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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贊皇縣三方攬臂同行的脫貧路，這也是一張折射着中國改善民生、聚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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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一段河北石家莊贊皇與東方之珠香港歷久彌深的不了情，這是一條香港愛心機構、

冀

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

歷程的縮略圖。近日，香港文匯報派出採訪組，深入太行山中段東麓，訪醫院、進學
掃碼看片

校、看大棚、走鄉村……為讀者展開這個「國家級貧困
縣」舊貌換新顏背後的人物、故事和啟示。

三之一

情緣

世茂集團、旭日集團、經綸慈善基金
會、黃廷方基金會、軒轅教育基金

■贊皇縣醫院投用的飛利浦
64排
64
排 128
128層螺旋
層螺旋CT
CT由黃廷
由黃廷
方基金會捐資購置。
方基金會捐資購置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古縣脫貧路 殷殷港胞情

會……走進河北贊皇的醫院、學校、鄉
村，也許不經意間，就會在門前、牆面
或碑石上看到香港資助機構的牌匾，見

港澳辦搭橋善款北上 河北贊皇縣摘窮帽

證着香港與贊皇結下的千里情緣。近年

香港資助贊皇一覽

大批香港企業及社團，紛紛慷慨解囊，

香港旭日集團

為這個千年古縣提供先進醫療設施以

金額：2,000萬

「扶身」，新建中小學校園以「扶

用途：建設縣醫院旭日門診大樓

智」，搭起蔬菜大棚以「扶業」……香
港各界人士的熱心參與，加快了贊皇脫

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

貧摘帽的進程，亦收穫了融入國家發展
的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馬靜、朱燁 河北贊皇報道

金額：1,011.66萬

■河北贊皇縣中醫醫院楊玉貞康復大廳為當地百姓解
決了切實的康復治療需求。
決了切實的康復治療需求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用途：建設贊皇中學

扶身 放首位 破解就醫難
「大夫，最近胃有點不舒服。」2019 年
1月，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媽媽走進贊皇縣
中醫醫院內鏡室。值班醫師馮濤操作着開
立 HD500 高清電子內鏡，儀器上的顯影稍
後清晰地指向診斷結果：早期胃癌。
「如果沒有這麼高端的儀器，包括癌症
在內的很多早期病症很難檢查出來。那位
年輕媽媽正因為發現及時，做了胃部手
術，防止了癌細胞擴散。」馮濤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以前我們的設備是全地區
最落後的，現在則是全河北最先進的。」
而這台內鏡設備就來自香港的中國星火基
金會的捐助。

港善長牌匾 遍醫療機構

在贊皇醫療機構裏，從縣級到鄉鎮，從
西醫到中醫，從醫療設備到整棟大樓，都
能看到香港捐助機構的牌匾或簡介。
在贊皇掛職副縣長的國務院港澳辦幹部王
振強，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憶及2018年3月與



$

「這裏可以建設醫養中心。」許榮茂的想
法與當地政府部門一拍即合，「醫院由我來
落實，一定要給百姓提供一個好的醫療條
件，也要發揮對旅遊業的帶動作用。」
今年5月，投資600多萬元的嶂石岩世茂
愛心醫養醫院正式啟用。現代化的管理，
門診診療區、醫技檢查區、休養露台等分
區齊全。
在一間病房內，年近七十的老人李蘭芹
正在輸液，治療胃炎。「是救護車接我來
的，護士和醫生照顧我，他們態度都很
好。除了輸液，每天還可在醫院吃頓午
飯。」工作人員說，「像她這樣的貧困
戶，有各種政策保障，在這裏住院理療一
周，本人就花四五十元錢。」
得知醫院改善了贊皇深山區的醫療條
件，許榮茂說，「醫療是老百姓生活的基
礎，而求醫之路成為內地貧困地區不可承
受的生命之重。我們希望去彌補這方面的
不足，而這需要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

香港福建社團交流經濟話題時一個情景：當
他以贊皇為例談起內地的脫貧事業時，在場
的香港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問道：「現在當
地最急需什麼？」 「目前援建重點是醫院，
最缺好的CT機。」「需要多少錢？」「大
約 800 萬元。」「這樣，您把詳細資料給
我，這個項目我來落實。」話音剛落，黃志
祥就叫來自己的助理跟進後續工作。三個月
後，信和集團即完成設備購置，又過了一個
月，贊皇百姓就用上了新設備。

