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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伊利大洋洲乳业生产基地及签约牧场。 本报记者 翁东辉摄

新西兰南坎特伯雷地区群山绵延，遍
布富饶的牧场，这里的原奶产量约占新西
兰总产量的一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和优良的畜牧传统，吸引着众多外来投
资。伊利的大洋洲乳业一体化基地就坐
落在这片“未来牛奶谷”之中。

开端：
引以为傲的一体化基地

从基督城到工厂所在地提马鲁大概 3
个小时的车程。财务主管出身的艾登·约
翰斯通是伊利大洋洲工厂总经理，一大早
他就驾车接记者去工厂。艾登平时住在
提马鲁，周末才回到基督城与家人团聚。
窗外是翠绿的山峦、平整的牧场，星星点
点的牛羊悠闲地四处吃草。不时减速经
过安静的小镇，偶尔还能看到维多利亚女
王时代的老房子。不知不觉，我们已抵达
目的地。

这是一座全新的综合性牛奶及奶粉
加工厂，银灰色的巨大储奶罐高高耸立，
掩映在群山绿草之中，格外醒目。伊利大
洋洲生产基地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1 月
建成投产，总投资约 30 亿元人民币。整
体项目主要包括生牛乳深加工高科技、
UHT 液态奶、奶粉生产及包装等 4 个项
目，目前二期工程正准备动工。

新西兰之所以成为伊利迈向国际化
的重要的第一站，是与伊利全球化理念相
契合，其战略核心是用全球的优质资源更
好地服务消费者。为此，伊利开始了“全
球织网”，构建全球资源体系、全球创新体
系、全球市场体系三大体系，进一步完善
海外研发及生产基地布局。

正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伊利人仅仅
用了两年时间，就使一座拥有当今乳业最
先进技术设备的新工厂拔地而起。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说，伊利集团作为
中国乳业龙头企业，首次海外投资就选定新
西兰，这是中新两国乳业交流的重要一步，
希望能有更多的新西兰企业与之交流与合
作，促进两国乳畜行业的共同发展。

大洋洲生产基地的建成，标志着伊利
扎扎实实地在全球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
一步，而这仅仅是迈向世界的开端。

品牌：
做全球最值得依赖的

健康食品提供者
穿一身白色工作服的妮基正在电脑

前仔细查看数据。她是伊利大洋洲生产
基地第一批招聘的员工，住在离工厂 30
多公里外的奥玛鲁市，每天来回奔波。

记者问她，放着城里工作不要，怎么
跑到乡下来了？她说，伊利大洋洲生产基
地远近闻名，不仅设备最先进，管理也严
格，她觉得到这里工作是难得的体验。“那
你学到东西了吗？”“当然！你知道吗？我
们光检测当地原料就有 100 多项，是不是
太苛刻了。”她说这话时，满脸自豪。伊利

对原料严格的检测标准和检验频次，都超
过了新西兰的标准。

工厂管理之严，记者亲身体会了一
番。只是参观新厂区的一些次要生产单
位，记者就已经被要求更换了 5 次专用的
衣帽鞋子。因为这里主要生产婴幼儿奶
粉，其生产安全标准等同于药品生产。

艾登告诉记者，他每年都去伊利集团
开会参观，中国工厂的婴幼儿奶粉生产技
术和设备，都比新西兰本地先进很多。伊
利大洋洲生产基地完全是按照伊利国内
的标准建造的，在乳品原料质量控制标
准、生产流程等方面，对每项指标设定了
极为严格的限量值。一些本地员工适应
不了，只能反复进行培训。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认为，质量既是
保障食品安全的根本基石，也是乳业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说：“对我们而言，
这是一种使命，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食
品的安全和健康；同时这也是一种责任，
不断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使他们享
用国际高品质的乳品。”

伊利确立“质量领先”的发展战略，把着
力点放在对全球质量管理资源的整合上。

首先，紧紧围绕“食品安全”和“质量
保证”两个核心，先后建立起“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的“三全”质量管理体系以及
涵盖集团、事业部、工厂的三级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防控体系。

其次，和3家世界最权威的质量认证机
构——瑞士通用公证行、英国劳氏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以及英国天祥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升级全球质量管理体系。

还有，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进行战略
合作，建立欧洲研发中心，并以此为依托
共建中荷首个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又和新
西兰林肯大学进行战略合作，聚焦乳业全
产业链策略研究等。

这些前瞻性的战略举措，使得伊利占
据了乳业质量管理的制高点。

信任：
“和中国人合作，我们

奶户都放心”
细雨霏霏，深秋的牧场依然青绿。一

辆红色四轮摩托刹那间冲到眼前，皮特·
科林斯跳下车，抖抖身上的雨滴，热情地
招呼我们去看挤奶。

皮特是达尔摩牧场的农场主，已经六
旬开外，却满面红光，身材短粗壮实。他
刚刚和助手一起把五六百头牛赶进大
棚。半自动化的圆形挤奶转盘一次可以
容纳 80 头牛，工人启动开关后，“熟门熟
路”的奶牛便很有秩序地排队入场，各就
各位吃食挤奶。大约 20 分钟左右再换另
一批奶牛进场。

