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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公益再出发 骑士精神正此时

莲花县屋场村“八石里洲上”项目启动
■ 见习记者 隋福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
到“脱真贫”、“真脱贫”。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
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需要党中
央的总体规划，也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推动。

莲花县位于江西省西部，四
周山岭环绕，“七分半山、一分半
田、一分水面和庄园”是对莲花
地貌轮廓的总体概括。 这里是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老区，也曾
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罗霄山
片区特困县。

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过
程中，莲花县经济基础差，发展
底子薄，在产业、科技、教育、医
疗、文化及三农等领域均需要不
同程度的助力和提升。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观察与
调研，2019 年 9 月 23 日，由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发起、《公益时
报》社主办、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主要支持的莲花县坊楼镇屋场
村“八石里洲上”项目开工奠基
仪式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秘书长赵冠军、香港赛马
会内地会员事务总监郑远成以
及莲花县县委副书记陈鲁南、县
民政局局长彭金强、坊楼镇镇长
周小兵等人出席。

“八石里洲上”坐落于屋场
村西北部， 距离村庄约 250 米。
这里荒闲几十年， 受地势影响，
一旦发生洪水，周围水田容易受
灾， 严重影响村民的收成和生
活。 但与此同时，“八石里洲上”
河水清凉，生态环境优美，是休
闲观光旅游的优良场地。

因此， 针对当地的现实需
求，“八石里洲上”生态修复项目
提上议程。 该项目包括修筑堤
岸、水流围堰、水坝建设、河床清
理、道路建设、桥梁修建等多项
工程，力图将“八石里洲上”打造
为一个集防洪、生态、观光旅游、
渔业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湿地。

莲花县县委副书记陈鲁南
表示：“此次‘八石里洲上’生态
修复项目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不
仅有助于减少洪涝灾害，改善农
村生产环境，而且有利于区域环
境整体提升，为下一步发展乡村
旅游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

香港赛马会内地会员事务
总监郑远成对项目的启动表示
祝福。 他认为，“八石里洲上”生
态修复项目具有多重价值。“在
祖国 70 周年之际， 开展的这个
项目，不仅紧紧围绕党中央脱贫
攻坚总规划，而且能够带来经济
效益，让当地居民过上更美好生

活。 我们希望通过点滴善举引导
和影响更多社会贤达投身到公
益事业中来，将爱心不断传递。 ”
郑远成说。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
书长赵冠军则从“不忘初心”的
角度向本次项目的所有支持方
表示感谢。 他坦言：“中国公益事
业的边界不断拓展， 从帮助、救
助到发展，从单一的医疗、教育
向文化、 生态等多元领域扩展，
从传统的资助向参与社区治理
迈进。 今日的生态修复项目便是
一个见证。‘八石里洲上’项目的
启动离不开每一位当地领导及
群众勤劳务实、渴望发展的‘初
心’。 而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十几
年如一日支持公益事业，不忘初
心，促成了项目的最终‘面世’。 ”

诠释企业社会责任

“八石里洲上”项目是屋场
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一环，也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

2015 年，为指导脱贫攻坚工
作顺利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这一纲领性文件。 其中指出，
脱贫攻坚战需广泛动员全社会
力量， 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
会组织、 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
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
效对接。

“八石里洲上”项目的顺利
落地便体现了社会力量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的资源联动及精准
对接作用。

据了解，为援助莲花县实现
精准脱贫， 基于当地切实需求，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联合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为“八石里洲上”
项目注资 100 万元。 二者分别作
为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携手为
脱贫攻坚事业添油助力。

“八石里洲上”项目的资金
来源于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最具
代表性的筹款活动———一年一
度的慈善酒宴。 2008 年，北京香
港马会会所携手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公益时报》社联合举办
慈善酒宴。 每年深秋，在颇具正
义感的骑士文化感召下，一批爱
心会员及热心公益的社会企业
家相聚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并在
会所带领下，共同为公益项目筹
款。 11 年来，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共筹善款千万元，为急需援助地
区的民生、教育及疾病救助做出
贡献。

2008 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
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
年。 汶川地震之后，“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
社会责任感。 那时，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刚刚开业便立即投入救
灾相关的慈善项目。 9 月 20 日，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举办首届慈
善拍卖酒宴，为地震灾区的孤残
儿童筹得 170 万元善款。

