织车间、
让当地中药材走出大山的中草药网络
销售平台……精准帮扶、有效对接、
分析研判、重点发力，一次次深入田
间地头，就是为了找准贫困的根源在
哪里。能够“摘帽”只是第一步，
如 何 进 一 步 探 索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思
路，从脱贫到致富，是海归们现在
关注的焦点。

在渭源，欧美同学会组织海归专
家服务团先后12次前往，开展定点帮
扶交流，捐赠物资、现金累计逾1120
万元，签订帮扶意向协议32个，主要
涉及产业、教育、卫生、种养殖等，
大部分均已见成效。

对于张家港英华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留美博士李键来说，
响应号召、加入海归专家服务团的
这 3 年，于他而言意义非凡。他同其
他海归一道，走入北寨镇和范坝镇
的帮扶第一线，采购老乡们的农产
品，将当地需求与江苏企业积极对
接。“能切实帮助乡亲们解决问题，
我和江苏欧美同学会的学长们都十
分高兴。我们会继续把海归的报国
使命与社会服务实践相结合，为乡
村产业振兴与区域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得知两县脱贫消息后，李键
感慨地说。

“四路并进”拔掉“穷根”

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场“输血变
造血”的深度变革在渭源、文县两县
上演。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王丕君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留学人员对
于渭源县和文县的帮扶主要围绕产业
扶贫、医疗扶贫、就业扶贫与教育扶
贫四方面展开。

“当地贫困户主要还是经营传统
种植业和养殖业，而留学人员可以帮
助当地劳动力完善职业技能，从而提
高传统产业效益。同时，为当地引入
一些新的种植业、养殖业项目，并通
过与农科院合作提高技术水平。除此
之外，留学人员还帮助农户因地制宜
搞产业，比如渭源县的特产之一是地
达菜，有的海归通过引入食品烘干技
术与设备，使地达菜易于保存和销
售，也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王丕君
介绍说。

甩掉贫困帽子的关键，还在于帮
助贫困户不让“病根”变“穷根”，
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

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磊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所捐赠的
救护车和医疗设备可以在渭源县辐射
到周边几个镇，使当地医疗资源得到
了有效补充。同时，他还与海归医疗
专家面向北寨镇居民开展疾病筛查，
预防重大疾病的发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搭
建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平台，来自大医
院的科室专家可以为县医院医生进行
培训。不仅如此，参与帮扶的海归医
生还针对当地的多发病、常见病对基
层医生展开培训，以提高当地的整体
医疗水平。

为了帮助当地贫困户提高职业技
能，增强竞争力，实现就业扶贫，江
苏 欧 美 同 学 会 还 通 过 “ 启 明 星 行
动”，将两县的致富带头人请到江
苏，进行跨省技能培训。在帮助其提
高技能的同时，海归们还在线上帮农
户销售蜂蜜等农特产品，这种“育
才”“带货”两不误的方式也为农户
的土特产寻到了更好的销路。

扶贫扶智 任重道远

文县地处秦巴山地，是甘肃省的
南大门，素有“陇上江南”的美誉。
然而，由于石多土薄、地质灾害频
发，让这里成为甘肃的深度贫困县区
之一。

2018年，海归专家服务团来到这
里开展实地考察与项目对接。前后几
趟，签订了25项对接项目协议，为文
县捐赠了价值近 330 万元的科技教
材、产业加工设备。

得知文县脱贫摘帽的消息后，欧
美同学会留苏分会青委会副秘书长、
北京亿康佳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海嬿非常振奋，因为这好消息里包含
着自己的一份付出。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
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
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陈海嬿深知这一点，在文县，她
联系捐赠智慧教室、与当地企业建立
销售意向协议并捐款。几年来，她的
身影常常出现在海归专家服务团队伍
中，从陇南到黔西南，捐赠智慧教室
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事实上，提高当地教育水平，正

是教育扶贫中的重要方面。在文县，
陶行知智慧助学基金、睿创优学教育
集团、乐宝教育控股集团等都曾向当
地捐赠过教育信息化设备，并参与建
设智慧教室实验班与教育信息化实验
点，以期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现在，基于信息化设备所搭建的在
线教育平台，正越来越成为渭源县和
文县两地孩子们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
部分之一。

