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 “脱真贫 ”、“真脱
贫”。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

慈善也不能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掉队。 过去五年来，公益慈善组
织和工作者已成为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 是精准扶贫的积
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 同时，公益慈善如何更好地对接精准扶贫，
如何借鉴好的经验和做法，更有效地助力精准扶贫，也成为社会公益
慈善领域的热点话题和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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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莲花公益行 万水千山总关情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江西莲花县精准扶贫纪实

江西莲花县曾是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湘
赣革命根据地老区，经济基础比
较差，发展底子比较薄。 在推进
精准扶贫的工作中，该地区任务
繁重，无论在产业、科技、教育、
医疗、文化及三农等领域均需要
不同程度的助力和提升。

为助力该地区精准扶贫工
作，探索并开展更有效的精准脱
贫方式，2018 年 5 月 25 日，由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指导发起、
《公益时报》社主办、江西莲花县
委县政府协办的“江西莲花公益
行”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是继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于 2015 年 8
月发起“共铸中国心·走进青海
暨百人青海公益行”的又一大型
公益之旅。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京，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何建民，著名画家、柯良艺术
公益基金荣誉理事长柯良，天明
集团联席董事长、思源天明公益
基金主任庆贺等参与了此次公
益活动。

瞄准革命老区的精准脱贫

本次公益行活动经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精心组织、广泛动员，
有来自景华公益基金会、 思源天
明公益基金以及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和专项基
金等机构的 35人受邀同行，共赴
莲花县扶贫调研， 并为当地带去

“美好成长”百县少儿美术教室公
益项目、“长征带” 教育扶贫播种
计划、“为了妈妈” 贫困地区乳腺
癌防治项目和美好社区计划等 4
个项目，并向当地捐赠 20 台便携
式心电仪、60 套儿童读书和 500
本婚姻法律书籍。

在 25 日的“江西公益行
走进莲花县” 项目捐赠仪式上，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
表示，探索和建立社会公益资源
的有效配置平台；以求真务实的
公益理念和操作方式，构建现代
公益慈善与社会救助的新模式；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 集项目、资
金、资源的多重合力，赋权增能，
是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参与扶
贫攻坚的原则。 他表示，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乐意与莲花县建
立长期的互动关系，以更为专业
的手段帮助莲花县脱贫致富。

莲花县县委副书记何超对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起此次
活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他请所有
参与此次爱心活动的人士和机
构放心，当地县委县政府一定会
将每一份爱心和每一笔善款用
到最需要的地方，切实做好公益
精准扶贫的对接和融合。

在此次“江西莲花公益行”
的行程中，调研团队通过视频和
访谈等形式了解了莲花县优秀
党员代表、“将军农民”甘祖昌等
人的光荣事迹。 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何建民表示：“甘祖
昌将军生平的优秀事迹和‘老阿
姨’龚全珍的故事为我们上了一
堂非常生动的党课。 我们要牢记
作为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和老将
军相比，我感到我还有很多的差
距，但我要向他学习，始终铭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
们来到这样一个负有历史传统
的地方，要传承和发扬我们的长
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坚定我们
的理想和信念，艰苦奋斗、实事
求是，勇闯新路。 要依靠群众，心
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为实现
2020 全面实现小康、夺取胜利而
不懈努力。 ”

深入贫困一线的考察调研

按照本次公益行的活动安
排，参与此次活动的爱心人士和
企业代表深入莲花县乡镇一线，
对当地留守老人、妇女及儿童现
实生活状况进行调研，考察公益
助学计划，走访贫困户、敬老院，
探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开
展需求对接会、精准扶贫项目推
介、社区营造案例分享会等形式
丰富的扶贫活动。

26 日，参与本次公益行活动
的调研团队来到莲花县民政事
业园进行调研。 江西多盛农林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军
带领调研团队走访园区，详细介
绍了园区经营的现状以及在扶
贫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当周
继军表示目前养竹和养鸡出现
销售困难的问题后，调研团队的
专家提议其灵活运用互联网进
行有效销售，并建议调研之后帮
其对接一些适合的农产品互联
网销售平台。

与此同时，在莲花县卫计委
会议室，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康
复医学工作委员会数据中心主
管宋超、莲花县卫计委健康扶贫
办公室刘小芳等参加了康复医
学工作委员会代表彤馨健康关
爱工程座谈会，为莲花县定点帮
扶的两个乡镇共计 18 个贫困村
捐赠便携式心电数据采集器，方
便基卫生服务人员随身携带，随
时随地为老区人民提供者专业
心电图检测服务。

