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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以

社会组织及企业等为代表的社会
力量在助力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
用，多次强调要求“动员全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鼓励支持
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脱
贫攻坚”，“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

从最初单一的扶贫济困 、捐
资兴教，到后来的乡村人才培养、
产业扶贫，再到设立脱贫基金、制
度化帮扶， 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
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力量， 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 不断创新合作模
式、参与路径，设计并实施了大量
公益项目， 多领域跨部门协作取
得显著成效，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贡献了积极力量， 也为持续助力
乡村振兴积攒了宝贵经验。

链接资源
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一直以来，欠发达地区尤其
偏远农村地区都是社会力量投
入的重中之重。 经过多年实践，
帮扶方式也从单一的物资捐赠
或基础设施捐建， 变成了全方
位、系统性支持，从一次性捐助
变成了长期陪伴。

例如，派“扶贫创客”“扶贫
专员”长期驻扎扶贫一线，因地
制宜为乡村开发产业、培养农村
青年人才，是被证实最为有效的
企业扶贫方式之一。 这种模式将
企业及员工自身发展和乡村发
展紧紧绑定，避免了以往只管投
入而不管实际效果的情况，企业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2018年 6月， 高顿教育集团
上海总部与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政
府签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
议》，希望通过产业帮扶模式助力
当地脱贫攻坚。 高顿教育集团选
派具有创业精神、有想法、有公益
热情的优秀员工到贫困村挂职兼
任村长助理， 负责执行企业扶贫
计划。 这些被选派到扶贫一线的

员工被称为“扶贫创客”，
他们需要根据驻扎贫

困村的自然资源
和产业基础
等 实 际 情
况， 在充
分调研的

基础上帮助当地发展合适的种养
殖或手工艺产业。

事实上，除了企业结合自身
资源优势开展的一系列扶贫行
动，近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
会组织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联合多方合作伙伴，也开展
了很多积极探索。

例如，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
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在助
力乡村发展方面已经开展了 10
余年探索。 基金会致力于为中国
企业家群体搭建公益服务平台，
以专业方式整合更多社会资源、
帮助我国乡村地区发展， 陆续开
展了乡村建设、教育帮扶、电商帮
扶、产业帮扶等多个公益项目。

“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
划”就是其中之一。 该计划旨在
组织城市中有能力有意愿的人
才，以志愿服务形式投身贫困地
区，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改变贫
困地区面貌。 为解决城乡发展资
源不均衡问题，基金会希望通过
构建志愿者驿站的形式，打造一
个支持性平台和渠道。

据了解，志愿者驿站由友成
志愿者支持中心派出的专职志
愿者进行管理和运行，是建立在
以贫困地区为主的城乡地区社
会资源协调平台，其核心功能是
通过与当地各界合作，发动和组
织各种志愿服务力量，为城乡贫
困社区建设提供包括人力资源
支持、公益物流渠道开发、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等服务。

《公益时报》记者从基金会
了解到， 随着项目不断探索成
熟，友成基金会对志愿者驿站的
定位也逐步发生变化：从最初的
“社会组织支持服务平台及志愿
服务项目沟通平台”到“动员社
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社会
化扶贫”，再到“扶贫资源的高速
路、扶贫人才的孵化器”，最后到
“打通社会扶贫最后一公里”。 项
目定位逐步清晰也更加系统，逐
步演化成为解决扶贫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终端平台。

乡村发展离不开人才，但依
靠外界远远不够。 为农村培养能
够留得住的新型人才，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

2018年，友成基金会、中国慈
善联合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
牵头，联合 20 余家机构共同发起

“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 旨在更
高效整合政、产、学、研、金、社等
各领域优质资源， 通过“线上学
习、社群互动、项目支持、实地培
训”四大模块相结合的形式，为广
大新农人接入更加全面的综合赋
能体系，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
村、 爱农民” 的新时代新农人骨
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大局。

据友成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友成基金会联合众多
公益伙伴，在乡村产业帮扶、乡村
社区综合发展、 乡村振兴人才赋
能、 乡村教育发展和发现与支持
社会创新领袖人才等领域共同探
索实践一系列新公益项目， 取得
了显著成效。 截至 2021 年年底，
该基金会累计公益支出约 6.19亿
元， 项目累计覆盖区县 2123 个，
直接受益人数逾 43.5万人， 间接
受益人数逾 2327.9万人。

系列举措
实现制度化可持续帮扶

依托企业基金会、发挥企业
公益平台优势、发起成立脱贫基
金……记者注意到，在以往支持
乡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很多企
业不断拓展帮扶内容，丰富帮扶
形式，从产业帮扶、人才帮扶、教
育帮扶、健康救助等领域逐步扩
展到各个领域，并且以制度形式
固定下来。