皮特指着牛群里一个浑身乌黑带白
块的大块头说，你看，这就是荷斯坦牛，最
好的奶牛品种。我们这里草好水好，牛也
长得结实，产出的奶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些奶都要送到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去。

提起伊利，皮特满脸兴奋，拉着记者
去参观他新建的养牛场。这座全自动化
养牛场可容纳 1000 头牛，由机器人控制
投食、挤奶和清洗等全过程，投资约 300

万新西兰元，这可不是笔小数目。牧场是
皮特和另外 3 家农户合资兴建的，还有一
个小型黑醋栗加工厂和土豆谷物仓库，所
有建筑框架钢结构都是在中国定制的。
皮特说，没有伊利就没有这个大型养牛
场。去年，他们和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签
约，成为伊利 49家签约奶户之一。

记者不解地问，当地天然牧场条件优
越，放牧成本极低，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建
养牛场呢？皮特乐呵呵地说，奶牛住在屋
里肯定比野外风吹日晒舒服啊。圈养奶
牛产量高，品质更好。钱是花了不少，但
有中国市场作保障，我们奶户都放心。

赢得当地供奶商的信任，是伊利在新
西兰成功立足的关键。艾登也说，新西兰
奶农偏于保守，很少会主动扩大投资。随
着伊利大洋洲生产基地第一期顺利投产，
奶农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原本观望
的一些奶户也主动上门商谈合作的事。
伊利一些大的签约牧场现在都在扩大生
产，他们看重的就是中国稳定增长的市场
需求。

正如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说的，伊利
大洋洲生产基地是面向未来的。以国际
化为驱动，坚持持续的新产品研发创新和
严格的质量管理，伊利不但领跑国内乳业
市场，在国际上也在不断扩大影响力。

已经成功走出去、扎下根的伊利，还
将继续全球织网、全球播种。按照伊利的
目标，到 2020 年，伊利将步入千亿级大企
业行列，跻身全球乳业前 5 强。我们期待
着伊利大鹏展翅，一飞冲天，也许这一天
并不遥远。

伊 利 的 世 界 追 求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翁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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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放过牛,年轻时种过田，18 岁
前没有穿过鞋。当他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
造出巨大财富时，他并没有忘记回报社会，
没有忘记那些依然生活困难的人们。20
多年来,他用 19 亿元铺就了一条扶贫济困
的大爱之路。他就是碧桂园董事局主席,
年逾 60岁的杨国强。

在扶贫济困过程中，杨国强特别重视
教育扶贫，他强调“授人以渔”，从设立仲明
奖学金到创办国华纪念中学，从送新技能
培训下乡进村到创立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再到开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专项活动，
都注重将教育与扶贫结合起来，实施以户
为单位的“滴灌式”精准扶贫。

教育扶贫，让爱传递

从 1997 年开始，杨国强每年都通过一
家广州当地媒体匿名捐资 100 万元。从
2006 年开始，捐资增加到 200 万元。在广
东省内高校设立帮助贫困大学生的“仲明
大学生助学金”，受助学子每人签订一份

《道义契约》，承诺有能力时返还助学金以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杨国强将其资助大学生的秘密保守了
10 年。直到 2007 年，某媒体以“感动更多
人投身慈善”为由说服了他，才揭晓了这个
秘密。

到 2014 年，仲明大学生助学金共计发
放2500万元，资助了8065名贫困学生完成
学业。仲明助学金的受益者走上工作岗位
后，许多学子在有能力的时候回捐了助学

金，让这笔基金不断增加，让爱持续传递。
2002 年，杨国强决定创办国华纪念中

学，招收来自五湖四海家境贫困、品学兼优
的初中毕业生。这是一所全免费、纯慈善
的全日制高中，学校“立校缘起”的石碑上
刻着“创办者语”：“我不忍看天地之间仍有
可塑之才因贫穷而隐失于草莽，为胸有珠
玑者不因贫穷而失学，不因贫穷而失志，方
有办学事教之念⋯⋯”

国华中学非常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社
会责任感的培养，始终把“学会做人，学会做
事”放在教育工作首位。学校礼堂里有一句
话：“立校办学的目的，是让年轻俊彦从拥有
知识开始，继而拥有高尚的品格和灵魂，以
建设国家和回报社会为终点。”许多国华毕

业生，在大学期间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他人。

组织农户进行技能培训

杨国强要求他的扶贫团队要经常到最
贫苦的地区做调查研究。

团队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在贫困县、镇、
村，总有一部分适龄劳动力因没有技术技能
无法摆脱贫困。2012年6月，碧桂园扶贫团
队在佛冈县水头镇开展第一个试点，通过入
村入户调查，了解贫困农户对学习新技能的
需求，启动技能提升计划。3年来，碧桂园扶
贫团队6人小组长期驻扎农村，与农户同吃
同住，选聘培训机构下乡进村，组织农户培