而对海归们来说，这仅仅是开
始。“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
陈海嬿说。“帮助老乡们在乡村振兴
中走向富裕，对我们海归来说任重
而道远。”

一间书院 怀揣心中热爱

《诗经·大雅》 有文：“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意思是怎能不感
念祖先的意旨，修养自身德行。伊雄晖与黄晓虹便取了“聿修”二
字作为书院的名字，期望书院能够真正把承载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书
法传承下去。

“因为书法这个共同爱好，我与爱人在日本时就有了合开书院的
想法，但当时还没考虑如何具体实施。2016年回国后，我俩开始在
东莞找合适的地方，最后找到了一处大约400平方米的民房。”伊雄
晖说。四层楼、白色外墙、拱形门框的聿修书院是夫妻俩精神上的
世外桃源，这里既可以供学员学习，也能接纳来客，共同欣赏书法
篆刻作品。平时学生和老师常在四楼开雅集，一起探讨书法和茶
道。“目前书院最主要的业务还是书法教学和篆刻两部分，我们平常
也会教授一些茶道、花道、调香的课程。”

在泰国生活了4年后，怀揣着对书法的热爱，李媛回到山西太原
创建了一家书法教育机构，取名为“和畅”，取自王羲之 《兰亭集
序》 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和畅’是希望来到书院的人都
能够和颜悦色、心情舒畅。”李媛说。“我本身就是一个痴迷书法的
人，开书院的目的主要是想发现和吸引更多志同道合、喜欢书法的
人，向他人传递我的这份热爱，也能让更多人体会到学习书法艺术
的乐趣。”

亦师亦友 习字志同道合

在伊雄晖看来，若想真正感知书法全貌，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真
正热爱书法的心。“现在有一些家长，给孩子购买10节课、5节课地
学习书法，目的只是想提高孩子的卷面分数，这其实并不利于真正
学习书法。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与教学方式，抱着功利心态短
期学习很难真正提高孩子的书法水平。”伊雄晖说。

除了青少年，伊雄晖的书院里也不乏来学习书法的中年人。
“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在伊雄晖看来，教授成人学员的过程
中，学生与老师的身份常常会调换，“师生关系亦师亦友。比如有
些年纪比我大的学员，他们对于生活和工作的见解有时就有我可以
参考、学习的地方。我很喜欢同他们边写字边交流互动，这让我受
益匪浅。”

教授书法也给李媛带来了很多乐趣。“来我这里学习的大多是孩
子，每当看到调皮捣蛋的孩子逐渐变得安静认真，我便觉得欣慰。”
李媛说，“刚来的时候，他们连一节课都站不住，但慢慢地，性子变
得稳重起来。参加书法比赛准备作品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他们
也能站得住，一遍一遍地完善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

“练书法，一个字甚至一个笔划写坏了，作品就前功尽弃了，因
此学习的过程非常艰辛。瓶颈常常会出现，但正是这些困难也塑造
了我的性格，让我可以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对李媛来讲，
书法给人生带来的改变比想象中更多。

除了平时与同道中人互相学习，来自于五湖四海、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朋友私下也联络密切。“去年腊月我们在准备春联的时
候，孩子们和家长早早地便过来帮忙布置用具，我心里暖呼呼的。”
李媛说，“我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就是在平常这一点一滴之中建立起来
的。我爱学生们，学生们也爱我，我想，这就是书法教育带给我的
力量吧。”

近日，好消息从甘肃传来，包括渭源县和文县在内的 31 个县退出贫困县行
列，整体脱贫。其中，渭源县北寨镇和文县范坝镇由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
联谊会） 定点帮扶，两县的脱贫“摘帽”，意味着北寨镇与范坝镇整体脱贫。

从2018年开始，欧美同学会主动对接渭源县和文县，多次组织海归专家服务
团深入基层，在昔日被称为“苦瘠甲于天下”的土地上，助力两县脱贫攻坚。

渭源县和文县终于脱贫“摘
帽”的消息，让许多在两县脱贫过
程中出过力、流过汗的海归振奋不
已。但他们也明白，欣慰过后，帮
助老乡达到由脱贫走向致富，还远
没到能松懈的时候。

