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19年
3月3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本报记者 陈曦

经济扶贫与教育扶贫并行

“今年， 我们开展扶贫工作的思
路还是经济扶贫和教育扶贫并行， 而
且不局限于去年的扶贫对象。” 德胜街
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坚定地说。

去年8月6日， 德胜街道总工会在
“北京工会12351” APP平台上 ， 面向
地区会员开展了杂粮、 小米免费抢订
的活动。 不出两个小时， 16000斤的杂
粮、 小米就抢订一空。

其实， 德胜街道总工会每年都会
开展很多次的会员免费活动 ， 但是
这次的活动却不一般， 关键就在这批
杂粮和小米是来自遥远的内蒙古乃
林镇。

乃林镇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
旗。 史料记载， 乃林镇历史悠久， 康
熙三十九年， 康熙巡边， 就曾到过此
地。 同时， 乃林镇还有光荣的革命历
史， 镇内立有革命英雄纪念碑。 很多
对军事历史熟悉的人对这个地方更为
熟悉， 因为1946年5月和9月， 冀热辽
军区部队两次收复乃林， 当时的战斗
十分激烈。

乃林镇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
是到了现代， 经济的发展却渐渐落后。
去年， 乃林镇成为了德胜街道的对口
帮扶对象。 德胜街道工委书记还率代
表团赴乃林镇精准调研。 通过精准对
接当地需求， 去年6月1日， 还在双秀
公园举行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推

动对口帮扶特色农副产品推介” 活动，
专门展销乃林镇的农副产品。

藏香猪、 绿色有机蔬菜、 富硒小
米、 非洲雁蛋……活动中， 来自乃林
镇的十几种产品亮相 。 因为物品丰
富 、 价格优惠， 还有试吃服务， 吸引
了不少居民前来选购。 而在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 就有一个很多地区职工都
熟悉的身影———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
陈洪祥。

“工会组织也有责任和义务参与
帮贫助困的活动。 另外， 我们日常会
开展很多服务地区会员的活动 ， 比
如免费逛庙会、 观影、 理发等。 趁着
那个推介活动的机会 ， 我们就想选
购 一些农副产品 ， 用来开展会员活
动。 这样既能帮助乃林镇贫困户， 又
能让地区会员职工能直接获得原产地
的优质绿色农产品， 一举两得。” 陈洪

祥介绍。
陈洪祥告诉记者， 当时， 推介会

上展销的产品很丰富， 但并不是所有
的产品都适合开展会员活动。 “比如
绿色有机蔬菜， 虽然新鲜又健康， 但
是不耐储存。 比如非洲雁蛋， 虽然营
养又美味， 但是不便于运输。 经过细
致的考虑， 最后我们选了杂粮和小米。
各购买了1000箱， 一共16000斤。”

除了经济扶贫， 德胜街道总工会
还参与了教育扶贫工作， 并引领驻区
企事业单位参与其中。

去年7月， 陈洪祥率领区域化党建
协调会成员单位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等一行
22人组成扶贫代表团赴河北省张北县
开展扶贫行动， 支持当地的中小学教
育。 代表团一共走访慰问了三个地方，
分别是小二台镇中心小学、小二台镇德

胜行政村以及二台镇九年制学校。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贫困地区

的校舍都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我们走
访慰问的地方， 校舍很整洁， 学生的
课余生活也很丰富。 但是因为家长常
年在外打工， 看得出来， 孩子们都很
渴望关心和爱护。” 陈洪祥告诉记者，
“我们的驻区企业给孩子们带来的是电
脑、 书包、 文具、 书籍等物品， 我代
表工会送给他们的是餐具。 希望他们
在好好学习的同时， 要好好吃饭， 保
证身体健康。”

“教育扶贫在助推脱贫攻坚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教育发展是
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的基石 。 今年 ，
我们将加大力度， 协同驻区单位共同
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用爱心灌注贫困
学生的希望之花， 愿这些孩子们都有
一个美好未来。” 陈洪祥说。

