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 年 11 月，暖锋计划在富宁县那能乡那瓜村举行砂糖
橘种植合作社成立仪式， 并捐赠 150 万元作为砂糖桔种植基
金。 右一为陈若诗

企业扶贫有哪些方式？

由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社
科院联合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
书（2019）》表明，积极参与扶贫
工作、 建立扶贫工作组织体系，
已成为很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的表现之一。

其中，“产业扶贫”是被提及
最多的关键词之一。 作为产业扶
贫的主力军， 企业凭借自身资
源、人力及业务优势，在扶贫工
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个突出
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为深度参
与脱贫攻坚及精准扶贫，很多企
业开始派驻员工定点驻扎贫困
村，与村民同吃同住，确保企业
扶贫措施能够顺利落地。

一方面，让员工深度并持续
参与扶贫工作，能够保证企业扶
贫计划顺利开展，因地制宜设计
扶贫方案， 高效调动企业资源；
另一方面，员工深入基层也能更
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确未来发
展方向，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加深
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这看似是一个双赢的尝试。
但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平衡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尤其对被派驻
到贫困村长期驻扎的员工来说，
他们是否担心过自己今后的发
展问题？ 就此，《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了几位被企业派驻到贫困
地区的驻村员工，试图了解他们
对扶贫工作的真实感受。

“扶贫让我学会很多技能”

2018 年 6 月 24 日， 中国领
先的财经教育培训公司高顿教
育集团在上海总部与云南省富
宁县人民政府签署精准扶贫战
略合作协议，希望通过产业帮扶
模式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富宁县是一个集“老、少、边、
山、穷、战”为一体的国家级贫困
县，有 132个贫困村。为充分利用
企业资源优势，精准帮扶富宁，高
顿教育集团随即启动了暖锋计划
公益项目：选派具有创业精神、有
想法、 有公益热情的优秀员工到
贫困村挂职兼任村长助理， 负责
执行企业扶贫计划。

这些被选派到扶贫一线的
员工被称为“扶贫创客”，他们需
要根据驻扎贫困村的自然资源
和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帮助当地发展合
适的种养殖或手工艺产业。

王晓波就是其中一员。
2018 年 9 月，入职高顿教育

集团一年之际，王晓波加入了暖
锋计划，被安排驻扎到富宁县那
能乡那瓜村，服务期为一年。

那瓜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十
分不便。 除了甘蔗、玉米及八角等
农作物， 当地没有其他经济作物，
产业基础十分薄弱。 此外，村里年
轻人大多选择到广东、广西或浙江
等地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 这些
都是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对当地土壤、气温
及降雨量等因素做出系统性、科
学性调研后，再结合当地乡政府
对全乡产业发展的统一规划，王
晓波决定在村子里开展砂糖橘
种植项目。 不过，一切并不像他

最初设想得那么顺利。
“由于村民的文化水平和思

想观念相对落后， 一开始和他们
沟通起来比较困难， 说服他们转
变观念更加困难。 ”王晓波坦言，
最初来到村里时他和其他几位创
客一样，心理落差都比较大，但一
段时间之后大家慢慢适应了这里
的环境，开始踏踏实实做事。

“当地乡政府协助我们挨家
挨户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反反复
复和村民进行沟通。 也发动了村
里比较有威望的老人协助我们，
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 在村里的
每一天我们都非常忙碌，每天天
不亮就要起床，征地、测量、土地
流转、果树种植、施肥管理等各
项工作都要参与其中。 尤其是砂
糖橘不同于其他的农作物，因为
高温高湿气候很容易爆发病情，
所以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人员给
果树打药。 ”王晓波笑称，做扶贫
工作让自己学会了很多之前不
敢想象的技能。

实际上， 早在 2018 年 1 月，
高顿教育集团就开始面向全国招
募志愿扶贫专员， 经过 3 个月的
招募、选拔、培训等工作，10 名来
自全国各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成为

“暖锋计划”志愿扶贫创客，被派
驻到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两个贫
困村，并相继成立了“洞波乡里那
村刺绣工作室”和“那能乡那瓜村
砂糖橘种植合作社”，为当地贫困
村民持续创收超过百万元。

“有时候觉得能做的太少”

与王晓波一样， 来自碧桂园
集团的毛雁也是一位被派驻到扶
贫一线的企业员工。不同的是，毛
雁驻村扶贫时间更长， 经历也更
加丰富。在此之前，毛雁是一家纸
箱厂的仓储经理，2012 年入职碧
桂园后开始负责扶贫工作。

目前，毛雁驻扎在广西百色市
田东县，负责田东县和田阳县两县
的碧桂园“4+X”扶贫模式的开展。
其中，“4”即党建扶贫扶志、产业扶
贫扶富、教育扶贫扶智、就业扶贫
扶技；“X”指自选项目，如健康帮
扶、乡村振兴综合体建设等。