深山醫養院 惠民拓旅業
2017 年 12 月，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
曉明帶港澳人士實地考察贊皇的脫貧工
作。來到嶂石岩地區時，香港世茂集團董
事局主席許榮茂眼前一亮，這裏山巒壯
美，紅崖嶙峋，與丹霞地貌、張家界地貌
合稱「中國三大砂岩地貌」，但是就醫條
件艱苦，11 個村只有一個赤腳醫生，患者
到縣城看病來回至少100公里。

香港世茂集團
金額：850.54萬
用途：建設嶂石岩世茂康復中心

黃廷方基金會
金額：800萬
用途：建設縣醫院

快圖美貿易有限公司孫大倫
金額：500萬
用途：建設贊皇中學

馮漢柱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用途：建設贊皇中學

偉易達集團
金額：500萬

▶孩子們在許亭小學窗明
几淨的教室中讀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用途：建設贊皇中學

香港敏華控股有限公司
金額：500萬
用途：建設蒲宏小學、西王俄小
學、十個村衞生室等

校園換新顏 學生盼回饋

北京香港馬會會所
金額：210萬

熱，還有安全隱患
還有安全隱患，
，舊宿舍的窗戶也關不上
舊宿舍的窗戶也關不上。
。
現在舊貌換新顏，
現在舊貌換新顏
，大家都開心極了
大家都開心極了。
。
贊皇中學改造資金來自利豐發展（中國
中國）
）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快圖美貿易有限公司孫大倫先
生、海港董氏慈善基金會董建成先生
海港董氏慈善基金會董建成先生、
、馮
漢柱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等。
漢柱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等
。 靳鑫怡說
靳鑫怡說，
，
「校長和老師經常提起
校長和老師經常提起，
，新樓的啟用要感
謝港澳辦及香港愛心人士的幫助。
謝港澳辦及香港愛心人士的幫助
。明年
明年，
，

導遊才過去的。」李鉅林至今仍記得，
到了贊皇後，他還未開口，導遊就忍不
住說：「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我真沒辦
法相信咱們國家還有這麼窮的地方」。
導遊小姐也說中了李鉅林的感受。

金額：201.052萬
用途：建設尹家莊蔬菜大棚、貧困
村村文化廣場等

香港福建婦女協會蔡黃玲玲
金額：200萬
用途：建設許亭小學

致富有了盼頭。「回鄉後我既能種地賣菜
賺錢，還能看着老人孩子，真比以前出去
打工幸福多了。」劉彩笑着說。
作為一家由香港中小企業從業者組成的
公益組織，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堅持十多
年盡己所能，扶助貧困地區進步。
楊玉貞曾回訪資助的項目，她表示：
「看到贊皇這幾年巨大的變化，特別是村
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我內心十分高興。
雖然個人能力有限，但只要有機會，我會
繼續幫助內地公益事業。」

2019 年，李鉅林帶着兒子回訪贊皇。
「這一次感覺完全不同，國家扶貧的效
果一下子就看出來了。」上次去當地最
關心生活和教育的改善，而這次，扶助
重點已經轉到文化設施和生態環境上來
了。「這說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改
善，生活需求在不斷提升。」

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

我打算考師範院校，日後回饋社會
我打算考師範院校，
日後回饋社會。」
。」
扶貧重在扶「
扶貧重在扶
「智」和「志」。
」。在贊皇中學
在贊皇中學
改造升級過程中，
改造升級過程中
，香港企業家專門探訪
香港企業家專門探訪。
。
「當時
當時，
，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的夫人沈乃
琪女士用英語與學生交談，
琪女士用英語與學生交談
，她鼓勵孩子們要
志在四方，
志在四方
，學成之後要回饋桑梓
學成之後要回饋桑梓。
。而馮國經
先生對學生們的英語表達豎起大拇指。」
先生對學生們的英語表達豎起大拇指
。」贊
贊
皇中學書記王吉朝回憶道。
皇中學書記王吉朝回憶道
。

