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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浩 / 著名诗人。

林 森 / 当红小说家、《天涯》杂志副主编。

蔡 葩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海南日报》海南周刊主编。

陈成智 / 高级记者、现任《海南日报》新媒体部主任、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杨 道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海南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

《海南日报》文化周刊主编。

（营中特邀省级优秀语文教师授课）

李英挺 / 海南日报社摄影部主任、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张 杰 / 海南日报社主任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宋国强 /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海南日报社摄影部首席记者。

李幸璜 / 从事摄影40年，首届中国新闻图片编辑金烛奖金奖获得者，

2014年开始无人机航拍，持证飞手。

李小岗 /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都市报》新媒体运营中心副主任、

影像工作室负责人、海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

海南省数码摄影协会副会长。

张 茂 /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10年度“中国十大新锐摄影师”、

海南日报社摄影记者。

封 烁 / 海南日报社摄影记者。

黄小恒 /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留学法国国立美术学院，

国际画家、法国“提切画廊”、美国纽约国际画廊“爱格热”签

约画家，入编中国文化部《中国艺术大家》，提供美术学院本

科、美术学院附中考前辅导。

李玉萍 / 南京艺术学院毕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书法家协

会女书法家委员会主任，获“省十大中青年书法家”称号、省“南海文艺

奖”获得者。作品入选国家级展览，并刻碑于“黄河碑林”、“百家书法

长廊”等胜地。所带学生考入中央美院等高校。

日期

7月18日至7月26日

7月27日至28日
（周末）

7月29日至30日

7月31日至8月2日

8月3日
（周六）

天数

9天

2天

2天

3天

1天

内容

均为室内教学

休息

户外采风

室内教学

上午9：00至11:00结业仪式

写作、摄影、水粉画课

上课时间：上午9:00至12:00。

书法课

上课时间：15:00至18:00

免费托管安排：每天 15:00 至

18:00，为孩子提供免费作业

辅导。

广告

2017年9月2日
荣获“2017年度慈善捐助突出企业”称号

2017年 12月4日
被评为“2017年海南省志愿服务公益合

作伙伴爱心企业”

2018年 1月30日
荣获“2017年度突出爱心单位”称号

2018年4月28日
由碧桂园海南区域打造的南强美丽乡村

被评为“海南五椰级乡村旅游点”

2018年9月29日
南强美丽乡村被评为五星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南强村的凤凰客栈被评为“海南十佳民
宿创建示范点”

2018年 10月31日
荣获“99公益日活动突出贡献奖”

2018年 12月20日
荣获“慈善爱心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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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政府和碧桂园海南区
域的帮助，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积极
乐观地面对困难。”7月10日上午，在
海口举行的2019年关爱“特困残疾
人”资助金发放仪式上，来自海口的残
疾人代表陈红霞激动地说。

为推动海口市残疾人事业发展，
在全社会弘扬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
海口市慈善总会与海口市残联、碧桂
园海南区域联手共同开展“特困残疾
人”资助项目。会上，碧桂园海南区域
向海口市慈善总会一次性捐赠100万
元，用于资助海口市500户特困残疾
人家庭。

碧桂园海南区域助理总裁郭姿瑶
表示，捐资助困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碧桂园海南区域自扎根海
南以来，秉承着“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
感的阳光企业”核心理念，始终牢记使
命、时刻紧跟集团步伐，以精准扶贫为
使命，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产条件、摆
脱贫困，让公益之梦在海南遍地开花，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扛起企业担当。

慈善助残大爱无疆

“对残疾人的帮助，是衡量社会文
明和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希望此次
碧桂园的资助金发放活动不仅仅是向
特困残疾人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样的形式，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
的关爱、支持和关心。”在7月10日当
天举办的关爱“特困残疾人”项目资助
金发放仪式上，海口市慈善总会会长
高锦全表示。

据了解，此次资助金发放仪式的
举行，旨在增强全社会扶残助残意识，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扶
贫济困传统美德，倡导“平等、参与、共
享”的现代社会扶残助残文明观，形成
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群体的
良好社会风尚，助力海口市精准扶贫
工作。

高锦全介绍，在此次活动前期，海
口市慈善总会与海口市残联本着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特困残疾人

