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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捐赠 1亿元助力光明扶贫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白内障患者即将重见光明 ■ 本报记者 李庆

� �“真的能去医院免费做手术
吗？ 做完手术真的就能看见了
吗？ ”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的
81 岁老人王美英在面对碧桂园

“光明扶贫” 行动小组的工作人
员来访时，反复进行确认。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王美英
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那笑
容，犹如孩子一般纯真。

6 月 21 日，河北省张家口市
崇礼区的 9 名建档立卡贫困白
内障患者在碧桂园“光明扶贫”
的支持下免费进行白内障手术。

助力“光明扶贫”关爱贫苦
患者

当前，白内障是我国致盲的
首位原因，一些贫困白内障患者
由于经济能力所限，不能及时进
行手术，引起不同程度的视力障
碍甚至失明， 无法正常生产、生
活，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了沉重的
负担。

“光明扶贫行动·白内障复
明” 项目（以下简称“光明扶
贫”），是由国家卫健委、国务院
扶贫办共同组织开展的项目，旨
在通过整合社会资金，对建档立
卡贫困白内障患者救治费用经
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进
行全额资助，从而实现贫困白内
障患者免费救治。

据了解，白内障是全球首要
致盲眼疾，超过 90%的白内障是
由于衰老而自然产生的，而手术
是目前治疗白内障唯一有效的
方式，包括摘除混浊晶体以及植
入人工晶状体。

今年 3 月 3 日，碧桂园与国
务院扶贫办主管的中国扶贫志
愿服务促进会签署协议，率先在

“光明扶贫” 白内障复明项目的
启动仪式上捐赠 1 亿元，用于救
治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河北
等省份的贫苦患者。 5 月 20 日，
碧桂园选定全国 8 省 13 县结对
帮扶，探索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新路。 5 月底，由碧桂园派驻的扶
贫工作人员便驻扎崇礼区，在该
地区切实开展“光明扶贫”行动，
参与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
工作中。

6 月 8 日，在陕西省宁陕县，
由碧桂园捐赠资助的“光明扶
贫”行动首批白内障复明手术成
功，患者得以重见光明。

继陕西后，在张家口卫计委
的统筹安排下，经过区、县卫计
局对接张家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确认救治患者信息、临床医疗专
家筛检、术前检查等准备工作，6
月 21 日， 河北省崇礼区 9 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进行白内障手术。

据张家口第四医院工作人
员透露， 白内障手术的费用在
5000 至 6000 元，经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补充保
险报销或补贴后，由碧桂园再补
贴每人每只眼睛手术费用 1500
元，由此基本可以满足手术治疗
的所有费用，贫困户看病将不花
一分钱。

居住在崇礼区狮子沟六号
村的 81 岁老人王美英是此次光
明行动贫困建档立卡户的救助
对象之一。

老伴去世后，王美英一直一
个人住在简陋的平房里，30 多年
的老房子经过风雨的洗礼，屋顶
已开始出现漏雨的迹象。

由于眼睛模糊，腿脚行动不
便，无法劳作的王美英，生活来
源主要靠每月 210 元低保金补
助，每月 90 元养老保险，每年粮
食综合补贴 360 余元以及当地
富龙集团每年给予的 1000 元补
助。

王美英眼睛出现模糊不清
的情况已有三四年的时间，却一
直迫于经济条件未能做手术，依
靠模糊视力勉强维持生活。 令她
欣喜的是，去年，崇礼区医院的
眼科医生陆续入村筛查白内障
患者， 他被当地扶贫部门列入

“光明扶贫”行动的救助名单中。
被问及即将手术的心情，老

人欣喜不已。“我
还担心以后都要
这 么 模 糊 下 去
了。 终于要看见
了，太高兴了！ ”

因地制宜
精准扶贫

据了解，为
积极响应党和国
家号召，今年起，
碧桂园将从全国
范围内分别选取
甘肃省临夏州东
乡族自治县 ，陕
西省安康市宁陕
县、 铜川市耀州
区、 西安市蓝田
县， 江西省赣州
市兴国县， 湖南
省岳阳市平江县，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田东县，河北省石家庄
市平山县、邢台市新河县、承德
市滦平县、 张家口市崇礼区，河
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安徽省六安
市舒城县共 13 县进行结对帮
扶， 惠及 3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通过党建扶贫、产业扶贫、职
教扶贫、技能扶贫、健康扶贫等
多种方式，从绿色产业扶贫到乡
村振兴融合发展，从整村扶贫到
整县帮扶，扶贫到人、扶贫到户、
扶贫到村，走出了一条有碧桂园
特色的可复制的助力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之路。

“崇礼区有两个镇、八个乡，
1645 户家庭， 贫困人口达 2681
人。 该区的经济主要由旅游业带
动，缺乏产业支撑，因此年轻人
多外出务工，贫困户中多是老弱
病残幼，达 1900 余人。 ”碧桂园
专项扶贫小组的工作人员杨连
超向记者介绍崇礼县的贫困现
状。

