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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就是心存大爱，就是与你

一起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生

活！一个都不能少，这既是国

家的梦想，更是企业的责任，

更是每一个新时代奋进者的

担当！

碧桂园从到河南的那天

开始，就带着一颗从碧桂园集

团创始人杨国强倡导的“使

命、责任、良心之所在”的企业

爱心，在生于河南的区域开辟

者杨海波先生率领的团队身

上得以传承。

□本报记者 王军伟

不忘初心存大爱 与您一起共美好
——碧桂园河南区域公益纪实

3月7日，一次特别的“晨曦计划”主题班会在
宁陵县高级中学召开。

大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班会上，“晨曦计划”发起人，碧桂园集团

副总裁、河南区域总裁杨海波“杨老师”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就是要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结识一
生中的好朋友。他说他的梦想是上清华，但最终
去了西安上学。当他在德国念研究生的时候，发
现同学中不乏清华、北大以及国外留学优秀的学
子。虽然没有考上清华，没有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孩子很优秀的成长条件，但一样实现了与优秀的
人同行，其实起点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相
信自己，不断努力，因为这些关于成长的梦想，就
是愿意为之努力、持续去积累的事情，只有改变
自己，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才能改变身边的人和
环境。

像这样的主题班会作为“晨曦计划”的成才支
持，已开展了 100余次、覆盖 900余学生。2017年
9月在河南省扶贫办、共青团河南省委指导下，碧
桂园河南区域联合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河南
省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晨曦计划”，这是针对高中
生开展的一项教育精准扶贫项目。

“晨曦”——就是以社会的爱心力量做助推
剂，以温暖的公益力量唤起更多寒门学子的内
生动力。对家庭贫困的高中学生来说，他们现
在所处的阶段就像是早上六七点钟的太阳，通
过社会的帮助，使他们像晨曦一样跃出地平线，
绽放光芒。

碧桂园河南区域的教育精准扶贫项目除了给
予晨曦学子从高一到高三连续三年的每人每月
300元生活资助外，还提供主题班会互动交流、心
理辅导、夏令营等丰富多样的成才支持。

2018年 11月 9日，“晨曦计划”在淅川县一高
报告厅举行启动仪式，现场 30名晨曦学子认真地
宣读了道义契约书。

2018年 11月 23日，“晨曦计划”柘城县启动仪
式在柘城县高级中学举行，30名晨曦学子在“思难
忘 情永存”主题班会上，聆听了共青团河南省委副
书记武皓做的如何看待帮助以及怎样面对困难的
分享课。

他对同学们殷切地提出：要怀着一颗感恩之
心，感谢那些在你人生路上施以援手的人。努力奋
斗，将这份帮助的作用最大化，并在自己有能力之
时，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这也是与每位晨曦学子签
订道义契约的初衷。还特别嘱咐学子，在成长的道
路上要直面遇到的困难，去想办法解决它，不要退
缩、不要气馁。

目前，该计划已经有来自卢氏、新县、民权、兰
考、平舆等20个县的 900多位学子获得了“晨曦计
划”的关爱。

在此基础上，碧桂园河南区域在教育扶贫方面
再出新举措——于 2018年 7月 10日设立“晨曦基
金”，预计到今年下半年受益学生可达 1500人，累
计投入资金可达1800万元。

“我承诺：我所接受的助学金仅用于与学业有
关的开支及生活费用，决不无端浪费……在今后的
日子里，将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积极加入助困行
列，奉行美好的社会道德，报效社会……”

随着这一声声晨曦承诺，打开的是知识改变命
运之门！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
贫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途径。

这是对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创办的一所
纯慈善、免费民办高级中学——国华纪念中学的有
效补充，是通过帮扶家庭贫困、学习优异的高中生，
在他们重要成长阶段援之以手，进而从改变一个人
命运开始，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改变一个区域的
发展。

“再也不用担心雨水打湿我的作业本
了。”

“我们的教室变得真漂亮啊。”
2017年4月1日，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

中杨邑村杨邑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分外开心。
因为，那个年久失修、屋顶残存积水，用

了几十年，即使在无雨之日也会打湿学生作
业本的瓦房教室，从当年的3月 28日开始，被
志愿者连续施工三天彻底改造修葺：装上了
吊顶、粉刷了墙壁、安装了空调和灯。以往在
晴天，被屋顶积水形成“雨中上课”的孩子们，
终于可以在温暖明亮的教室里安心学习。

而且，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还为孩子带来
捐赠的物品，同孩子们一起开展了创意美术、
音乐等互动课程。