公益行一行人还来到莲花
县坊楼镇屋场村进行调研。 屋场
村第一书记周世龙向调研团队
介绍了屋场村这两年的发展情
况。 据介绍，屋场村这两年在莲
花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目前已完成包括旱厕改造等在
内的多项工程。 周世龙介绍说：
“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按照
‘两不三保障’ 的方式来做的。
‘两不’ 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
保障’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的
保障。 通常贫困户的小孩上学的
时候，政府会给予其优惠的帮扶
政策；医疗保障就是要让贫困户

在生病之后， 能够看得起病；住
房保障就是帮助贫困户对危房
进行修缮和改造。 ”

谈到本次公益行活动在屋
场村的调研，周世龙提出，脱贫
工作只给钱是无法真正改变贫
困现状的，贫困村更需要的是在
外界的帮助下找到合适的脱贫
路径。 他说道：“我觉得要真正实
现脱贫，首先是脱贫的路径要找
对，帮助贫困户增强自我造血功
能， 让他们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找到增收致富的方法。‘扶贫不
扶懒’，村里有些贫困户‘等、靠、
要’的思想状态还是要从根本上
改变，一味靠单纯的资金帮扶是
不可能达到好的效果的。 ”

充满欢声笑语的美术教室

25 日，在莲花县甘祖昌红军
小学举行的天明博爱美术公开
课上，来自台湾的侯佩岑老师以
生动的教学模式吸引了大家的
注意。

侯佩岑不仅是美术教育博
士，也是少儿美术教育专家。 作
为江西莲花公益行团队的成员
之一，此行她的主要任务是担任
公开课的主讲老师。 性格开朗活
泼的她仿佛天生就是“孩子王”，
跟孩子们“过招”很有一套，课堂
开始没几分钟，她就以五颜六色
的泡泡填充作画的别致方式牢
牢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侯佩岑请
在场的所有公益行成员一起加
入了这堂丰富有趣的“动态”美
术课， 欢声笑语中有人感慨道：
“好像瞬间穿越回童年时代，很
久没有这么轻松开心了———这
就是公益的魔力啊！ ”

作为“美好成长”百县少儿
美术教室公益执行项目的全权
代表， 天明集团联席董事长、思
源天明公益基金主任庆贺对偏
远地区少儿美术教育的匮乏深
有感触，也因此将这项工作作为
他们的奋斗方向。

“目前在一些偏远地区，硬件
设施在渐渐地配置和完善， 但是
在文化教育， 特别是中小学乡村
教育方面，非常地缺乏师资。在做
中小学美术教育课程推广和公益

普及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很多学
校都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那么，
我们就通过互联网的形式， 把北
京的少儿美术教育专家的课程直
接嫁接到像甘祖昌红军小学这样
偏远的革命老区的小学课堂上，
跟他们教学对接， 进入他们日常
的美术课堂教育， 能够使得这些
孩子同样有机会从小培养发现
美、表达美的能力，以及创意能力
和丰富的想象力， 这都是未来社
会发展、 高科技时代人才必须具
备的良好素质之一。 我们衷心希
望农村的孩子也能够和城市的孩
子一样， 可以享受到这些优质的
教育资源。 ”庆贺说。

项目接收方代表、甘祖昌红
军小学校长周金怡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美术教育和启蒙对一
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如果要从短
暂的、功利性的一面来看，可能
暂时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效果，但
对一个孩子长期的发展所起的
作用应该是深远的。

在“美好成长”百县少儿美
术教室公益项目启动仪式上，甘
祖昌红军小学的孩子们为来自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戴上了红领
巾。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
京也被眼前一张张纯真的笑脸
所打动，他在致辞中说：“甘祖昌
红军小学是我们此次江西莲花
公益行的第一站，也是我们带来
的公益项目落地的第一站。 此时
此刻，我非常地激动，尤其是到
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还能戴着红
领巾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放松
地、快乐地互动，应该是人生最
美好的时刻了。 ”

对天明集团捐资成立“美好
成长”百县少儿美术教室的爱心
善举，刘京给予了充分肯定。

“所谓‘伟大的企业’，除了
财富积累层面的成功以外，还要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唯有兼具
这样的社会公益认知，才可能走
得更远，做得更加出色。 企业发
展到一定阶段，启动了自己的公
益基金，用企业家的眼光选择和
规划公益项目，对于中国企业界
更好地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具有
很好的启发性和引领性。 ”公益行调研团队在莲花县贫困一线实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