2017 年 12 月 1 日， 阿里巴
巴脱贫基金正式启动，阿里宣布
未来5 年投入 100 亿元到脱贫工
作中，进一步探索“互联网+脱贫”
模式， 此举也意味着脱贫工作已
成为阿里巴巴的战略性业务。 根
据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成立时的规
划，阿里脱贫工作重点围绕教育、
健康、女性、电商、生态五大领域
开展。 阿里体系每个子公司都要
负责一个具体的脱贫项目， 项目
进展作为对主要合伙人的年度考
核项目， 鼓励阿里巴巴每一位员
工都加入扶贫项目中。

2018 年 7 月 10 日， 阿里巴
巴如约发布第一份脱贫半年报，
向社会公示其脱贫工作进展。 年
报显示， 经过半年摸索和实践，
阿里脱贫基金设定的五大脱贫
领域均已明确行动路线图，贫困
县域的各类试点正在逐步展开，

阿里经济体的技术与生态正全
面参与脱贫工作……

在百亿级脱贫基金的基础
上，2019 年， 阿里还开创了一种
新的助力农村脱贫模式———脱
贫特派员。 自 2019 年 6 月开始，
阿里陆续派遣数位资深员工驻
扎到山西平顺、甘肃礼县、贵州
普安、湖南城步、甘肃渭源等地
区，为当地带去了阿里农村数字
化的一整套思考方式、 数字技
术、运营经验。 围绕教育脱贫、健
康脱贫、女性脱贫、生态脱贫、电
商脱贫五大脱贫方向，对贫困县
域进行全方位助力。

2021 年 5 月，在第三届阿里
巴巴乡村致富大会上，阿里巴巴
宣布将“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升
级为“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
推出包含多项具体措施的“热土
计划”，从产业、人才、科技三个
方向持续助力乡村发展。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
运用自身平台和技术优势消除
信息鸿沟、开展“信息扶贫”，也
是企业助力乡村发展的一大亮
点。 这一点，在一些互联网行业
企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
字节跳动依托旗下今日头条发
起“山货上头条”项目，帮助贫困
地区打造农产品品牌， 促进农产
品销售。此后三年，字节跳动陆续
在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平
台发起“金稻穗计划”“山里 DOU
是好风光”“县长来直播”“扶贫达
人培训计划”等项目，推进三农信
息普惠，助力脱贫攻坚。

之后， 字节跳动将“山里
DOU 是好风光”“扶贫达人培训
计划”等扶贫项目升级为“字节
乡村计划”，依托地方政府，联合
公益机构，建立系统、长效、规模
化的培训体系， 从产业振兴展、
人才振兴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跨界协作
多元主体联合发力

在助力乡村发展过程中，高
校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已有不少高校扶贫团队
及学术力量长期研究并助力脱
贫攻坚的成功案例。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

从事扶贫研究超过 20 年， 他于
2015 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
腊县河边村注册成立“小云助贫
中心”， 通过公益的形式撬动政
府及社会各界力量，在短短几年
时间内就让一个深度贫困村庄
逐渐摆脱贫困。“小云助贫”模式
后来还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成为高校扶贫团队助力脱贫攻
坚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8 年 12 月底， 教育部印
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其
中提到，“加快构建高校支撑乡
村振兴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
升高校乡村振兴领域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为我
国乡村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这一行动计划的发布，更激发
了高校及相关方面在助力乡村发
展方面的决心和投入。 在此背景
下，国内众多高校开始探索成立乡
村振兴学院（研究院），助力乡村人
才培养。 与此同时，更多社会资金
开始向该领域倾斜。 产学研结合，
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例如，2021 年 6 月， 中国人
民大学教育基金会与国强公益
基金会、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先
后签署捐赠协议， 由碧桂园、大
北农与阿里共同捐赠设立中国
人民大学乡村振兴基金：碧桂园
及国强公益基金会共捐赠 2400
万元，阿里捐赠 1000 万元，大北
农集团在捐赠 1000 万元的同时
还捐赠了 100 万元奖学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院长、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
中心主任邓国胜此前在接受《公
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
振兴是国家重大战略，实现乡村
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高校有
必要也必须积极参与。 在更多业
内人士看来，产学研结合可以形
成优势互补，有助于探索搭建乡
村振兴共同体，推进建设乡村振
兴综合体。 产学研结合，能够为
社会各界尤其是有意愿加入乡
村振兴事业中的企业或机
构提供平台，让社会力量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过程中发挥更大
作用。

从扶贫济困到跨界协作
社会力量助力乡村发展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