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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 革命老区江西吉
安遂川县，一场凛冽的寒风正裹
挟细雨席卷着这片红色土地，泉
江镇盆珠村 87 岁的村民冯先培
老人在屋内踱步许久。 近几年，
该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村里
常住人口基本均为老人、小孩和
妇女，气温低下更让家家户户门
前显得格外冷清。

让冯先培没想到的是，此时
一群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人即将
敲开她的屋门。 果然，顷刻而至
的人群冒雨而至，为她送上了棉
被、棉衣和食用油等御寒及生活
用品，这让冯先培的屋子顿时暖
了起来。

屋暖，人心更暖。
随之而来，一场红色革命根

据地的扶贫攻坚战在这里打响。
当天，长江商学院吉安市遂

川县泉江镇盆珠村精准扶贫项
目正式启动，项目包括“关爱留
守儿童、老人活动爱心公寓”，为
老人提供营养餐的“一个鸡/鸭
蛋”项目，针对地质灾害突发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爱家园”
项目，共计资助人民币 91 万元。

这是继去年与江西省吉安
市联合开办“领航井冈”企业家
高级研修班基础之后，长江商学
院的又一次公益践行。

同时，这也是长江商学院教
育发展基金会正式启动后的首
笔精准扶贫支出。

教育、产业、健康
全方位扶贫

2017 年 5 月，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建立 90 周年之际， 长江商
学院与江西省吉安市政府首次
联合开办“领航井冈”企业家高
级研修班，旨在通过学院的管理
教育，助力地方企业创新驱动发
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老区振
兴。

长江商学院政府关系及校
友事务副院长、长江商学院教育
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阎爱民说：
“中国经济前行不能忘却老区人
民，‘领航井冈’帮助当地企业家
做大做强，直接或间接带动当地

劳动力就业，让先富起来的人带
动更多人富裕，这是教育扶贫的
本位。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015 年，长江人发起了长江

公益“善果枸杞公益项目”，通过
与甘肃银河长江新村枸杞种植户
签订购销合同， 利用电子商务平
台为村民搭建枸杞销售渠道，减
少中间环节， 解决了农户枸杞销
售难的问题， 帮助他们持续获得
更好的经济收入，实现自主脱贫。

当年， 来自银河长江新村 6
组的村民冯光辉种植 10 亩枸
杞，收入共计 4 万元，这一高于
历年收入的数字让冯光辉尝到
了甜头。

紧接着，有着成功实践的长
江人又将这个案例移植到江西
省珍贵名茶“狗牯脑茶”的公益
项目上，用“善果枸杞”的扶贫路
数来帮助“狗牯脑茶”振兴发展。

“将茶园基地生产的产品在
商标、包装、品牌和市场运作上
下功夫， 使产品具有市场竞争
力。 获得帮扶的茶园基地必须扶
持当地茶农，解决茶农就业或是
征用茶农土地以股份形式让茶
农入股，获得实际收益，这样的
茶园基地将是长江人的帮扶对
象。 ”阎爱民说。

帮助茶园基地带动茶农就
业并使其实际获得收益，成了长
江人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位于
江西省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
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
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该县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
补贴家用，家里留下大多为儿童
和老人。 盆珠村隶属于遂川县泉
江镇，当地公共活动空间较为缺
乏，长江人选择在这里建立公共
活动室，解决当地农户公共娱乐
设施缺乏的问题。 为考虑到公共
活动空间能够为更多村民享用，
经过考察，长江人决定在三个村
子交界地方选址建设，让其能辐
射到三个村子。 不久后，儿童乐
园、老年活动室的设施将一一配
齐，将帮助当地儿童和老年排解
心中寂寞，让青年人能更放心在

外地工作。
在和村民的接触中，当地的

一条河流引起了长江人的注意。
村民们说，如遇旺水期，河水会
漫过堤面， 淹没周边房屋和田
地，期盼能得到整治。 商议后，长
江人决定投入部分资金改建河
道，整治周边环境，同时使其具
备防灾减灾教育功能。

