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11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 ●● ●●

“晨曦计划”的大爱之举、大爱之根，源于两个字：
感恩，源于一句话：对人好，对社会好。

这是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在很多场合坦露
过的赤子之心。

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18岁以前，他没
有穿过鞋子、没吃过糖果，念书时为了省 7分饭钱中
午走一个小时回家……

他经常感慨地说：“我曾经穷过，知道贫穷是怎么
回事。”

正是基于这种初心，碧桂园集团从早期捐资助
学扶贫开始,发展到当前全国 9 省份 14 县整体帮
扶……

1997年起,碧桂园集团及创始人通过捐资助学、
开办慈善学校等方式,持续开展教育扶贫,惠及数万
名贫困学子。十年后，参加帮扶四川马边、甘洛两个
国家级贫困县项目，杨国强先生参与制定两县扶贫实
施规划。

2010年,捐资 2亿元驻村帮扶广东清远英德树
山村,因地制宜发展绿色苗木产业；在花塘(树山)按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环
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开启了“造血式”产业
扶贫之路。

2017年起,将树山村的经验推广到广东韶关翁
源黄塘村、广东潮州饶平黄正村、广西百色田阳央律
村等 7个定点帮扶项目,并捐资近 5亿元帮扶英德鱼
咀村、连樟村等 78个贫困村,覆盖粤桂川 3省份多个
贫困地区。

2018年 5月 20日，全面启动推进精准扶贫乡村
振兴行动，对 9省份 14县进行结对帮扶，惠及 3747
个村33.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自此，碧桂园集团“做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有益
补充”定位越来越明晰，并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指导下，
结合自身优势、立足贫困地区实际，坚持精准探索推
进了“4+X”扶贫模式。

“4”是指党建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
贫等集团统一部署的规定动作，“N”是指结合帮扶地
区实际拓展的自选动作，展开健康、教育、产业等精准
扶贫。

基于发自骨子里的感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碧
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提案连续7年专注职业教育
和扶贫。

他建议，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和培训在脱贫和防
止返贫中的作用，让贫困群众掌握一门技能，实现持
续稳定脱贫。

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只有大爱才能传递大爱，只有大爱才能感恩大

爱。
碧桂园河南区域推动“4+X”扶贫模式激发贫困

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脱贫者稳健发展的内生
动力，在结对帮扶的虞城县开展了培养致富带头人的
职教活动，和“晨曦计划”交相辉映。

和推广“晨曦计划”相类似，通过深入走访、考察，
初步筛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返乡创业者，通
过对他们情况进行摸底后，分门别类从多方面进行扶
持：

缺资金、技术的，由集团提供“设基金、建工厂、造
品牌、送技术、拓市场、设平台”等服务，提高创富带贫
能力，链接更多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品牌营销不足的，帮助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延伸
产业链条；

经营管理认知不足的，推荐参加“青创10万+”碧
桂园返乡扎根创业清华研修班，进行创富管理、专业
技能的深造学习，便于他们拓宽思路、引进新技术。

针对贫困人员举办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更是让
许多人找到致富门路和人生方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转眼间，碧桂园全国帮扶项目已经涉及 16省份

57县，结对帮扶9省份14县，主动参与到他们的精准
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正帮助 33.6 万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

这其中，就有碧桂园河南“晨曦计划”帮助的学子
们，他们在接受大爱捐助的同时，也在坚定地将这份
大爱向更远的未来传递。

大爱共青春一色 晨曦与梦想齐飞
——碧桂园河南区域“晨曦计划”三周年纪实

□冯长海

“我的理解是，慈善事业的真正含

义是帮助别人自救，正如中国的一句古

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在

接受福布斯中国采访中的坦言，就成为

该集团河南区域开辟者杨海波率领河

南团队推动“晨曦计划”的原动力。

追本溯源，是回顾每个高光时刻背后历
程的必经之路。

只有打开高光的缝隙，才能看见晨曦之
前默默付出的努力，才能看见散落在鼻尖、眉
心上的汗水，才能了解背后的隐忍。

针对河南莘莘学子的“晨曦计划”也是一样。
今年8月份，一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从民

权一高传到了碧桂园集团河南区域的每个角
落，传到了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河南省
扶贫基金会，传到了共青团河南省委、省扶贫
办，传到了社会各界：

“晨曦计划”中的313位高三学子参加了
今年高考，其中超一本线的 130 人，占比
42%；超一本线、又在600分以上的54人，占
比17.3%，最高分709分，是民权县的理科第
一名，被清华录取！