但这，只是由碧桂园河南区域开展的“校
长的愿望”第二期活动现场。

“校长的愿望”第二期活动首先走访的是
新乡卫辉市狮豹乡拴马完全小学。

学校宿舍是由老教室改造的，学生的床
就是几块砖垫起的木板，孩子们有时候甚至
要睡到半夜起床垒砖。

在经实地考察及了解拴马完全小学校长
的愿望后，碧桂园河南区域及活动志愿者为
孩子们改造了全新的宿舍，刷墙、铺地板、安
窗帘、换床……

一个月的准备；
60个小时的装修；
每次6小时的路程；
就只为换来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笑容。
到2017年 6月 22日，“校长的愿望”特别

活动开启，来自帮扶学校的 18名师生代表，
踏上了前往佛山碧桂园总部参观交流的爱心
之旅。

在这他们首先参观了碧桂园集团董事会
主席杨国强在2002年创办的国华纪念中学。
这是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捐资依法兴办的全国
唯一一所纯慈善、免费寄宿民办高级中学。

学校有高端的实验设备，藏书丰富的图
书馆和宽敞整洁的宿舍，学校成立十多年来，
有上千个孩子在这里接受免费的一流教育，
从贫困的泥潭中挣扎出来。

为了迎接这群特殊的客人，学校专门安
排了来自平顶山、洛阳、鹤壁的河南籍优秀国
华学子，与“校长的愿望”一行的老师、孩子现
场交流沟通。

在交流的过程中，新乡拴马完全小学的学
生才真正了解了学校创办的缘由是因为杨国
强从小家庭贫困，能读完初中全是靠政府的资
助，因此他对这些穷孩子抱有特殊的感情。

第二站是走进国华纪念中学不远的碧桂
园总部大楼。

一眼看去，树木葱茏，阳台错落有致，建
筑表层被植被茂密覆盖，孩子们称之为“森
林”一样的大楼。

在这里，碧桂园集团助理总裁、国强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罗劲荣代表集团，不但接待了这群

特殊的客人，还与他们立下三年之约：希望正在
读六年级的孩子，在3年后初中毕业时可以报
考国华纪念中学。同时希望孩子们勤奋学习，
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后成为一个有益社
会的栋梁之材。

第三站是参观碧桂园景观设计中心，体
验3D打印、智能机器人，现场制作雕塑。

最后在 400多米的广州塔上，孩子们手
拉手，大声向这个世界发出呼喊：

“你好，世界！”
这些在广州最高建筑上，向世界稚嫩问

好的孩子，将是未来社会的希望，也必将在未
来的人生舞台上绽放光芒！

截至目前，“校长的愿望”已帮助 8所学
校完成了心愿：为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贾寨镇新利民小学换掉使用了 23年的桌椅，
为驻马店后楼小学改造多媒体教室……“校
长的愿望”致力于为更多偏远地区的校长和
孩子们送去帮助。

2019年 1月 21日，碧桂园集团的年度会
议现场。

“这几年，国家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很荣幸
我们参与了这个过程。我对这个事挺感慨的，
因为大家知道，我也是贫困出身，我放过牛，18
岁前连鞋都没得穿，上中学的时候，光着脚在
泥泞的道路上走两个小时的路。我还记得冬
天的时候，我的脚有一个很深的口子，有一天
走在上学路上觉得脚很疼，往后一看，泥泞的
道路上还有鲜血。走到学校的门口前的小河
里把脚上的泥沙洗干净之后，再进去读书。现
在还有很多人未脱贫，我们有能力，我们应该
去努力帮助他们。这是公司要负起的社会责
任，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良心之所在。”

在碧桂园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国强近三个
小时的时间分享里，在首先分享企业担当时
如是说道。

是少年时候的求学经历，也是成长在肩
的责任！

为响应践行党和国家关于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的战略，碧桂园提出将扶贫列为主业
之一，积极推进党建扶贫扶志、产业扶贫扶
富、教育扶贫扶智、就业扶贫扶技及其他创新
形式在内的“4+X”扶贫模式。

在河南，为了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的目标，扎实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城
乡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实现家庭增收。

2018年 6月 28日，碧桂园虞城县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指挥部和张庄村共建的党建基地
正式揭牌成立，全面结合碧桂园“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绿色产业扶贫”发展模式，打出
了一套脱贫攻坚“组合拳”：

首先是举办招聘会。一方面送岗位到
村——联合碧桂园物业公司、顺茵绿化、酒店
公司、腾越建筑、凤凰优选等多家碧桂园子公
司提供 345个直接到村工作岗位，并且针对

贫困户适当降低录用标准，为外出就业人员
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解决部分县
城内就近就业——在春节期间举办“碧桂园
谷熟镇新春就业招聘会”，邀请包括碧桂园物
业公司等10家用人单位提供100余个就业岗
位，满足不方便外出务工，希望在县城或者附
近乡镇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的需求，方便员
工随时照顾家庭孩子，切实帮助贫困群众增
收。