为受援地的儿童送去图书， 让他
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文化启蒙 。 3月20
日 ， 记者来到位于金中都公园内的
“第二书房”， 成捆成捆的儿童图书整
齐地码放在库房， “第二书房” 创始
人李岩正在仔细核对书单 。 “扶贫 ，
要扶智， 更要扶志。” 海淀区总工会作
为援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皮
山农场的对口单位， 不走形式， 变单
纯的资金援助为知识援助， 将援助对
象锁定在了将在未来扮演祖国重要角
色的孩子们身上。

在皮山农场的蓝精灵 、 小红花 、
金果果、 海绵宝宝、 喜羊羊五所幼儿
园里， 共有52个班级， 3000多名3岁至
6岁半的困难儿童面临着无书可读的情
况。 经过讨论协商， 海淀区总工会决
定， 把内容丰富多彩、 装帧设计精美
的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中， 让他们跟上
启蒙教育的步伐， 成为日后当地脱贫
攻坚的祖国建设者。

作为海淀区总工会委托挑选图书
的合作单位， “第二书房” 为了远在
新疆的孩子们煞费苦心。 因文化差异，
很多孩子连汉字都不认识， 如何让这
批图书真正实现自身价值， 对李岩和
他的团队来说是个考验。 “这些地区，
本身就缺乏书籍， 如果非常随意地将
各种图书送给他们， 孩子们可能不识

字、 读不懂， 更重要的是无法提起对
阅读的兴趣。 我们要做的， 就是从培
养这些孩子的阅 读兴趣做起 。 ” 李
岩表示， 北京不乏好书， 海淀作为教
育大区， 更懂得教育扶贫精准性的重
要性， 所以， 不仅要为人选书， 还要
为书选人。

李岩回忆 ， 去年 ， “第二书房 ”
组织了 “百城万里图书大漂流” 活动，
把书装进上万个漂流书包， 让这些书
包通过一个家庭传递给另一个家庭 ，
通过一个城市传递给另一个城市。 在
这一过程中， 李岩感受到了贫困地区
儿童对图书的渴望。 “很多孩子见到
诸如恐龙之类的精美大画册， 几个人
围坐在一起， 看得目不转睛。 他们可
能第一次知道图书是什么， 第一次享
受到印刷纸张的触感， 那种与知识触
碰的兴奋， 我们多少能够感觉得到。”

李岩认为， 产业扶贫带动的是受援地
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是扶贫骨架的搭
建； 而知识扶贫带动的则是受援地人
民的文化水平， 这是在根源上让他们
脱贫的办法。 “你要对这些孩子进行
知识扶贫， 首先要让这些孩子对你的
图书激发起兴趣， 在引导的过程中让
他们自觉主动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李岩说， “我们所选的书里， 不乏花
木兰从军这类经典故事， 但是以图画
为主， 让他们激发起兴趣， 认同这个
故事。”

记者发现， 这批即将送到新疆的
图书， 颜色鲜艳， 包装精美， 设计感
十足， 有些甚至是立体图书。 海淀区
职工服务 （帮扶） 中心负责人赵朋超
表示， 虽然互联网在近些年飞速发展，
传统图书对儿童的影响力仍有着难以
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

孩子连手机都用不起的贫困地区， 纸
质图书或许对儿童来说只是启蒙作用，
但它们却犹如荒漠里的一口泉井， 满
足了孩子对知识的渴求。 海淀区总工
会借助工会平台， 为新疆贫困儿童买
书， 送书， 希望那边的孩子们能和北
京的孩子们一样， 身心健康发展， 未
来成长为带领当地脱贫的有志青年。

此外， 在对湖北省丹江口市凉水
河镇深度贫困村———惠滩河村进行了
实地走访调研， 并就对口扶贫工作交
换意见后， 2018年10月22日， 海淀区
总工会与丹江口市总工会签订结对帮
扶协议 ， 由海淀区职工服务 （帮扶 ）
中心采购20万斤柑橘。 在对口扶贫过
程中， 海淀区总工会充分利用区建会
企业资源， 保证了物流运输与产品新
鲜度， 实现节约成本、 会员受益、 产
业帮扶的共赢。

海淀区总工会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扶贫先扶智，“第二书房”
为新疆贫困儿童送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