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如何看待 2020 年后的
扶贫工作？

陈开枝： 有的人容易理解为
到了 2020 年中国就没有扶贫任
务了，觉得扶贫工作一劳永逸，其
实这是个误解。 任何社会都存在
相对贫困问题；社会也是动态的；
而贫困标准也可以提高。 我们那
么大的国家，扶贫工作没有了，绝
不可能。 而且我们现在关注了农
村的情况， 但很少关注城市也有
相对贫困人口。 未来，我们既要思
考农村的问题， 也要思考城市的
问题，思考社区的工作怎么做。 这

个工作是永无止境的。
问：你个人目前主要关注哪

些领域？
陈开枝：我始终是集中力量

搞教育，只有教育可以解决代际
贫困。没有文化，拿着米、棉胎养
人，永远养不完，但有了知识和
技能，不但可以养自己，也可以
养别人。 作为社会力量扶贫，我
们还是关注困难的孩子的读书
问题，但这里面可以分不同的类
别，有孤儿的、有贫困的、还有留
守儿童，需要不同的方法解决。

（据《善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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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枝的扶贫故事：

24 年帮助 6 万多名贫困孩子走出大山
� � 2 020 年 10 月 17 日是我

国第七个扶贫日， 也是
第 28 个国际消除贫困 日的前
夕，陈开枝再次踏上从广州到广
西百色市的动车，参加当地的扶
贫活动。

陈开枝曾任广州市常务副
市长 、市政协主席 ，是中国扶贫
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从
1996 年第一次踏上百色的土地，
便开始投身当地扶贫事业，此后
24 年共赴百色 114 次，助学引资
累计 4 亿多元，扶持全市 6 万多
名困难学生。

如今，他已经 80 岁 ，也是百
色市荣誉市民，依旧为当地教育
扶贫事业，四处筹措资金。 他说：
“生命不息，扶贫不止！ ”

在最近公布的广州慈善榜
上，陈开枝获选 2020 年度 “特别
致敬慈善人物”奖。

为百色孩子，到处募捐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3
时许，从广州出发的动车 D3822
在百色站停下片刻。 历经 5 个多
小时， 刚满 80 岁的陈开枝从车
厢走出来，和过往 113 次扶贫考
察一样，紧接着乘车向西北行驶
182 公里到达广西最偏远的县
城，此后辗转回百色市区，见证
百色祈福高中、民族高中文秀班
的开班典礼。

这是为纪念黄文秀开设的
助学班。 在百色，几乎没人不知
道“黄文秀”。 1989 年，黄文秀出
生在贫困的百色。 直到 1996 年，
百色仍有 3.6 万名儿童失学辍
学。 同年，中央决定开展东西部
扶贫协作， 广东对口帮扶广西，
广州对口帮扶百色。

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
陈开枝因此与百色结下不解之
缘， 轰轰烈烈开展扶贫工作，在
引资助学上更是下足功夫，推动
了祈福高中等学校的新建，成立
了百色教育基金会，每年多次走
进百色扶贫考察，带动社会多方
开展捐助活动。

“黄文秀就曾作为先进分子
接受嘉奖，得到教育扶贫资助，就
读于百色祈福高中。 ”陈开枝在开
班典礼上回忆道，后来，黄文秀考
出大山， 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硕士，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
机会，又回来建设家乡，投身扶贫
一线，帮助更多人走出大山。

然而，2019 年， 黄文秀任乐
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因一次山
洪灾害牺牲。 为了弘扬文秀精
神，百色市委决定开办文秀助学
班， 百色市教育基金会承办 。
2020 年 6 月，百色教育基金会决
定在 10 年内举办 100 个文秀班，
覆盖所有百色县市区中学，招收
品学兼优、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每年给予每人 3000 元资
助，传承黄文秀的精神。

开办助学班的钱从哪里来？
陈开枝站了出来。不久前，他去梅

州调研， 看到一广州企业在当地
捐资上亿元，刚好认识。“当时我
就电话说，回来见一面，你们做的
这个事很好，感谢你，但是我手头
上有个更好的公益项目。 ”

说罢，陈开枝回来就拜访企
业家许应裘先生，敲定了为文秀
班资助 500 万元。 陈开枝说：“募
捐也要用心用情，我已经备好方
案，去向更多企业拜访，讲述黄
文秀的故事。 ”

