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8
2019年1月1日 星期二

版式编辑 粟丽华

■ 徐亚平 余旦钦

———平江县“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两周年记

站在 2018 年岁末的门槛上， 回望

“大爱平江” 过往的两年， 那些激情飞

扬、沧桑磨砺仍历历在目。 无疑，她将变

成泛黄的记忆，但她留下了温暖人心的

两圈年轮和感人至深的一串故事。

1.3 亿元的爱心基金，每年 1000 余

万元的运营收益，凝聚的是白莲花一样

的纯洁爱心。 发放给 2 万多贫困群众

4000 多万元的救助资金，释放的是人民

公仆和爱心人士的高尚情怀。 她得到全

社会的高度肯定， 荣膺中宣部等 15 部

委联合颁发的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

湖南省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颁发的“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牌匾。 省委副书记乌

兰、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及国务院扶贫

办、省发改委、省扶贫办的领导多次到

“大爱平江”调研，并给予高度评价。

山清水秀的平江，那生态大县、平江
氧吧、旅游大县、文化大县金字招牌覆盖
的，其实是一方红色热土，这里曾发生过

“三月扑城”、“平江起义”等重大革命历史
事件，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了 25 万多人，
登记在册的烈士就达 2.1 万，占全省烈士
总数的五分之一多，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
区，正因为战争的重创，这里成为了扶贫
攻坚的主战场。 自 1986 年国务院将平江
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至今，无数关
爱的目光聚焦这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给这个老区贫困
县倾注着关爱，使这块土地慢慢焕发出春
天般的生机。 作为战斗在主战场的历届平
江县委、县政府领导，牢记职责和使命，一
届接一届，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 贫困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使一大批困难群众挣脱了贫困的锁链，过
上美好生活。

2015 年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定》， 决议指出，2020 年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 平江人知道，平江国扶
贫困县摘帽以后， 那些生活在高寒山区、
环库区的群众，那些城镇没有劳动能力的
群众，甚至城区的一些特困群众，仍然面
临着因灾、因病、因学返贫的风险。 从那一
天起，有着担当情怀的平江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就开始思虑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
何探索建立一种社会扶贫的长效机制。

每年的春节前夕，平江县委、县政府
都要把寓外乡友请回来，举行一次充溢着
浓浓乡情的新春茶话会。 2016 年的茶话
会上，领导们把开展“大爱平江”扶贫助困
慈善行动的想法进行了通报，得到了广大
乡友的一致赞同，大家的发言都表示了同
一个主题： 他们这些在外打拼的平江人，
很想为家乡做点事情，现在县委、县政府
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正符合他们的心意，
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到“大爱平江”扶贫
助困行动中来， 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 常委会上，有人问县委书记汪涛：这扶

贫的事怎么由县委宣传部牵头负责？ 汪涛
回答说，扶贫助困慈善行动，扶贫是一个
方面，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个行动倡导一
种社会风尚，建设和谐的“大爱平江”。 于
是，成立了“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行动
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汪涛、县长黄伟雄任
顾问，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熊江新任组长。
同时设立联络中心专门机构，由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张足生兼任主任，负责前期的筹
备工作。 2017 年 1 月 23 日，正式成立了
“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和“大爱平
江”扶贫助困慈善基金会，下设秘书处。 通
过了《“大爱平江” 扶贫助困慈善协会章
程》和《“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基金会
章程》。 根据两个章程的规定，协会和基金
会负责人每届任期两年，协会设立名誉会
长、会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
基金会设立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基金
会设监事长和监事，人选全部在寓外乡友
和爱心人士中产生。 在成立基金会的同
时，广泛发动爱心人士和寓外乡友开展结
对帮扶贫困户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为了
公开、透明运行，基金会采用“社会发起、
社会管理、政府支持、公众监督”的运行模
式，同时建起了专用手机 APP 和网站，将
基金的运行情况、帮扶情况实时向社会公
开，接受群众监督。

在“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筹备
过程中，县委书记汪涛和县委副书记、县长
黄伟雄等 30多名县级领导，部分县直单位
和乡镇负责人，分别奔赴全国 20多个大中
城市，向各地的平江商会通报情况，宣传创
办扶贫慈善协会的意义和目的， 得到广大
乡友的热烈响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领
导小组组长熊江新，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协会秘书长张足生，更是一心扑在筹备
工作上，5+2，白 + 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尽显党员干部的赤子情怀。

如何建立一个社会扶贫长效机制？ 县
委、县政府负责人考虑的是解决脱贫以后
困难群众返贫的问题，用脱贫不是为了脱
身的民本情怀，温暖了一大批需要帮助的
困难群众。

筑起“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基金
会，无疑需要沉甸甸的真金白银作支撑。
老板和各界爱心人士的观望徘徊是正常
的。 县委、县政府以大动作大手笔推动，
拿出 3000 万元财政资金来作垫底基
金。不少老板和爱心人士看到这一幕，发
出的是同一个声音：县委、县政府是动真
格的了，是真扶贫、扶真贫，我们还无动
于衷地而坐着不动， 那就对不起家乡父
老。

像汽车加油一样推动力越来越大，
自 2017 年的 3 月 6 日起， 县委、 县人
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家在职领导，每
人带头向基金会捐款 3000 元。 在县级
领导的带动下， 全县所有公职人员自发
自愿向基金会捐款。 仅仅 10 多天时间，
公职人员捐款达到 1000 多万元。 领导
和一般公职人员的实际行动， 无疑是一
杆航标。 捐一百万元、几百万元、结对帮
扶几十户、几百户贫困户的乡友和老板，
争先恐后，大量涌现。 这个商会 400 万
元、那个商会 300 万元；民间爱心人士，
你 1 元，他 100 元，有的几万元或十几
万元……