2011 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开始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合作。 多年来，在爱心会员的
支持下，共捐赠 314 万元，在全
国范围内已经建成 20 所梦想中
心，帮助近万名儿童享受到优质
的素养教育课程。

2013 年 6 月至 7 月，北京香
港马会会所举办闲置物品回收
活动，通过会员，筹集学习用品、
衣服、书籍等，捐赠给湖北省宜
昌土家族自治县山区儿童。

2013 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
时报》社共同发起“鄂西巴楚风
情公益行”活动。 活动启动以来，
马会会员及义工队先后前往湖
北西部山区，累计送去价值数百
万元的教学用具及生活物资。

2015 年，三方继续合作发起
百人公益行活动， 先后抵达西
宁、海南、果洛、黄南、海北等市
州，全长近 2000公里。行程中，北
京香港马会会所对当地孤残儿
童、养老、教育等多个公益领域进
行深入探访， 并捐款 382 万元帮
助青海省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
捐建校舍及现代化教学楼。

2017 年 7 月，北京香港马会
会所再次携手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开展亲子公益夏令营
活动。 夏令营以家庭为单位，以
梦想课程和亲子体验活动为载
体，帮助营员们了解公益项目与
一线基础教育的现状，并培养孩
子的爱心。 目前，亲子公益夏令
营已进行三届， 先后走过长白
山、江西的上饶与南昌以及甘肃
敦煌。

2018 年，在广大会员的支持
下，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捐款 210
万元为石家庄市赞皇县白壁小
学重建综合教学楼。 新建综合教
学楼为三层，总面积为 1500 平方
米，设有标准教室 9 间、教办室 6
间、功能室 6 间，为孩子们提供
安全的学习环境及多样的学习
体验。

此外，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还
持续关注孤残儿童，帮助金羽翼
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的
自闭症儿童在会所开展复活节
彩蛋慈善义卖活动，为孩子们开
展绘画等艺术课程募集善款 ;捐
建端村小学的风雨操场项目，开
展德育教育;走进四川、陕西、西
藏，内蒙古、吉林、河北等地，为
近 10 万人次进行了筛查、 诊疗
和救治， 捐款捐药 2000 多万元，
先后为近千名儿童进行了免费
先心病手术。 在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的号召下，会所义工队也经常
关爱天使之家的孤残儿童，践行
公益，传递爱心。

独到的经营模式

作为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机
构之一的香港赛马会于 1884 年
成立，是致力建设更美好社会的
世界级赛马机构，透过其综合营
运模式将所有盈余回馈社会，在
香港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慈善和公益是马会在香港
综合运营模式中的重要一环。 长
期以来，马会始终坚持独特的非
牟利模式经营。 马会没有股东，
也不设分红，所有盈余均悉数回
馈社会，拨捐善款。

自 1915 年做出首笔慈善捐
款起，马会一直通过业务运作及
慈善信托基金捐款创造经济及
社会价值。 在渐渐拉长的时间轴
上，马会从战后兴建学校、诊所
以解决社会切实需求，到完善城
市基础设施以改善市民生活质
量。 马会用行动回馈整个社会，
也影响着自己的会员及民众。

今年，香港赛马会全新推出
了“聚贤策马传贵雅”的会员价
值主张，并佐以象征马运的“伯
乐群英”、象征精致生活的“至尊
社交”及象征回馈社会的“社会
贤达”三大主题。 这不仅蕴含了
马会对世界级赛马运动的无限
热忱，更体现了对反哺社会的一
贯坚持。

回馈社会，是至高无上的荣
耀，更是马会会员独特价值观的
体现。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是香港
以外唯一一间香港赛马会品牌
之下的会员制会所，在彰显自己
独特之处的同时，也是香港赛马
会传统在内地的重要延续，多年
来一直积极开展多项公益活动。

百年马会，骑士本色。 秉承
着马会的慈善传统，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将自己的公益事业延展
至大江南北，更将“骑士精神”扎
根在每个会员心中。

奠基仪式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捐款建设的青海省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的现
代化教学楼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最具代表性的筹款活动———一年一度的慈善酒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