看见了，回不过头去

在陈开枝的牵线搭桥下，不
到 4 个月，已落实 10 家企业捐款
1300多万元创办 12个文秀班。

实际上，带动企业家前往百

色捐款这事，他足足做了 24 年，
去百色，也足足去了 114 次。 出
生在粤西云浮的一户贫苦农家
的陈开枝，饿过，苦过，但一直努
力读书，获得念华南师范大学的
机会。 为确保他读大学，全校教
师还捐款捐物。

善意在早年埋下伏笔。 直到
1996 年的冬天，陈开枝正在日本
招商引资，接到电话得知要前往
百色商谈扶贫工作，立马搭乘飞
机出发，从东京到香港，香港到
广州，从广州再到百色，从城市
到山里，“那种反差太大了”。

百色大山环绕，当地老百姓
的生活是“吃饭不上桌（没粮食
吃），睡觉不上床（没被子盖），孩
子不上学（没钱读书），住房八面

来风（茅草房）”。 他想起邓小平
南巡时提到的“先富帮后富，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个共产党
员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此后走访
调研，“头十次去百色，都是流着
眼泪离开”。

1998 年正月初五，陈开枝再
次来到百色， 走进一个茅草屋，
两个孩子发高烧， 没钱治病，更
没粮食过春节。 前往的一众人立
即凑了 2700 元给这家人应急。
再后来，他的十个春节，都是在
百色跟老百姓一起过，“希望至
少给到当地人一丝关怀”。

也是那段时间，陈开枝带着
扶贫干部们解决老百姓温饱和
住房问题，移民搬迁、劳务输出
等多项扶贫工作开展得轰轰烈
烈，引进 20 多家企业投资 12 亿
元在百色兴业，促成广州帮扶广
西建成 200 多个项目。 1998 年 6
月，百色未解决温饱的人数从 63
万降到了 13 万。

但走过许多地方， 陈开枝认
为， 扶贫须先扶智， 扶智须先扶
教。长期以来，百色只有一所重点
高中， 全地区初中升高中的升学
率为 20％。 从 1998 年到 2005 年
间， 他发动海内外爱心人士捐资
近 3 亿元， 新建、 改建 242 所中
学、小学和幼儿园，其中亦包括发
动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捐资近

3000万元援建的百色祈福高中。
一所所新建的学校，圆了一

大批穷孩子的读书梦。

生命不息，扶贫不止

2005 年 3 月，陈开枝年满 65
岁退休了，那时他已经去了百色
50 次。

大家说：“老人家可能不会
再来了。 ”陈开枝公开说道，“我
和百色人民结下深厚的情谊，我
永远热爱这块红土地，只要健康
地活到 85 岁， 我一定再来 50
次。 ”他说：“我筹不到大款，就筹
小款，哪怕我每年拿出 3 个月的
退休金也可帮 10 个穷孩子。 ”

实际上，陈开枝的筹款能力
丝毫不比前十年差。 2012 年，出
于建立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的考
虑， 他建立了百色市教育基金
会，担任名誉会长。 如今，他已助
学引资累计 4 亿多元，扶持全市
6 万多名困难学生。

2017 年 8 月， 陈开枝提前 8
年实现了 100次到百色的诺言。有
人问他：“以后还会有 101次吗？ ”
他身旁的老伴回答道：“陈开枝已
经把扶贫当作终生的事业，‘生命
不息，扶贫不止’。 ”“陈开枝到百色
是第二个 100次再出发！ ”

也是长期的深入调研后，陈
开枝发现：百色 12 个县（区）有孤
儿、 事实孤儿和重度残疾家庭及
因大病、大灾、大的意外事故致贫
家庭的孩子近 5000 人，“我和百
色教育基金会商量， 保证这些孩
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扶持到底”。

此外，陈开枝认为，边远山区
的教师是否安心从教， 是影响教
学质量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和百
色教育基金会商量设立奖教基
金，奖励边远山区的教师，让他们
安心工作。至于现在，陈开枝的又
一工作重点，则是文秀班。

“文秀班的孩子都来自贫困
的家庭，他们不能把贫困当成包
袱，而是当作激励发愤图强的动
力；光学习好不够，还要有好的
精神情操， 文秀就是最好的榜
样， 在文秀班传承文秀的精神，
孩子一定会成为很好的建设
者。 ”他说。

【对话】

� � 1998 年正
月初五，陈开枝
再次来到百色，
当时很多人还
住在茅草屋

陈开枝与孩子们在一起

受助人黄文秀到外村考察养蜂产业，计划将养蜂技术引到百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