比如说，脱贫之后，如何有机
衔接乡村振兴？如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

客观来说，一些贫困户虽然暂
时脱贫了，但抵御风险的能力仍旧
不高，思想观念也还没有发生根本
性的转变，能否保持脱贫成果尚存
疑问。若是想要将脱贫基础筑得更
牢，还是需要定点帮扶的海归们再
扶一把、再送一程，让刚刚脱贫的
老乡们增收的路子更宽些，迈向幸
福生活的步子更稳当些。

摆脱贫困是前提，引导贫困人
口找到适合自己的致富路并持续发
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留学
人员来说，帮扶贫困县脱贫“摘

帽”和帮助实现乡村振兴，两者存
在差别。实现脱贫，多是围绕现有
传统养殖业和种植业的提质增效展
开，但想要实现乡村振兴，在传统
产业做好的基础上，或许还需要引
进些经济价值更高的产业，并帮助
当地规模化、现代化程度不够
的产业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
产。而这恰恰也是发挥海归技
术、资金与渠道优势的关键。

除 了 以 专 家 身 份 前 往 帮
扶，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有一
些海归甚至放弃了自己熟悉、
舒适的城市生活，直接扎根在
贫困地区，将公司发展与当地
乡村的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他
们积极培养本土人才，强化职
工的就业技能培训，同时，还
引进了不少懂技术、懂市场的
现代化人才，把企业做得红红
火火，也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
了智力支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海归帮老
乡”，这路还长着呢。正如一位留
澳海归所说：“致富路这才刚刚起
步，不着急，先让乡亲们的荷包都
鼓起来再说。”

海归帮扶海归帮扶，，甘肃渭甘肃渭源县北寨镇源县北寨镇、、文县范坝镇脱贫文县范坝镇脱贫““摘帽摘帽””——

““摆摆脱贫困脱贫困，，
我们迈向了新生活我们迈向了新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亚慧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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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蕴涵丰富、博大精
深，被称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近年来，随着国
家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书
法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从而使得书法教育行业有了更多
机会，吸引了一些海归人才选择在这个领域创业。伊雄
晖夫妇和李媛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秉持着对书法的热
爱，留学回国后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书院。

笔墨横姿 兴趣成为事业

伊雄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本科专业便是书法篆刻。大学毕业
后，他选择到日本留学，继续攻读书法篆刻专业的研究生。在日
本，伊雄晖结识了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同为书法篆刻专业的黄晓虹。

因为对书法的热爱，留学期间，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而在日
本时，伊雄晖便萌生了建书院的想法，没想到黄晓虹也恰有此意，
两人一拍即合。回到故乡广东东莞后，夫妻俩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
的书院。

“每天不写字就浑身难受。”伊雄晖笑着说,“书法对我来说已经
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了，甚至可以说书法是我的一种信仰。在异国他
乡感到孤独时、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无法解决时，书法的陪伴都会让
我重新振作，放平心态、沉着面对。”

李媛也是一位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在泰国做汉语教师期间，她
同时负责教授中文和书法两门课程。“泰国很多中小学校每天会有一
堂中文课，而且常会举办中文学术比赛，对中文的重视程度很高。”
李媛说。“看到大家这么喜欢中文和中国书法，也让我对书法的魅力
有了更深的感悟，也更坚定了我要把书法教育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
的信心。”

传承书法艺术
笔中自有乾坤

王淑晨

春节前夕，在和畅书院内，学生和家长正在一起写春联。
（受访者供图）

春节前夕，在和畅书院内，学生和家长正在一起写春联。
（受访者供图）

◀甘肃文县航拍美景

图1：欧美同学会海归专家服务团在甘肃省渭源县帮
扶过的明德小学。

图2：海归专家服务团正在文县了解和考察当地的产
业情况。

受自然环境、基础条件等因素制约，渭源县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贫困程度较深。 （图片来源网络）

受自然环境、基础条件等因素制约，渭源县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贫困程度较深。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