其次是建设就业扶贫产业园。于2018年
10月投资300余万元建设就业扶贫产业园，通
过招商吸引用工单位入驻，目前已经有正宇电
子厂进驻，主要加工数据线等电子元件，让留
守在村的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再者是结合虞城县实际情况邀请河南省
农科院和河南农大相关领域专家教授，送技
术到村，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让百姓在家
门口都可以学到最新的农业领域专业知识，
提高种植水平，进而提高产量实现增收。并
且和专家教授建立联系，定期通过电话沟通，
并且在重要节点邀请前来指导。

最后是搭建农村信息平台解决农村招聘
信息不太对称的矛盾，扶贫小组在虞城县谷熟
镇每个村室广场设立碧桂园扶贫招聘角，搜集
虞城县内外最新就业岗位要求，让群众及时获
取最新的就业信息，同时，通过平台展示一些
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的相关福利公告，让贫困
户更快捷地获取碧桂园扶贫福利消息。

另外，还将对留守妇女开展月嫂、家政等
就业技能培训，让贫困户不光学到实实在在
的就业技能，拥有一技之长，还能在完成培训
后获得相关职业证书认证，对以后提高工资
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帮助。

朱婧源于 2014 年 7 月在她家乡流转了
560亩土地，种植了10万株的玫瑰，创办了家
庭农场，成立了虞攻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个

人被授予“虞城县十大杰出青年”“商丘市最
美创业女性”称号，合作社被评为“商丘市巾
帼农业示范基地”“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
基地”，被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审批为“全国
就业扶贫基地”；在她的带动下 36户贫困户、
124人实现脱贫。

但是 2018 年的一场倒春寒让玫瑰产量
大幅下降，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直接经济损
失达 40余万元，她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更是
卖掉了郑州的房子，就在她绝望的时候，碧桂
园扶贫小组在县扶贫办的指引下，来到了朱
婧源的办公室……

如今，朱婧源参加碧桂园第一期返乡创业青
年培训班，扶贫小组为玫瑰产品搭建产品销售平
台，推动优质农产品和企业走向标准化、品牌化，
类似的产品还有红粘谷小米、惠楼山药等优质农
产品，以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走向致富。

脱贫攻坚，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积
极参与，将见证历史变革，是人生之大幸；袖
手旁观，将与千年伟业失之交臂，终生抱憾。

总书记在 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出，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
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
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
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
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
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除了“晨曦计划”、“校长的愿望”、精准扶
贫，在碧桂园河南区域的公益相册里，还有他
们联合“志愿河南”和河南省优秀志愿团队发
起的“爱心益站”，在这一站：

有“爱心冰箱”、饮用水等，在炎热的夏季
为奋斗在一线的快递员、环卫工人等城市建
设者送去清凉和关怀。

有碧桂园志愿者协会联合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广东国强基金会、幸福家庭公益
中心共同发起的“幸福童年 快乐 e站”，旨在
全方位地开展健康宣讲培训，促进自闭症儿
童康复教育发展，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儿童的
认知和理解，为“星星的孩子”打开一扇快乐
之门。

有“梦想碧桂园，百城公益行”，碧桂园的
志愿者走进郑州、开封、平顶山、商丘、三门
峡、驻马店等地，开展 30余场活动。未来，碧
桂园志愿者会走进河南更多县市，让爱心力
量星火燎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有碧桂园河南区域与获得 2014年“感动
中国”奖的郑州陇海大院结成的友爱共建社
区，将“邻里相帮，相亲互助”的中国传统进行
传承，让业主真正感受到和谐、有爱的“家”。

碧桂园河南区域在公益方面的累累硕
果，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碧桂园河南区域陆
续被授予“全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爱心单
位”“中原社会责任奖·标杆企业奖”“金阳光
公益奖·十大标杆企业”“教育扶贫标杆企业”
等称号。在3月 12日举办的河南省慈善总会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河南区域总裁杨海
波还被选为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

爱升华、无极限！
“我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

美好。”
“我希望农业公司对乡村振兴有所贡献，

结合扶贫努力推进。”
“我希望大家保持谦卑，永远都要有自己的

信念和做人的原则。今天20万员工，大家一起
走这一段路，我们怎么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
致，让我们活得精彩而不负此生？人生的价值
和意义在于奉献，要心系人民、心系社会。”

2019年 1月 21日，碧桂园集团的年度会
议现场，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如是希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教育扶贫之路

从学生到校长，让愿望变成对世界的问候2

从教育到就业的社会大爱3

1

“校长的愿望”虞城站——孩子们开心地拆开收到的礼物邀请河南省农科院和河南农大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开展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晨曦计划”发起人，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南区域总裁
杨海波在宁陵县高级中学晨曦学堂上为晨曦学子们分享自
己的成长心得

“晨曦计划”推进会暨碧桂园“晨曦基金”成立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