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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云南红河县第一
中学高二学生珍珍家迎来了前
来家访的东润公益基金会一行
人。 作为“东润启航”奖学金的获
奖者，面对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孔东梅的询问， 珍珍略显拘
谨，但回答得无比真诚，为家乡
振兴作贡献的意愿表露无遗。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强调，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

人才培养，教育是关键。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是社会
组织最主要的关注领域之一。 在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背景下，
社会组织应该如何参与？

东润公益基金会的实践证
明， 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频共
振、与国家发展同向发力，培养乡
村本地人才、 实现乡村人才资源
良性循环，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喜悦鼓舞的发放仪式

7 月 11 日，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第一中学
充满了节日的氛围。 尚未放暑假
的师生们纷纷穿上了自己的民
族服装———学校有 2900 多名学
生，其中 90%是少数民族。

“这套头饰一般是彝族在结

婚等重大日子里戴的，今天也是
特别重大的日子， 所以就戴上
了。 ”一位彝族老师高兴地说道。

这一天之所以重大，是因为
这里要举行“东润启航”奖学金
和“东润益师奖”发放仪式。 2022
年，东润公益基金会向云南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 225 万元，
用于奖励云南省全部 27 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优秀师
生，其中红河州为元阳县、金平
县、红河县和绿春县。

在元阳县第一中学的发放
仪式上，16 位同学和 15 位老师
作为获奖代表现场领取了奖励。
作为获奖学生代表，卢香的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对我来说，获得
这份荣誉是激动自豪的，也是喜
悦鼓舞的。 我也知道这份荣誉下
更多的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
我们的殷切期盼，是我们对未来
的一种责任，我们必将带着这份
希冀攀登更高的高峰。 ”

“这不仅是关心关爱红河青
少年教育培养的民生工程，更是
助力红河青少年求学上进、追逐
梦想的大爱行动。 ”红河州委副
书记、组织部部长应亥宗强调。

响应号召的不变初心

实际上，“东润启航”奖学金

和“东润益师奖”并不仅仅在云
南发放。

东润公益基金会长期关注
祖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红色革命老区的教育发展，于
2017 年设立了“东润启航”奖
学金。

项目秉承“改善经济欠发达
地区青少年学习条件” 的宗旨，
让教育相对滞后环境中的孩子
接受良好教育，帮助改善他们的
学习生活条件；尤其是困境中品
学兼优的学生，帮助他们改变自
己和家乡的命运。

经过多年发展，项目覆盖范
围从新疆逐步扩展到西藏、四
川、青海藏区，内蒙古、云南等少
数民族地区，及江西、河南、陕西
等红色革命老区。

为了奖励长期坚守、扎根在
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2020 年，
东润公益基金会又设立了“东润
益师奖”， 希望可以让在艰苦环
境中仍保初衷的老师们收获职
业荣誉感，得享社会的敬意。

2020 年年底，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 但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
点。 以红河州为例，“作为后发
展和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 ，
红河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
务依然繁重， 尤其是在夯实义

务教育根基， 提升基础教育质
量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应亥宗表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
好乡村振兴工作，需要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 形成强大合力。
国家乡村振兴局、民政部联合印
发的《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优势作用， 以社会组
织参与乡村振兴为载体， 引导
和组织企业、 公民个人等广泛
参与， 并提出结对帮扶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县，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下，东
润公益基金会联合各地合作伙
伴，在支持乡村教育发展、人才
建设等各方面加大投入， 并向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倾斜。

“截至目前，东润公益项目
已覆盖全国 24 个省份 216 个县，
为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带去希望
和力量，推动边疆地区、少数民
族地区、红色革命老区的教育事
业更好发展。 ”孔东梅表示。

高度认可的持续激励

尽管项目覆盖范围在不断
扩大，但要获得“东润启航”奖学
金并不容易。 按照项目设计，“东
润启航”奖学金的资助对象为家
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小学、
初中、高中在校学生。 符合贫困
条件的学生，按成绩排名顺序进
行资助。

这样的设定，是为了保护孩
子们的自尊心， 让他们更加自
信，因为优秀而受到认可将让他
们更加努力，早日成才，为乡村
（家乡）振兴贡献力量。

“对我而言，奖学金是对自
己努力的一种肯定， 更是在学
习上的一种激励。 ”卢香表示，

“这次获奖不仅激发了我学习
的斗志， 也改变了我对生活的
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刻苦学习的
信念。 ”

尽管身处困境，但努力学习
让他们的未来拥有了更多的可
能，而“东润启航”奖学金的到来
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追求理想

的信念。
“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医

生，救死扶伤，从此以后让人们
没有任何病，都能健康快乐。 ”12
岁的芳芳家境贫寒，平日里少有
言笑，但面对前来家访的孔东梅
一行的问询却格外坚定。

“东润公益基金会长期关注
教育领域，奖励优秀学子通过知
识改变命运，许多人已经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向着自己的人生梦
想迈进。 ”孔东梅强调。

为了让这份肯定的含金量
更高， 项目设计了严谨的流程。
据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
作人员介绍，此次云南奖学金名
单是经过学校申请、县教育局及
团县委审核、云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复核、东润公益基金会确
认、学校展板及教育局官网公示
的严格流程才最终确定的。

在发放仪式结束后，东润公
益基金会还组织团队对元阳县、
红河县的部分获奖学生进行了
家访。 每到一家，孔东梅一行都
会仔细询问获奖学生的家庭情
况、学习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喜欢学什么课？ ”“数学课”
“考多少分啊？ ”“90 多分”“那你
很聪明啊。 ”孔东梅的夸奖，让 10
岁的兰兰不由自主地高兴起
来———尽管她已经两个月没有
见到在外打工的父母了。

“特别高兴能获奖，感谢东
梅阿姨，感谢老师。 奖学金来之
不易，不能挥霍，我一定会好好
利用。 ”即将进入高三的登三不
仅自己努力，面对前来家访的孔
东梅一行人还勉励自己的妹妹，
希望她也能通过学习和努力获
得“东润启航”奖学金。

走进家庭， 面对面的沟通，
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和温暖，让他们的人生有了更多
的阳光。“待我们学业有成之时，
我们不会忘记来时路，会向各位
前辈帮助我们一样去帮助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 将爱心传递下
去。 ”卢香表示。

“未来，东润公益基金会将
继续为乡村振兴、教育发展作出
贡献， 为更多师生提供支持，为
孩子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孔东
梅强调。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对获奖学生进行家访并合影

获奖学生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 �‘你喜欢上什么课？’
‘喜欢数学。 ’

‘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
‘想当老师。 ’

‘为什么想当老师呢？ ’
‘把知识传授给孩子们，让
他们走出大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