基金会精准扶贫首笔支出

时间为友，将见未来。
2017 年 11 月 17 日，长江商

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启动仪式
圆满举办，基金会正式启航。

当天 ， 来自长江商学院
EMBA、MBA、FMBA、DBA 企业
家学者计划、CEO 班 、EE 总裁
班、文创班、接力长江、创创的同
学和校友及各年级代表与院长、
教授、基金会理事、学院部门老
师及志愿者一起，共同见证了这
一重要的时刻。

“江西遂川泉江镇盆珠村精
准扶贫项目 91 万元成为长江教
育发展基金会正式启动后的首
笔精准扶贫善款支出。 ”阎爱民
说，“在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未
成立之前，长江人的公益行动大
多依靠长江人集体的捐赠行为
实践公益。 ”

据阎爱民介绍，长江教育发
展基金会启动后，将主要在四个
方面“发力”。 第一，支持学院发
展， 涉及校舍选址扩建及软、硬
件改造投入；第二，支持学院教
授研究课题；第三，为全球优秀
人才提供奖学金支持，优秀人才
包括科技创新与创业硕士课程、
“一带一路” 与全球化项目的学
生；第四，公益项目发展支持，基
金会的支持中将有 15%~20%的
资金专门用于公益项目，承担社
会责任。

“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刚成
立不久， 遂川扶贫是第一笔钱。
时间紧迫， 扶贫这件事时不我
待，必须抓紧做。 ”阎爱民说。

由于基金会刚成立不久，第
一笔钱在获得理事们通过时，遇
到了一些插曲。

据阎爱民回忆，对于基金会
精准扶贫支出的第一笔善款，理
事们都希望能有一个好的项目
评判， 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认
为应该让学院更多公益项目前
来竞标、评审，最终评选出获得
该笔善款的公益项目。

“遂川项目， 学院领导和教
授间也是做过评估的，均认为项
目不错。 一是革命老区，二是有
着政府部门支持，这样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的效果更佳。 如果经过
一系列流程可能我们赶不上参
与遂川的扶贫项目。 ”阎爱民说。

最终，理事们同意了阎爱民
的提议，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的
第一笔精准扶贫支出落在了革
命老区的扶贫振兴上。

振兴老区 长江有责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主要
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
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7 年 12 月 12 日，民政部
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
监察局、社会工作司）组织在民
政部登记的部分基金会、社会团
体、社会服务机构和民政部部管
社会组织连续召开四场社会组
织参与深度脱贫座谈会。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政
府关系及校友事务副院长、长江
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阎爱民在会上表态，“将积极

响应民政部号召，在相关部门指
导下，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公
益慈善项目。 长江人对商业比较
熟悉， 为了 2020 年这场攻坚战，
长江校友愿意拿出资源让帮扶
地的农户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
早日奔小康。 ”

阎爱民的这句话使长江人
拿出了满满诚意。 在接下来的几
次接洽中，红色革命老区江西吉
安遂川县成为长江人扶贫的主
战场。

2018 年 1 月 6 日，长江商学
院吉安市遂川县泉江镇盆珠村
精准扶贫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包
括“关爱留守儿童、老人活动爱
心公寓”， 为老人提供营养餐的

“一个鸡/鸭蛋”项目，针对地质
灾害突发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博爱家园” 项目， 共计资助 91
万元人民币。 这也是长江商学院
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首笔精准扶
贫支出，是继长江商学院与江西
省吉安市联合开办的“领航井
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基础之后
的又一次公益实践。

“当年， 正是这些老区人民
的支持，才有了当今的中国。 中
国经济发展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让老区人民脱贫成了中央扶贫
的大事。 ”阎爱民说，“受益于中
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向好，国
内一批批人先富起来，长江人也
在其中，应该有担当并承担社会
责任。 ”

阎爱民认为，现今中国不均
衡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国家
间的贫富差距较大；第二，物质
和文化生活的不均衡； 第三，城
乡发展的不均衡。

“没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企
业很难有长远的进步和发展，做
一个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公
民，这是长江人的发展脉络。 ”阎
爱民补充道。

长江商学院:
老区精准扶贫的整体方案实践者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长江商学院政府关系及校友事务副院长、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阎爱民在遂川县泉江
镇盆珠村看望当地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