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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受资助应届生婉拒政府就业牵线
教育“扶智”工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记者 苏盈盈

7 月毕业季，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受资助的低收入农户学子求职就业状况如何？近日，市农办（扶贫办）搜罗了一批岗位信息，并逐一向 29
位毕业生询问是否需要牵线搭桥，结果 90%以上学生“拒绝”。
据统计，近 3 年来，我市每年投入约 250 万元资助 400 余名低收入家庭学子读大学，通过教育“扶智”举措，为低收入家庭实现增收，从根源上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扶贫与扶智同步
实现“一人就业，家庭脱贫”
来自湖岭镇南坑村的林建蓓是受
资助的应届毕业生，如今已通过台州一
家旅游公司的试用期，成为正式员工。
2015 年，林建蓓考上大学，一家人
为学费犯了愁。市农办（扶贫办）的助
学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有了这笔助学金，父母就不用为
我的学费犯愁，感谢政府和爱心人士的
帮助，我才能安心读完大学，找到一份
稳定的工作。”他说，母亲身患残疾丧失

乡村振兴

劳动力，全家仅靠父亲务农或打零工的
收入勉强维持家用，读大学的费用对他
家来说是巨大的负担。为减轻父母的
经济负担，就读旅游管理专业的他平时
省吃俭用，还利用寒暑假、周末等空闲
时间勤工俭学。
如今的林建蓓已是旅游公司的正
式导游。他说，只要勤劳一点多带旅游
团，收入足以补贴家用，让父母安心养
老，
“等我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一定会
回报社会，
传递正能量”
。
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治本之
策，是扶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据了
解，从 2005 年开始，市农办（扶贫办）践
行“扶贫、励志、助成才”教育扶贫事业
理念，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瑞
安日报社等单位，共同开展资助贫困大
学生活动，通过学业资助渠道，帮助他
们圆大学梦。
“如今社会就业压力大，本来担心
这些学生毕业面临失业局面，产生学而
无用的消极情绪。事实证明是我们多

虑了，只要这些学生找到工作，有了稳
定收入，基本可以实现家庭脱贫。”市农
办（扶贫办）副主任叶青松说，资助贫困
大学生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帮助低收
入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掌握技
能，实现就业，从根源上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

挥牵线搭桥作用，积极与企事业单位对
接，及时为受助大学生提供招聘信息和
就职岗位，同时出台激励补助政策，鼓
励低收入农户子女自主创业、自谋职
业。
教育“扶智”仅仅是我市精准扶贫
的一项举措。为促使扶贫资金“奶酪”
的效益最大化，市农办（扶贫办）坚持
输血与造血并举
“输血”与“造血”结合，在强化公益帮扶
的同时，着力激发低收入农户的脱贫信
精准扶贫助低收入农户增收
心和动力，通过发展生产、增强自我发
展能力实现致富增收。
记者在《2018 年低收入农户应届
高校毕业生调查表》上看到，市农办（扶
据介绍，
“输血”帮扶是为低收入农
贫办）工作人员为每一名毕业生做了详
户提供基本保障，如子女教育补助和参
细的登记，备注毕业院校（专业）、就业
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住院再保障
情况或意向等内容，今年毕业的 29 个
保险、人身意外伤害补充保险等医疗健
康服务；
“ 造血”帮扶是指产业扶持，如
毕业生中除个别联系不上外，就业率达
到 90%以上。
低收入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副
“我们联系了我市一家保险公司，
产品加工业及其它增收产业的，将给予
可为毕业生提供行政、窗口业务等岗
一定补助，对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
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农办咨询。”叶青
农场（包括来料加工企业）带动低收入
松介绍，一直以来，市农办（扶贫办）发
农户增收的，给予奖励。

草根慈善、诚志基金、崇德事业

郑超豪的三个
“慈善代码”
■记者 潘虹 通讯员 黄联江

实现了助学模式从
“给”到
“借”的转变。
现在，这个基金已经运行快 11 年
了，每年都有 100 名大学生接受资助，
单笔金额 5000 元，至今已经有 30 多位
学生陆续还款。
郑超豪说，成立该基金的目的是希
望学生讲诚信，也希望有条件的学生成
为捐赠者，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一个人的力量很单薄，当这
个‘一’支撑起无数个人，便会产
生无穷尽爱的力量。
”这是郑超豪
的工作笔记上的一句话。
从 2005 年以来，郑超豪已
经发起创立了 10 个民间慈善基

代码三：崇德事业
发展“崇德”帮助精神贫困者

金，资金总额逾 2000 万元，帮扶
奖励对象超过 2 万人次。他相继
获得温州市首届慈善大使、浙江
省慈善奖等荣誉。他的身上有很
多“慈善代码”，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慈善行动，带动社会力量参与
慈善事业。

代码一：草根慈善
成立 10 个民间慈善基金
郑超豪牵头成立 10 个民间慈善基
金的故事要从 2005 年说起。当年，他
成立了陶山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
优的陶山籍学生以及陶山片区师德优
良、教学业绩突出的教师和校长。从
此，他走上了
“草根慈善”之路。
2008 年，郑超豪的母亲去世。他
和兄弟姐妹简办丧事，凑了近 10 万元，