■尹家莊村村民劉彩在由香港軒轅基
金會捐建的愛心大棚中勞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兒子常年在國外讀書，此行也受到觸
動。「這次回訪讓兒子對內地有了全新
的印象：一方面，他看到的中國遠比外
界報道的要真實，內地同胞生活的幸福
感很高；另一方面，基於內地日新月異
的變化，他為自己是一名中國人而倍感
驕傲。」

整
◆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馬靜、朱燁

在贊皇縣尹家莊村，一架架農產大棚依
次排列。走進大棚，融融暖意隔絕了朔風
寒氣，村民劉彩正在歸置壟溝裏的雜葉，
身前身後都是又高又綠的農作物。
因為只靠丈夫一個人掙錢，無法供養兩
個孩子，劉彩和丈夫常年雙雙在外打工，
留下老人和孩子們，「老人身體不好，做
飯很困難，孩子的學習就更沒人管了。」
2018 年，透過軒轅教育基金會，香港的
楊玉貞女士主動捐資，協助當地建起了大
棚產業。隨着一座座大棚的樹立，村民們

用途：建設白璧小學

■贊皇中學的同學們用餐後跑步回到宿舍
樓進行午休。
樓進行午休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扶業 搭菜棚 家門口打工

港律師回訪 攜子識國情
軒轅教育基金會資深法律顧問李鉅林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了間隔十多年、
兩次贊皇之行的萬千感慨。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贊皇，當時
那裏的交通真是不方便，我在北京請了

用途：建設贊皇中學

單
◆位：元人民幣



金額：996.89萬

扶智 拔窮根 首課弘感恩

一位正在校門口等着接娃放學的年輕媽
媽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我小時候就是
媽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我小時候就是
這兒畢業的，
這兒畢業的
，之前這裏都是泥地
之前這裏都是泥地。
。一旦遇
上雨天，
上雨天
，教室裏就會漏雨
教室裏就會漏雨。
。直到兩年前
直到兩年前，
，
學校的樣子一下子就變了。」
學校的樣子一下子就變了
。」
說起煥然一新的校園，
說起煥然一新的校園
，小學校長杜一凡
至今難掩激動，「
至今難掩激動
，「當年是香港的蔡黃玲玲
當年是香港的蔡黃玲玲
女士慷慨解囊，
女士慷慨解囊
，捐資翻修了我們的校舍
捐資翻修了我們的校舍。
。
現在我們每年的『
現在我們每年的
『開學第一課
開學第一課』
』就是向孩
子們介紹這段故事，
子們介紹這段故事
，讓孩子們懂得感恩
讓孩子們懂得感恩，
，
知道香港同胞所給予的關愛。」
知道香港同胞所給予的關愛
。」
另一邊，
另一邊
，中午時分
中午時分，
，贊皇中學的學生們在嶄
新的餐飲樓內吃完午飯，
新的餐飲樓內吃完午飯
，回到配有獨立衞生間
和空調的新宿舍。
和空調的新宿舍
。高三學生靳鑫怡說
高三學生靳鑫怡說，
，以前同
學們都是在彩鋼大棚裏吃飯，
學們都是在彩鋼大棚裏吃飯
，冬天冷
冬天冷，
，夏天



海港董氏慈善基金會董建成

金額：500萬

「丟手絹
丟手絹、
、丟手絹
丟手絹，
，輕輕
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面，
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面
，大家
不要告訴他……」
不要告訴他……
」午後的陽
光灑滿許亭小學的操場，
光灑滿許亭小學的操場
，孩
子們的歡聲笑語在校園中迴
盪。青瓦乳面紅稜的教學樓端莊而明亮
青瓦乳面紅稜的教學樓端莊而明亮，
，
潔白的走廊牆壁上懸掛着歷史名人簡介，
潔白的走廊牆壁上懸掛着歷史名人簡介
，
許亭村曾是唐朝六任宰相的故鄉。
許亭村曾是唐朝六任宰相的故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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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國務院港澳辦的牽線搭橋下，一

香港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金額：200萬
用途：建設許亭小學

華夏基金會
金額：143.5萬
用途：建設中醫醫院、西龍門村衞
生室等

太古（中國）有限公司
金額：110萬
用途：建設中醫醫院等

中國星火基金會
金額：100.3萬
用途：建設中醫醫院、贊皇中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