爱的小溪汇成了汪洋大海，不到一个
月时间，400 多个县直单位、200 多个社
会团体、600 多家企业、5 万多名爱心人
士，结对帮扶贫困户 5700 多户；收到社
会募捐慈善基金 7000 多万元，加上政府
整合的 3000万元， 还有部分物资折款，
基金会的初始本金达到了 1.3亿元。

在扶贫慈善协会的筹备过程中，理
事长陈松柏除带头捐款 200 万元外，丢
下自己企业的生意不管， 投入到筹备工

作中，参与《“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
会章程》、《“大爱平江” 结对帮扶实施办
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带领自己的企
业———中唯建设有限公司的员工， 深入
余坪镇、城关镇走访帮扶贫困户 177 户，
因户施策制定帮扶措施。

名誉会长曾泰悟在“大爱平江”成立
之初，主动与筹备办对接，在上塔市镇结
对贫困户 58 户，彰显了一个企业家的大
爱情怀；“大爱平江” 扶贫助困协会成立
后，他又带领海南平江商会的员工，到上
塔市镇和板江乡走访帮扶贫困户 138
户，发放产业帮扶资金近 30 万元。 还有
执行会长吴耀军、童育林、罗向前、周武
斌、唐明辉、徐望辉，魏朝阳等企业家，除
了自己捐款外， 都结对帮扶贫困户 100
户以上。特别是副理事长张玉东，在自己
公司组织的捐款活动中， 动员父亲、妻
子、 儿子都上台捐款，“一家三代同台捐
款”被传为佳话，把一个企业家的大爱情
怀融进了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在 5 万多名参与的爱心人士当中，
农村老奶奶黄落珍算是一个杰出代表。
时年 93 岁的黄落珍，是岑川镇人，她一
生勤劳朴实， 慈悲为怀， 听说县里开展
“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行动，她把平
时儿女们孝敬她的压岁钱、 人情钱 2 万
元拿了出来，捐给了慈善协会。她颤抖地
握着工作人员的手， 动情地说：“那些得
了大病、倒了房屋的人家真是造孽啊，我
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就算凑个数吧，扶
贫助困还是要靠大家一起来……”

朴实的话语， 折射出一个农村老人
的慈善情怀。

决 策 , 诠释的是以人为本的纯洁情怀

“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基金会成立
以来，秘书处共组织开展了结对帮扶、专项
帮扶、项目帮扶三大帮扶措施，这些专项帮
扶活动，看起来很普通，但它给需要帮助的
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解决了他（她）
们的实际困难，把领导、老板、爱心人士、志
愿者的情怀捎给了困难群众， 让他们充分
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专项帮扶， 可不是随意的心血来潮，
它同样凝聚着大家的智慧。 秘书处大量的
走访调查，不同对象的海量座谈，它既是
时间的结晶，也是情怀的彰显。 经过一段
时间的酝酿，分阶段设置了这样五大专项
帮扶，很快出台了《“大爱平江”结对帮扶
实施办法》、《“大爱平江”专项帮扶实施办
法》、《“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撑
起一个家”行动关于主要劳动力意外死亡

家庭救助办法》、《“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
善协会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实施办法》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办法，项项都做得有条
不紊，严格照章办事，确保了帮扶的公开
公正公平。

结对帮扶是“大爱平江”社会扶贫最主
要的方式，短短一年多时间，寓外乡友的企
业家，结对 5730 多户、20136 人，共发放产
业发展帮扶资金和物资 3000多万元。 在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假日，企业家
们带着产业发展帮扶资金和生活物资上门
入户走访帮扶户， 与贫困户促膝谈心结亲
戚，脱贫致富出良策，许多感人的场景和故
事不断涌现，社会扶贫结对帮扶走访成了平
江大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城乡特困群众救助、情暖特困群众系
列活动、关爱孤寡老人、撑起一个家行动、产

业就业帮扶”5项大型专项帮扶活动，是对全
县因病因灾因学因残返贫的城乡特困户进行
的帮扶。一年多以来，“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
善协会以“助力脱贫攻坚，长期扶贫助困”为
宗旨，开展了“城乡特困群众救助、情暖特困
群众系列活动、6·30赈灾、关爱孤寡老人、我
想有个家、撑起一个家行动、产业就业帮扶等
专项帮扶，为困难群众解决燃眉之急，实现持
续稳定脱贫。

三墩乡戴市村 45 岁的戴杏仁，18 岁时
突发恶疾，切除了 10 个脚趾头，造成残疾。
也是祸不单行，2017 年 3 月他意外严重摔
伤致全身瘫痪，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生活无
法自理，加之他的母亲患鼻癌，家庭生活极
度困难。 这时，扶贫慈善基金会知道了这一
情况，迅速送去一笔救助金，并协调相关部
门和单位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
难。“大爱平江”用情怀给这个陷入困顿的
家庭带去了生机和希望。

“大爱平江”，情怀如火！

平畴似锦。

汨江两岸。

下岗职工
凌佳奇捐款。

2017 年 4 月 2 日，
省、市、县领导为“大爱
平江”扶贫助困慈善行
动启动揭牌。

六位世界冠军来平江扶贫捐款。

爱心人士捐款。

张曙秋之
子玉峰食品董
事长张玉东走
访贫困户。

社 会 各
界踊跃捐款。

参 与 , 彰显的是爱心人士的责任情怀

帮 扶 , 显示的是真扶贫扶真贫的真切情怀

(本版图片由平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