文明瑞安
文明人

以母亲的名义成立“华鑫道德基金”，主
要用于开展道德示范家庭评选，每年评
选 15 户道德示范家庭，至今已经评出
150 多户。
2010 年，他和妻子成立了诚济关
爱护士基金，让更多人理解护士的工
作。女儿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资就捐
献给这个基金。
2011 年，他在“华鑫道德基金”中
加入父亲郑明的慈善力量，将基金提升
为“郑明陈华鑫诚信道德基金”，奖励我
市的道德示范家庭、道德模范个人、诚
信道德示范经营户以及新居民道德模
范等。该基金成立以后，已奖励我市近
千个道德示范家庭及个人。
他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大。在他的
带动下，陶南女婿济困敬老奖优基金等
慈善基金先后创立。截至目前，他创办
的“草根基金”已有 10 个，目前这 10 个
基金资金总额已经突破 2000 万元，帮

扶奖励对象超过 2 万人次。

代码二：诚志基金
从“给”到“借”让爱心薪火相传
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郑超豪
发现一些贫困学生受到捐助后，因为家
庭隐私被公示，心理压力很大，
“放下了
经济包袱，却背上了精神包袱。”郑超豪
再次思考：
“能不能创立一个基金，真正
起到助学解困的目的”
。
2007 年 8 月，在他的牵头下，华峰
集团出资 1000 万元，成立华峰诚志助
学基金。该基金不再公示学生家庭隐
私，学生接受资助时会签订一份诚信协
议：在领到第一笔资助款后的 8 年时间
里，当有经济能力时，分批或一次性将
助学金返还到助学基金。郑超豪将这
一基金取名“诚志”，寓意为既要诚信又
要励志。这个要求“回报”的助学基金，

郑超豪退居二线后，将精力转移到
“崇德事业”中。这里凝聚了他的慈善
精神。
崇德书院是“崇德事业”的重要部
分。该书院是具有公益性质的道德品
行培训机构，培训对象是各级党员干
部、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等
人员，以及社区矫正人员和康复对象
等。崇德书院的日常教学及费用均来
自社会各界的捐赠。自 2013 年 12 月
创办以来，共举办孝德培训班 219 期，
参训人员达 14036 人，人员来自温州、
丽水、绍兴等地，甚至不乏黑龙江、河
南、江西、青海等省。
此外，他还创办了崇德慈爱站、崇
德互助义工队、崇德文工团、崇德诚善
农场、崇德共享基金等。一系列慈善事
业让他的工作劲头越来越足。他说：
“除了帮扶贫困人员，我们也关注那些
物质富足但是精神贫穷者。
”
现在，他考虑更多的是慈善带来的
社会效果，希望通过自己的慈善行动，
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

我市青春健康教育工作
获中国计生协肯定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实习生 胡秋萍）7 月 10
日，
中国计生协巡视小组来到市开元综合高中，
调研
青春健康教育情况。浙江省、温州市及我市相关领
导陪同调研。
巡视小组现场参观了市开元综合高中青春健
康俱乐部，了解该俱乐部工作开展情况和我市近 5
年来计生协工作，与市卫计局、计生协及志愿者座
谈，对我市在培养青春健康俱乐部师资、组建志愿
者队伍、开办特色课堂、创新健康教育活动、建立部
门协作机制、有效整合教育资源等方面的探索实践
予以肯定。
巡视小组表示，希望能坚持同伴教育，特别是
参与式教育和人生技能培训；坚持青春健康品牌效
应，特别是要坚持活动的经常化；坚持发挥志愿者
的服务作用；继续发挥好青春健康俱乐部的作用，
不断扩大示范基地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拓
宽青春健康教育的受益人群，不断创新协会宣传倡
导形式，在资源整合中突出计生协特色，全面推进
计生协青春健康品牌建设，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做出更大贡献。
青春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的关注和支持。近
年来，我市青春健康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教育、总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加强青春健
康教育工作，在多地建立青春健康俱乐部，开展生
殖健康宣传及科普教育活动。针对 10 岁至 24 岁
青少年，广泛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主题宣传、科普
讲座、心理辅导、家长课堂、亲子活动及同伴教育，
深受家长和学生喜爱。

我市政法系统举办
首届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昨日下午，由市委政法
委主办的首届“学习贯彻十九大、传承红船精神”演
讲比赛在浙报传媒瑞安电商文创园创 E 展厅举行，
来自我市政法系统的 21 位选手展开激烈比拼。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上台，结合亲身经历或
所见所闻，用饱含情感又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
个平凡而精彩的感人故事，抒发了传承红船精神、
献身政法事业的壮志豪情，展示了政法系统在维护
社会长治久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政法干警
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的角逐，比赛共产生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佳人气奖 1 名、优秀组织
奖 2 个。来自市检察院的选手蔡雅芝凭借 96.3 分
摘得桂冠。

天井垟综合整治工程
通过台风
“考验”

本报讯（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沈超凡）台风带来
的强风暴雨是检验天井垟综合整治工程最好的“考
官”
。在今年 8 号台风
“玛莉亚”
的侵袭中，
曹村镇天
井垟综合整治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排涝的作用，成
功通过台风
“考验”
，
破解
“漫水不退”
的
“锅底”
困局。
“全靠天井垟综合整治工程，河道变宽了，水都
通过河流排出去，
没有倒灌农田，
大大降低了农户损
失。”曹村天井垟稻谷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翁克华说，
过去每到台风天气，
天井垟就会白茫茫一片，
农田里
的积水要三五天才能退去，农户面临减产减收的风
险。
天井垟是粮食生产功能区，过去是省内有名的
涝区，
尤其是 1998 年一场强台风造成农作物颗粒无
收的惨境，
让村民们至今难忘。
为提升防洪能力，2016 年，曹村镇打好天井垟
河道综合治理、
“五水共治”
等组合拳，
将河道拓宽至
40 米，松木桩护岸、植树固土，并通过加固堤防、河
道疏浚、清障等措施，使抗旱防洪减灾能力显著提
升，
成功实现
“涝区”
向
“粮区”
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