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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雨集团回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
让公益助力乡村振兴教育先行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今年国际“六一”儿童节前
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陕西省
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北梁红军小
学的回信让全校师生为之振奋。

5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在回
信中表示：“在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关心下，北梁小学即将恢
复为完全小学，同学们上高年级
不用跑远路了，在学校能喝上直
饮水、洗上热水澡。 希望你们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时光，努
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
对社会有用的人。 ”

习主席的回信立刻引发全
国关注。

6 月 6 日， 太阳雨太阳能照
金红军小学、照金北梁红军小学
回访暨“阳光浴室”公益项目火
种传递仪式在照金北梁小学启
动。 在仪式前的座谈会上，现年
61 岁、 任职北梁红军小学校长
17 年的何新春原定 10 分钟的发
言被拉长到半个小时。 何新春
说，得到习主席的回信，他异常
兴奋，在退休前他还想完成三件
事情———第一，将学校升级为完
全小学；第二，教师队伍配备到
位；第三，学校硬件设施加强。

公益助力乡村振兴，让教育
先行。 在习主席回信的前后，何
新春的这三个愿望在社会力量
的协助下，已经先行布局。

给习近平主席的信

2018 年 5 月中旬，照金北梁
红军小学的 51 名同学一起完成
了给习近平主席的写信计划，信
中同学们都写下了心中想对习
爷爷想说的话。

孩子们用真切而饱满的笔
触写道：“我们是成长在新时代
的少年，敬党、爱党、跟党走，红
色的信念根植心间。 每天清晨，
我们在‘托起明天的太阳’的希
冀下，走进校园，成长成才。 敬爱

的习爷爷， 您的事情那么多，还
关心着我们照金北梁红军小学
的同学们，我觉得您是我的好榜
样！ 习爷爷，祝您身体健康。 ”

最终，51 名二年级和三年级
的孩子们满怀着对习近平总书
记的敬爱完成了这封讲述照金
革命历史和自己学校崭新变化
的长信。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校长何
新春表示：“今年 5 月间，孩子们
写完信后让我拿到照金邮局投
递，信封上写着寄往‘北京中南
海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习近平主
席收’， 字里行间流露着孩子们
对习近平主席满满的敬爱之
意。 ”

怀揣着感恩之情，何新春寄
出了信件。 但作为一所山村学
校，何新春也没期望信件能有回
应，毕竟全国有着多所学校可能
都会给习近平主席写信。 没想
到，主席真的回信了。

何新春说：“给总书记写信
是孩子们多年的愿望，这些年学
校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下，
得到了许多帮助和支持，校舍改
扩建、学校硬件和住宿条件都得
到极大加强和改善，师资力量也
在不断补充， 学校也将于 2018
年 9 月成为完全小学，这一切都
是在党的好政策下获得实质性
变化。 ”

18 年前的 15 万捐款

早在 2000 年，习近平总书记
的母亲齐心老人踏足照金，在察
看陈家坡会议旧址时绕道来到
北梁小学（“北梁红军小学”前
身）。 当看到学校的艰难处境时，
老人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积
攒的 15 万元为北梁小学解了校
舍建设的燃眉之急。

2001 年，何新春调入照金北
梁小学担任校长，牵头对新校选
址重建、旧房改扩建。 何新春说，

当年正是有了习近平总书记母
亲齐心老人那笔 15 万元捐款，
才让北梁小学步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

17 年间，在党中央和社会各
界的关心支持下，何新春带领着
北梁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进行着
艰苦卓绝的奋斗，现如今学校的
变化日新月异。

2007 年，全国红军小学建设
工程启动， 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
学成为全国 258 所红军小学之
一。如今，“红军小学”已成为著名
的红色教育助学品牌， 遍布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老区。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也曾是
一所完全小学，2008 年教育布局
撤点并校调整中只保留了一至
三年级。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
书记曾到照金考察，看望慰问老
区干部群众。

如今，在政府和社会各界帮
助下，今年 9 月北梁红军小学将
恢复为完全小学。

企业回访助力乡村教育

5月 30日， 北梁红军小学收
到了习主席的回信，这令全校三个
年级共 120余名师生兴奋不已。

孩子们在寄给习主席的信
中说：“学校已经恢复六年制完
全小学啦！ 这样，我们以后上四
年级就不用跑很远的路了。 很
快，我们就能喝上甘甜纯净的直
饮水了，太阳雨集团的叔叔们为
我们学校安装了现代化的太阳
能设备，我们也可以像城里的娃
娃一样洗热水澡了……”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我
去过你们的家乡照金。 在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关心下，北梁小
学即将恢复为完全小学，同学们
上高年级不用跑远路了，在学校
能喝上直饮水、洗上热水澡。 你
们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这话讲得很好。 希望你们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时光，努
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
对社会有用的人。 ”

习主席的回信不仅激励着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也同样激励
着社会爱心企业。

2017年 6月， 太阳雨集团向
陕西照金红军小学、 照金北梁红
军小学捐赠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和
净水设备， 这些设备将基本解决
两所红军小学近 500 名师生的热
水洗浴问题、纯净水饮用问题。