在这一引人注目的成绩背后，是碧桂园
河南区域与各单位一起，针对众学子的精准
教育帮扶推动。

据了解，这项惠及众多学子的“晨曦计划”
是在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扶贫办指导下，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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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教育精准
扶贫项目，主要资助家庭困难的高中生，受资
助学生除了可直接获得从高一到高三连续3年
的生活资助之外，还有主题班会互动交流、心
理辅导、冬夏令营等丰富多样的成才支持。

从2017年 9月5日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启动该计划以来，共有来自河南省20个县的
1513名学生享受到了资助。

如 果 时 光 能 够 倒 流 ，大 家 一 定 还 记
得，2019年 3月 7日在宁陵县高级中学召开
的一次特别的“晨曦计划”主题班会。

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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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渴

望的眼睛，在回顾自己中学时期时，提到他当
年的梦想：

上清华大学！
种种原因，他去了西安上学，然后到德国

念研究生。
之所以说这次主题班会比较特殊，也许

跟“杨老师”讲的这个特殊的考学经历有点关
联吧。

虽然他在德国的优秀同学中不乏清华、北
大的，但他最终通过努力实现了和优秀者同行
的目标，并最终用实际行动，接过碧桂园集团
的扶贫、扶智、扶教育的梦想，在生他养他的家
乡河南，把自信、梦想传递开来。

因为在他看来，通过坚持努力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更重要，而上什么大学，只是其中的阶段
性追求。作为碧桂园河南区域“晨曦计划”中
的学子们，有勇气和毅力去冲刺高目标也好，
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去奋斗也好，只要
紧盯适合自己的目标，一定会成就梦想。

那次主题班会上，学子们围绕“青春与梦
想——坚持or不坚持”展开多轮激烈的讨论。

一转眼，3年前高一进入“晨曦计划”的学
子们就到了参加高考的时候。

2020年，民权县理科第一名袁冲，以709
分（裸分成绩为689分，另外有高考针对贫困
地区专项政策2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作为“晨曦计划”中学子的代表之一，袁冲
本人是这样回复的：“因为家庭贫困，考入高中
以后的各种费用，一度曾让我陷入困顿，这时

‘晨曦计划’走进了民权，给像我一样贫困家庭
的孩子带来了希望，除了在资金上给予帮助
外，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让大家树立自信心，
让我有机会跟家庭情况相似的同学聚在一起
交流学习，让追梦路上的我不再觉得孤独！”

碧桂园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袁冲说非常

感谢它，感谢“晨曦计划”。
在他看来，今后的路还很长，再好的大学也

只是一个新起点，为此，他想对学弟学妹们说，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为了理想而奋斗虽辛苦却
是值得，因为未来，你会感激现在所有的付出。

让梦想成就梦想！
从袁冲的话语中，你可以感觉到“晨曦计

划”的真正意义在于“授之以渔”的自救。它
以对贫困家庭学子提供生活资金援助为切入
点，更多地植入了针对学子们自信的培养，通
过互动交流、心理辅导、冬夏令营等多样化的
活动，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找到自信和内在动
力，进而走向成才。

优秀的大学在这里，也变做了成才的阶
梯之一。

袁冲考上清华大学的消息固然令人兴
奋，但更让人欣慰的是像他这样的学子，在这
里找到自信和方向，他们不会执着地停留在

对起点高低的计较上，而是学会了如何在奋
力争取、坦然面对中相信自己！

相信只要不断努力，梦想就会在不远处
等你一起奔跑，就会让生活在不同程度上，越
来越接近你梦想的样子！

因为汲取了“晨曦计划”中这样的能量，
今年参加高考的“晨曦”学子中：

王翰林，657分，考取四川大学；
王思雨，647分，考取苏州大学；
王婵婷，646分，考取重庆大学；
朱新枫，645分，考取中山大学；
张昕怡，635分，考取南方医科大学……
民权高中“晨曦计划”班的班主任户传民

老师说，“晨曦计划”一个班有30个学生，要么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要么是低保家庭的孩子，
分别来自同年级的不同班级，每个学生的日
常学习都由他学籍所在的班主任管理，“晨曦
计划”班主任，主要负责每个月的资助金发
放，基本是每学期开学时的头两个月，每月
350～400元，平常每月 200元；还有就是组
织参加各种活动。

很多孩子的性格都比较内向、不爱说话，
甚至有点自卑，但自尊心都很强。通过“晨曦
计划”中的各种交流活动、心理辅导之后，多数
学生性格变得自信、有韧性了，不但学习刻苦，
平时也愿意和同学们交流了。