据碧桂园扶贫小组对崇礼
区的实地调研反馈，当地水资源
缺乏、冬季较长，每年适合农作
物的生长期为 4 月到 10 月，耕

地利用率较低，气候环境条件制
约着产业扶贫工作的开展；此
外，从地形上看，崇礼县由四座
山夹着三条沟，人口和土地主要
集中在三条沟上，沟与沟之间在
交通上存在障碍。

通过实地调研，针对当地现
状， 据扶贫小组工作人员透露，
碧桂园此次在崇礼县的扶贫工
作主要通过党建扶贫、 产业扶
贫、教育医疗扶贫、就业扶贫等
方面，展开精细化、多点面的帮
扶。 此次“光明行动”便属于医疗
帮扶范畴。

自 5 月底，碧桂园扶贫小组
来到张家口崇礼区至今，已在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医疗扶
贫方面作出了规划和实践。

在产业扶贫方面，碧桂园将
结合崇礼区当地的自然环境条
件，通过借助集团苗木子公司的
资源， 引导村民种植观赏类苗
木， 合理利用闲置土地资源，开
拓进苗和销售渠道，形成产销一
体的生产运营模式，让农户通过
劳作获得收益。

同时，在当地开展彩椒等经
济类蔬菜简易大棚种植，提供大

棚种植技术支持。 此外，今年底，
碧桂园计划在张家口开设 30 个
社区便利超市“凤凰优选”，通过
直营店来带动当地部分贫困人
口就业，实现产业扶贫与就业扶
贫相结合。 与此同时，通过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与种
植蔬菜的贫困户、农业合作社建
立供需关系，通过订单引进作物
销售， 带动蔬菜种植产业发展。
此外， 计划通过代销的模式，引
进崇礼区具有地域特色性的经
济产品进超市，

在就业扶贫方面， 目前崇
礼区扶贫小组已经与崇礼区人
社局、 就业局对接就业培训扶
贫工作。 通过梳理集团和子公
司的在各地区的岗位需求，扶
贫小组已汇总一批就业岗位给
到就业局。

具体模式是通过与就业局、
北京东城区政府、崇礼区政府共
同筹备策划近期的招聘会。 通过
对接人社局，了解当地用人单位
对所需人才的要求，再由碧桂园
方联系培训机构，组织有就业需
求但没有技能的贫困户进行培
训，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王美英在家人陪伴下进行白内障术前检查

（上接 10 版）
王永林是“献血大户”，也

是全国消防部队捐献造血干
细胞第一人。 2003 年他在一
次献血的过程中加入中华骨
髓库。 2006 年，他通过捐献造
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北大研
究生的生命。 此后，王永林还
积极履行岳阳市“无偿献血、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形象大
使职责， 经常利用双休日、节
假日进行爱心宣传，并通过亲
身经历做通了多名爱心人士
的思想工作，影响和感召了更
多无偿献血志愿者的加入和
参与。

2011 年，王永林从消防部
队光荣退役。由于他为岳阳市
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公益

事业做出的诸多贡献，作为一
次对善的回应，岳阳市将退役
后的王永林安置到汨罗市卫
计局工作，让他继续为卫生系
统发光发热。

同样回应善的还有向雪
敏。 今年 33 岁的向雪敏是湖
北省恩施州来凤县的一名公
务员。 2002 年，由于父母离异
后相继离家， 她和弟弟两人
相依为命。 2005 年，向雪敏以
超过录取线 30 多分的成绩，
被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录
取。 可面临高达五六千元的
学费， 当时身上只有暑假在
手机店打工赚来的 800 元的
向雪敏一筹莫展。 后来，通过
手机店老板的建议， 向雪敏
向媒体求助， 她的事迹被刊

登在恩施州本地一家媒体
上，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后来
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不仅
为她开通绿色通道免了住宿
费， 还为她办理了国家助学
贷款，让她得以顺利入学。 谈
到这些往事， 向雪敏充满了
感激。 学校与社会的关爱与
帮助， 也激活了向雪敏用爱
与善良回馈社会的想法。2013
年， 为了挽救一名 16 岁白血
病少年的生命，向雪敏毅然将
早已定好的 2013 年 1 月 4 日
这个“千年一遇的好婚期”推
迟到了 2013 年 3 月 9 日，并
迅速“增肥”20 斤。 2013 年 1
月 24 日， 她成功为少年捐献
造血干细胞，完成一份爱与善
的接力。 这次报恩，她等了六

年。
这些可爱可敬的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他们每个人在生
活中或许都有自己的人生遭
遇，但面对身负家庭责任而努
力与死神抗争的血液病患者，
他们义无反顾暂时放下所有，
一起为生命接力。 捐献之前，
他们大多还没有成家，捐献完
成多年后，他们一直身体健康
并且多数有了健康可爱的孩
子： 莫淼有了自己的儿子，王
永林有了一双儿女，向雪敏生
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女
儿，郭卉也有了自己心仪的男
朋友。他们的善良给了他们美
满的生活， 而因为这些善良，
我们的社会也留住了一些生
命，留住了爱。向雪敏和她的双胞胎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