一年后，2018 年 6 月 6 日太
阳雨集团再次来到照金北梁红
军小学回访， 关心系统运行情
况，并在该校启动“阳光浴室”公
益项目火种传递仪式， 计划将
“阳光浴室” 公益项目落地到更
多的红军小学。

对此，太阳雨集团总裁陈荣
华表示：“回访一是了解照金红
军小学、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热
水、净水系统使用情况，更进一
步满足他们的热水、 净水需求；
二是希望通过照金红军小学、照
金北梁红军小学热水解决项目
的成功性和标杆性，来表达太阳
雨集团爱心助学的公益诉求，并
继续推动‘阳光浴室’公益项目
的发展和延伸。 ”

社会力量公益探索路

一直以来，社会力量始终坚
持对革命圣地基础教育事业的

帮扶，并在公益道路上不断探索
前行。

太阳雨集团持续推进“阳光
浴室”“妈妈净水”“暖房子”三大
公益项目，为目标学校解决热水
洗浴、健康饮水、冬季取暖等现
实问题。

“阳光浴室”公益项目致力
于通过太阳能光热技术及产
品， 为社会弱势群体及公共福
利机构提供日常生活热水解决
方案。 至今，太阳雨集团已向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近 1000
所学校或养老院捐赠太阳能热
水系统。

“妈妈净水”公益项目聚焦
至为亿万家庭无私奉献却一直
被忽略的妈妈群体。 随着水质
污染的严重， 家庭饮水安全成
为妈妈们抗争生活威胁的一大
难题。 太阳雨集团通过捐赠净
水系统，以“妈妈”的名义守护
中国儿童的健康成长和身心安
全。

“暖房子”公益项目主要采
用空气能采暖技术及产品，为偏
远及高寒山区的学校捐赠空气
能供暖系统，填补我国贫困区域
冬季采暖空白。

如今， 从企业绿色属性出
发，“平等公益、人人公益、可持
续公益”的“生态公益”理念，已
是太阳雨集团对公益的重新思
考，也是行业责任塑造的探索和
期待。

2018 年 6 月 8 日，“新湖乡
村幼儿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签
字仪式、“新湖乡村幼儿园”启动
仪式以及“为了一个没有贫困的
明天———乡村早期儿童发展与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高端论坛”在
昆明举行。

正值全国脱贫攻坚进入关

键之时，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与
云南省政府合作，联手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和香港新家园协会
共同发起“新湖乡村幼儿园计
划”。 新湖集团计划在未来三年
里出资 7000 万元人民币，在云南
省政府的领导下，实现到 2020 年
在处于深度贫困的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
州实现乡村
幼儿园全覆
盖，同时将在
云南省其它
地区和其它
省份展开乡
村幼儿园的
示范工作。

浙江 新
湖集团是一

家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公司业
务覆盖金融、科技、地产、能源化
工和股权投资等多个领域。 多年
来，新湖集团秉持“财富共享才
最有价值”的发展理念，在创新
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的
同时，不忘初心，回馈社会，一直
积极投身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
为了更有效地践行慈善公益，新
湖集团于 2018 年 4 月成立浙江
新湖慈善基金会，标志着新湖集
团投身慈善公益事业进入到了
新的发展阶段。

新湖集团基于长期支持教育
扶贫的经验，聚焦解决深度贫困地
区儿童教育的短板， 将努力通过
“新湖乡村幼儿园”的建设，为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提供实践的经验。

“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项

目预计全部完成后，将新增在园
幼儿 6300 人， 全州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可达到国家和省“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 85%的目标，有力
提升当地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有
效解决“入园难”问题。 同时，让
怒江的“直过”民族、少数民族聚
居村的幼儿在幼儿园学会普通
话，过“语言关”，为小学阶段顺
利学习做好准备，打牢基础。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周荣在
发言中提到：“2016 年以来，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南洞、 牟定 2
县山村幼儿园已投入约 500 万
元， 今年还将继续投入 390 万
元，主要为两县招募了 141 名幼
教专职志愿者，缓解了当地幼儿
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真正做到
让贫困山区的孩子能在家门口

接受学前教育， 能用普通话交
流，实现人生起点的公平。 ”

活动当天，云南省委书记陈
豪在昆明会见了新湖集团领导
层黄伟、林俊波等一行，他高度
赞赏新湖集团支持云南教育扶
贫工作的义举，表示将与新湖集
团一道，保证“新湖乡村幼儿园”
顺利落地怒江傈僳自治州。 在

“为了一个没有贫困的明天———
乡村早期儿童发展与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高端论坛”上，来自北
京和云南的扶贫和学前教育方
面的专家及云南省教育厅、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领导就
如何在云南省展开学前教育与
扶贫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共有
包括从事学前教育管理工作的
一百余位代表与会。 （张慧婧）

浙江新湖集团发起“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
投身深度脱贫攻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