特别是今年参加中牟拓展训练的毕业生，
除了参观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校园外，还在野
外进行了训练，刚开始是晴天后来是阴雨天，
却没有一个掉队并喊苦喊累的。这个“晨曦计
划”班的30名学生参加高考，考上了27个。

而这，只是一个缩影。
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学生资助部部

长孙海辉说，像这样的教育帮扶，碧桂园河南
区域开展了20个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2019年 7月 26日，由共青团河南省委、

河南省扶贫办、碧桂园、河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共同开展的精准扶贫项目“不忘初心
美好与共”晨曦学子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

90名来自河南县市贫困地区的孩子，在
碧桂园公司与河南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的支
持下，于2019年 7月 26日至29日，在郑州和
安阳，开启梦想和心灵之旅！

来到被称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孩子
们了解到当年勤劳勇敢的30万林州人民，仅
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苦战10个春秋，在太
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红旗渠，更为他们创造
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
献”红旗渠精神深深震撼。

在2017年 12月就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
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的
红旗渠，学子们品味民工餐、体验开山锤、推
民工车、抬太行石……亲身感受着那个“激
情燃烧的岁月”。

学子们站在总长 616米、高 5米、宽 6.2
米的红旗渠青年洞门口，大声朗诵《少年中
国说》。

山风阵阵，细雨微凉。
在嘹亮的声音里，大家仿佛看到了从全

县百姓中抽调出来的 300名优秀青年，在最
陡峭的地段开凿“青年洞”的汗水，仿佛看到
30万林州人不畏艰难，奋力改变干旱缺水面
貌的艰苦奋斗历程。

这种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坚韧、奋
斗不息的精神不断萦绕在心头。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和希望。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迅速发展
的时期，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时
期，这个时期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教育尤
为重要。”

“晨曦计划”项目工作人员张笑说，“主
要还是想让孩子们见识更广、更远一点，为
他们树立一个宏伟的目标。也能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的关怀，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支持
着他们，助他们向上茁壮成长。”

2020年 5月 28日，以“学习寄语精神 展
现青春担当”为主题的希望工程·碧桂园“晨
曦计划”主题团日活动在睢县高级中学举行。

此次活动，除了深入学习领会五四精神
的内容，还邀请河南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
者、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
师、河南省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张辉，
分享了他在援鄂期间的故事。

来自上蔡一高的刘金晖同学做分享时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与时代同

步，与人类共命运，刻苦学习，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来自睢县高级中学的郑梦君说：
“在最应该奋斗的年纪里拼搏，为自己

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确山县一高的孙梦珂同学表示：“在担

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青春在新时代
的广阔天地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彩！”

柘城高中的董松旺同学认为：“要勇立
潮头开风气之先，奋发进取创时代伟业，勇
敢地担负起历史使命。”

让青春铭记青春！
一直以来，碧桂园河南区域秉承“捐助

不等同于救助”的积极救助理念，开展“晨曦

计划”等各类公益活动，提供主题班会、心理
讲座、征文比赛等各项成才支持。

“在碧桂园看来，像‘晨曦计划’这样的
公益不仅仅是捐赠，而是可以通过一个人、
一堂课、一本书或是一句话，让正能量和希
望传递给当代的青少年，在每个参与其中的
青少年心中种下感恩、自信的种子。”

2019年 11月 7日，碧桂园河南区域办公
室主任李方方在周口淮阳中学“晨曦计划”
主题班会暨“晨曦图书角”启动活动上，与学
子分享“晨曦图书角”设置的初衷时说了如
上的话。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南区域总裁杨海
波在开展主题活动、心理辅导、夏令营等活
动基础上，提出建立“晨曦图书角”，并列出

书单，就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多读书、读好书，
从书中汲取知识和力量。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希望
同学们可以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汲取知
识和力量。通过阅读、交流、实践等多方位
的培养，助力成才。”

在启动仪式上，一名晨曦学子也特别分
享道：

“也许我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很慢，但
是我从来不会后退。因为，我要对自己的梦
想负责。正所谓‘心有所向，虽远必达’。”

这就是碧桂园公益的“星星之火”，它可
以点燃青春，可以点燃人生。因为，有更多
的志愿者和晨曦学子在青春年华中分享着
爱的感恩、传递爱的力量。

让梦想成就梦想

让青春铭记青春

让大爱传递大爱

“晨曦计划”红色夏令营——青年洞前朗读《少年中国说》
杨海波在主题班会上与晨曦学子交流分享求学经历

晨曦学子袁冲被清华录取

“晨曦计划”图书角启动班会——淮阳站

宁陵晨曦学子主持晨曦班会

卢氏一高首期“晨曦计划”主题班会——破冰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