刚开始负责驻村扶贫工作时，
毛雁也遇到了一个此前并未考虑
过的问题：“刚参加扶贫工作时想
得都很美好，因为我自己就是农村
人。但这么多年我感触最深的一点
是‘好事不好做’，农村社会矛盾比

较多，村民意识比较落后，种种原
因导致农村工作不好开展。 ”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
不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加之缺乏驻
村扶贫经验以及个人能力有限等
原因，一些扶贫干部在最初来到贫
困村时，内心会有很大落差，甚至
产生“深深的无力感”。 因此，对这
些企业驻村扶贫人员来说，只有深
入了解农村、农民，同村民打成一
片，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据介绍，碧桂园扶贫主要分
为四个阶段：一是单个项目帮助
阶段，自 1997 年起，碧桂园通过
捐资助学、开办慈善学校等方式
持续开展教育扶贫；二是试点驻
村扶贫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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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大规模驻村扶贫阶段，2017 年
起碧桂园将树山村的成功经验
逐步推广到广东韶关、 潮州、广
西百色等地 7 个贫困村；四是全
国 9 省 14 县全面推进阶段。

从 2018 年起，碧桂园把扶贫
上升到主业高度， 成立了集团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 组建了
150余人的专职扶贫队伍，将广东
英德整县帮扶模式推广到甘肃东

乡、江西兴国、河北平山县等 8 省
13县，开启全国推进阶段。

“碧桂园一直都在探索一条可
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扶贫模式，
配合当地政府，做好政府扶贫的有
益补充。 现在我们摸索实施的‘4+
X模式’也是坚持这一原则。 企业
做扶贫相对而言更高效，资金使用
更灵活，流程也更简捷。 而且企业
做扶贫更注重实效和产出，一旦开
展工作就会集中优势兵力在短期
内达到很好的效果。 ”毛雁说。

作为碧桂园一员，毛雁十分认
可企业在扶贫领域的投入和取得
的成绩。而对于这段扶贫经历及个
人未来发展问题，他既有期待也有
一丝担忧：“我学的是会计专业，入
职碧桂园之前一直在制造行业做
仓储物流。我一直希望做一些有意
义的事情，后来听说碧桂园招扶贫
人员我就参加了。 ”

尽管扶贫工作让毛雁离专
业越来越远，但在他看来，人这
一生中还是要去做一两件有意
义的事情， 他说：“只要有需要，
我还会满怀激情地走下去。 ”

他们背后是庞大的企业资源

在广东省英德市浛洸镇鱼咀
村记者看到， 碧桂园扶贫工作组
将村中原来闲置的老旧房屋改造
成了兼具古朴和现代气息的民
宿，村中还建有漂亮的咖啡馆、图
书室及党建活动室等公共空间。

目前，鱼咀村还在继续修建
民宿。 在旅游季节，村里的民宿
最高价格超过了千元。

碧桂园采取“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进行合作，由浛洸镇
政府、鱼咀村委会、碧乡农业公司
（碧桂园子公司） 及鱼咀街联合成
立旅游公司,共同项目运营。 各方
分别以服务、资金、项目前期建设、
房屋和土地入股，比例为 1:2:3:4，盈
利后按比例分红，优先解决建档立
卡户脱贫问题，实现利润再分配。

在打造乡村民宿的过程中，
优先使用当地工人、机械及材料，
聘请当地老一辈工匠砌筑房屋，
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据记
者了解， 他们中一些人平均收入
在 3000 元左右，并且都享有五险
一金等福利。截至目前，碧桂园已
聘请当地 76 人，直接劳务费用超
过 40万元，为集体带来直接收益
达 80万元。 跟外出打工比起来，
村民们对这种旅游扶贫模式非常
认可， 一些长年外出打工的村民
也陆续回到了村里。

事实上，村民们看中的不只
是企业派来的扶贫创客，也不是
一两个光鲜的扶贫项目，而是这
些表象背后庞大的企业资源和
系统的脱贫设计。 这些，是贫困
村自身无法得到的。

在 100 亿脱贫基金基础上，
今年 6月， 阿里巴巴也推出了脱
贫新战略： 派遣资深员工前往山
西、湖南、贵州、甘肃的四个贫困
县开展为期一年的定点扶贫工
作。这次阿里派遣的四位“脱贫特
派员”均是工龄 12 年以上的资深
员工。 他们将结合阿里脱贫的五
大方向，通过扶持带动产业、培育
电商及教育人才、 建设互联网体
系等帮助贫困县脱贫致富。

（下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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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创客：
走，我们去乡村！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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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几年来，为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及精准扶贫，很多企业开始派驻员工定点驻扎贫困村，与村民同吃
同住，确保企业扶贫措施能够顺利落地。

一方面，让员工深度并持续参与扶贫工作，能够保证企业扶贫计划顺利开展，因地制宜设计扶贫方
案，高效调动企业资源；另一方面，员工深入基层也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
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 � 2018 年 7 日 4 日，碧桂园苗木产业
精准扶准项目落地，毛雁指导村民种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