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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打造最具温度超级IP

力助16万贫困家庭因教育改变命运

拉木卓玛 ， 来自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草原

的

21

岁藏族女孩， 近日， 她

在接到青海师范大学录取通

知书的同时， 收到一份让人

温暖的资助。 今年夏天， 包

括拉木卓玛在内， 来自全国

各个地方贫困家庭的两万名

大学新生， 都将获得一份特

殊的资助。 这份总额为一亿

元的捐助 ， 由中国青基会 、

茅台集团联合举办的大型公

益项目提供。

7

月

10

日， 这个中国捐

资规模最大、 受益人数最多

的助学公益项目———“中国茅

台·国之栋梁 ”

2019

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 在拉木卓玛的

家乡———“三区三州” 扶贫开

发主战场， 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悉 ， 这是继去年四川

凉山后， “中国茅台·国之栋

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第二

次在 “三区三州” 地区举行

新闻发布会。 共青团中央书

记处相关领导， 青海省相关

领导 ，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

董事长李保芳， 茅台集团党

委副书记 、 总经理李静仁 ，

茅台集团党委委员、 纪委书

记卓玛才让， 中国青基会负

责人等参加活动。

“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始于 2012 年。 至今茅

台集团已连续 8 年，每年向中国青

基会捐款一亿元，资助当年参加高

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

的大学新生， 资助标准为一次性

5000 元/人。

致辞中，李保芳特别感谢共青

团中央对此项活动的高度重视和

鼎力支持。“茅台与青基会的携手，

是爱心与温暖的碰撞、责任与担当

的同行、理念与价值观的契合。 ”

李保芳还代表茅台集团表态，

称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的战略背景下，茅台将与青基会继

续深化合作， 把项目持续办下去，

一如既往地在履行社会责任的道

路上不懈努力， 为实现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好国企应有的

贡献。

连续8年每年捐1亿元

公益担当无止境

拉木卓玛至今难忘，2005 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车祸给她家庭带来的巨大灾难。 当年 7

岁的拉木卓玛本应到了上学年纪，却担负起

了照顾母亲的责任。

像拉木卓玛一样的贫困家庭，在“三区

三州”地区还有很多，通过建档立卡，他们成

为政府精准脱贫的对象，也进入“中国茅台·

国之栋梁”项目的资助名单。

透过北京、贵阳、遵义、红安、西柏坡、延

安、凉山，梳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这 8 年

足迹可知， 不仅一亿元的捐赠额度保持不

减，而且每年的关注焦点也随着我国脱贫攻

坚的需要在不断更新调整，越来越强调“精

准滴灌”———2016 年起， 决定每年拿出一半

的资金用于茅台的家乡，同样是扶贫攻坚主

战场的贵州；2018 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进一步将这项行动深化推动为“脱贫攻坚三

年公益计划”，把资助重点向“三区三州”地

区倾斜，并强化对茅台母亲河上游，云南镇

雄县赤水河源头地的支持与帮助。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北州西海镇，

是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的英雄之城———选

择这里作为新闻发布会所在地，是为了与在

座各位同学， 共同铭记共和国的先辈们，为

了我们的今天，曾经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与勇

气。 同时，我们也想借此表达，对‘三区三州’

地区父老乡亲勇于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

的致敬与支持。 ”李保芳动情地说。

据了解，“脱贫攻坚公益计划”2019 年度

捐款资助落实工作，将继续向“三区三州”、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团中央扶贫点以及赤水