的资助申请做了严格的把关和审核，
并将通过海口市慈善总会，对500户
符合条件的特困残疾人家庭，每户一
次性发放2000元救助金。

活动仪式上，海口市慈善总会还授
予碧桂园海南区域“慈善助残大爱无
疆”荣誉牌匾。“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力所
能及的帮助，能激发各位残疾朋友们
坚强自立、自强不息，树立生活的信
心，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并通过自身
不懈努力，逐步改善生活状况，进一步
增强获得感、归属感、幸福感。”碧桂园
海南区域开发总监刘珊珊由衷地说。

深耕海南爱撒全岛

饮水思源。可以说，关爱“特困残
疾人”项目资助金的发放仅是碧桂园
集团回报社会、践行社会公益实践的
一个小小缩影。

一直以来，碧桂园集团秉承着“做
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核
心理念，在专注房地产开发主业之余，
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并积极响应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实际
行动参与精准扶贫，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自立业至今，碧桂园创始人及集
团累计参与社会慈善捐款已超48亿
元，直接帮助近20万人脱贫，并带动
近200万人就业，公益事业涉及教育
扶贫、产业扶贫、美丽乡村建设、救灾
赈灾等方面。

在此背景下，碧桂园海南区域自扎
根海南以来，紧跟集团步伐，在不断成
长的同时肩负起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积
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号召，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及各
市县政府的指导下，陆续在琼海、白沙、
陵水、乐东、临高等市县开展美丽乡村
和产业扶贫等各类扶贫项目。

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在海
南区域开展公益扶贫项目共69项，捐
赠金额累计9976万元，直接受益人口
56791人，惠及人口约111.7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秉承“对人好，对
社会好”的企业精神，自2014年起，碧
桂园海南区域以“梦想碧桂园·百城公
益行”项目为抓手，组织志愿者团队深

入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
陵水、东方、定安、临高等多个市县开
展56场公益活动，为当地需要帮助的
群众送去温暖和关爱，为社会传递了
更多正能量。

同时，碧桂园海南区域还大力支
持各市县的教育事业，通过爱心义跑、
捐资、以及进校园活动等多种形式的
爱心助学活动，为许许多多的贫困学
子铺就了一条条圆梦之路。

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懂得感恩和回馈，是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应有的品格和追求。碧桂
园自进驻海南以来，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除了多次参与社会公益捐赠
以外，还不断探索房地产和社会各领
域的融合之路，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作出了积极贡献，碧桂园海南区域
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在筑梦公益的路上
绽放光彩。

今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

年年会期间，由碧桂园海南区域捐资打
造的南强美丽乡村作为外事会见、招商
茶叙的场所之一走进人们的视野。淳
朴的乡村成了旅游新“网红”，不仅吸引
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也让当地
的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在今年5月25日举行的2019年
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上，由碧桂园海
南区域无偿捐赠近800万元，在琼海
市石壁镇水口仔村打造的精准扶贫产
业项目——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
水口仔厂荣获“海南名粽”称号。作为

“输血”与“造血”并举的公益项目，该
厂的落地和正式运营，在助力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对成功改造产
业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不仅如此，碧桂园海南区域还通过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黎跃村美丽乡
村项目、东方市危旧房改造项目、乐东
千家镇只文村和抱用村路灯安装项目
等助力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通过乐
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翁毛村黑山羊产
业扶贫项目、定安县富文镇果树苗木产
业扶贫项目等“造血”帮扶模式进行产
业扶贫。

此外，碧桂园海南区域依托自身
的行业优势，为陵水黎安海港小镇整
体规划设计项目、陵水新村旅游小镇
整体规划设计项目、以及乐东九所镇
和利国镇的镇区改造项目提供关键性
的建议和资助。

得益于碧桂园海南区域在脱贫攻
坚战中作出的积极贡献，今年5月，碧
桂园集团副总裁、海南区域总裁叶剑
清被海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评为“2018年度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先进个人。”

郭姿瑶表示，将继续秉承“社会因
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
理念，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始终不
忘回报社会，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
事业，弘扬慈善文化，让公益的能量传
递下去，同时，用自身的善举号召更多
的社会团体和各界朋友们共同加入到
慈善事业之中。

撰稿/容朝虹

碧桂园海南区域百万元助残，海口500户特困残疾人家庭受益

筑梦公益事业 勇扛企业担当
碧桂园海南区域
部分荣誉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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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海南区域向海口市慈善总会一次性捐
赠100万元，用于资助海口市500户特困残疾人
家庭。 (本版图片均由碧桂园海南区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