河源头镇雄县等地区倾斜。

“精准滴灌”让公益为脱贫攻坚助力

截至 2019 年， 茅台集团已累计向中国

青基会捐赠 8 亿元， 受助地区覆盖全国 31

个省(

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全国铁道

系统的 33 个地区，16 万名贫困学生得以走

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从 2012 年至今，已

有四届、8 万名受助大学生完成本科教育，百

分之九十找到了他们热爱的职业，百分之十

读研、留学、创业。 一连串数据表明“中国茅

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经成

为中国公益的标志性品牌，成了教育扶贫的

标志性品牌。

“从你们成为‘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

望工程圆梦计划受助人的那天起，你们就加

入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 你们将与其余 14

万学子一道，成为这个国家摆脱贫困、走向

更美好未来的特殊见证。作为这项特殊助学

金的提供者，茅台人为能有机会为你们的出

发壮行、出力而深感自豪。 ”李保芳代表茅台

3 万多名员工， 表达了对今年受助的 2 万名

学子的期待和祝愿。

新闻发布会上，茅台集团、中国青基会

为已经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或继续深造

的 37 名茅台学子颁发了 2019 年度“栋梁奖

学金”。 现场播放的《我的中国梦》影像故事，

让大家透过 5 位栋梁奖学金获得者，看到了

16 万名受助茅台学子对于“中国梦”的坚持

与追求—————

2015 届，李旭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茅台集团给我精神上的鼓舞远大于金

钱上的支持，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更加坚定

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决心。 ”即将就读

本校研究生的李旭光，获得奖学金与荣誉无

数，现在他已投身航天发动机事业。

2013 届，李敏，廊坊师范学院。

“当年如果没有茅台集团资助， 我就不

会有现在满意的生活和工作。 ”如今，李敏执

教于石家庄市平山县小觉镇漂里小学，因工

作成绩突出被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

2012 届，李文超，烟台大学。

有了茅台集团资助，解了燃眉之急的李

文超，顺利进入烟台大学就读。 毕业后职于

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城关乡人民政府，由

大学生成为基层公务员。

“八年来， 茅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莘莘

学子，从贫困家庭走进大学校园，目睹了一

批又一批出身草根的有志青年，怎样把逆境

作为起点，书写了不一样的人生篇章。 ”李保

芳说，这 16 万学子的努力和成长，让我们的

付出更有价值，也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责任

的分量。

“过去几年来， 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一

个观点，每一位贫寒学子背后，都是一个家

庭。 茅台通过资助这些有志青年， 目睹并见

证了 16 万个贫困家庭， 通过教育赢得机

会， 燃起希望。” 李保芳动情地分享道， 恢

复高考 40 多年， 数以亿计的青年， 通过教

育彻底改变命运， 走进不同以往的人生历

程。

洒下一片真情，收获满是希望

8 年来，从资金帮扶助

学、 社会技能平台提供到

精神鼓舞和引导， 每一笔

茅台助学金的背后， 都是

社会正能量的不断传播和

传承， 鼓舞着千千万万有

志青年茁壮成长为国之栋

梁， 实践着帮助寒门学子

获得公平教育、 共享改革

成果的初心。

2018 年 , 第三方团队

发布“中国茅台·国之栋

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项

目评估报告指出， 茅台助

学项目是企业联合公益力

量参与教育扶贫的重要实

践。

报告显示， 这一项目

业已实现“精准滴灌”，系

“无条件”资助。 而且，资助

之外还开始了发展类服

务， 帮助学生及其家庭更

好更快地摆脱贫困。

在李保芳看来， 过去

八年时间，“中国茅台·国

之栋梁”公益活动，已经成

为茅台集团在大力推动

“文化茅台”、 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过程中， 最具温度

的超级 IP。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

五” 以来， 茅台共出资 90

亿元用于捐资助学、 兴办

教育、 扶贫济困、 义赈救

灾、环境保护、扶农兴农以

及支持地方政府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等。

2019 年， 是希望工程

实施 30 周年，也是中国青

基会成立 30 周年。“对于

茅台而言，16 万受助学子

身上所迸发的坚忍不拔、

努力进取的意志与热情，

是我们这个企业， 在转型

升级、应对挑战过程中，最

需要的精神财富。 ”李保芳

说。

文

/

戴世锦

践行责任，打造

最具温度超级IP

茅台集团捐资

1

亿元助力

希望工作圆梦行动。从

2012

年

起，该集团已连续

8

年，每年向

中国青基会捐资

1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