训。截至目前，已组织 15416 人参加计算
机、叉车驾驶、财务会计、室内设计等9个专
业的培训，其中 6705 人取得了职业资格证
书，3154人走上就业岗位，平均收入提高约
20%。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扶贫方式急贫困
户所需，很有生命力，杨国强对此感到特别
兴奋。

追寻职业教育强国梦

杨国强认识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最
缺乏的是高素质人才。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他提交了关于为什么要重视职业教育
的提案。他发自肺腑地说：“设想一下，如
果年轻人都能受到良好的职业培训，不但
能为他们打开通往成功成才的大门，还将
为国家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
和高素质职业人才。”

他认为：“就算是种田，也要接受系统
的职业教育，从而懂得施肥的道理和使用
现代化的生产工具。”

从 2012 年开始，碧桂园扶贫团队开始
积极筹办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学院位于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占地 300亩，总规划
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2014 年 9 月 28
日，学院正式开学，开设了 6 个专业，第一
届招生 300人。

学院以“办慈善高校，助贫困学生，育
精英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宗旨，一方面要
努力培养“大国工匠”、服务社会；另一方面
是要努力改变社会对高职的偏见，实现职
业教育强国梦。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19 亿元的扶贫济困路
本报记者 冯举高

2010年

7 月，杨国

强 （右 一）

在清远考察

贫困村。

（资料图片）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赵
季平又一次谈起他的作品

《和平颂》。这是第一部表现
南京大屠杀重大历史题材，
反对侵略战争、呼唤世界和
平、抒写时代主题的大型民
族交响乐。

13 年前，赵季平怀着悲
愤的心情来到南京，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他的灵魂受到巨大的
冲击，渴望用音乐发出呼唤
和平的声音。白天在资料馆
查阅大量史料，傍晚伴着江
边的徐徐清风，悲壮的音符
排山倒海般向他袭来。“生活
永远是我创作的源泉。”深入
基层，吸吮地气，使赵季平的
歌曲创作有了丰厚的底蕴。

为电影《黄土地》写歌，
是令赵季平受益一生的经
历。为寻找创作灵感，他来
到陕北榆林地区采风，跑遍
了全区 12 个县。榆林是陕
北民歌诞生地，传遍全国的

《东方红》就是佳县农民李有
源唱出来的。悠扬粗犷的陕
北民歌就像蕴藏在地下的煤
油气一样丰富，特别是那些
民间歌手散发着泥土清香的
原汁原味的演唱，更令人惊
叹和感动。“晚上基本都是住
在土窑洞的土炕上，土炕上
面的被子都是黑的，被子上
还有很多小洞。”这些难忘的
生活经历也为美妙的音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1997 年，《水浒》剧组找到赵季平为电视剧谱
曲,很多气势恢宏的音乐语言可以表现这一主题，都
被赵季平放弃了。他回味昔日在山东采风的旋律，
顺口从嘴中溜出了一句“说走咱就走”的山东方言。
这种感觉一出来，他立即抓住不放，把山东地方小调

《锯大缸》信手拈来，加以改造，一气呵成写出了《好
汉歌》的曲调。火爆野性的旋律，生动反映了梁山好
汉的豪情，一下子叩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在创作《乔家大院》的时候，赵季平三下山西，从
晋南走到晋中，从晋中转到黄河边上的河曲。一路
走来，大量民间音乐素材源源不断向他涌来。在河
曲，民间艺人的演出条件非常简陋，一把二股弦，一
把晋胡，没有任何道具，只有一个老人在唱歌。但透
过他的歌声，能感受到民间艺人对民族音乐的炙热
情感。在忻州，当地的吹奏乐令人震撼。他们的唢
呐演奏非常精彩，和赵季平一起下去采风的作曲家
听得哭了起来。“来自民间的音乐感染力深深打动了
大家，回来很多天后，那些美妙的旋律在脑海里还总
是挥之不去。”赵季平说。

“到生活中去，除了听民歌，还要观察当地老百
姓的生活形态，我很注意聆听他们讲话的语言。”赵
季平说，“比如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我会蹲在一些摆
小摊卖东西的人旁边听他们讲话。重庆方言特色鲜
明，那种节奏感，对于音乐创作也起到很大作用。”

年逾古稀的赵季平仍行走在采风创作的路上，
“只有身体力行地深入到生活的最深处去体验、去感
受、去发现、去创作，艺术才会给你最好的回报。”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赵季平

：

吸吮生活的养分

本报记者

姜天骄

7月 2日，郭祖清给学前班的孩子覃弦子上课。

在湖北省西部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

恩县的深山中，有一所只有一名老师却没有小学生

的“微小学”——沙道沟镇布袋溪村的布袋溪小学。

在此任教的教师郭祖清 51 岁，学校唯一的孩子覃弦

子只有 6岁，每天按照学前教育的课程上课。

据当地教育部门介绍，随着当地山村学校的生

源逐年减少，布袋溪小学可能会因没有生源而停

办。 宋 文摄（新华社发）

没有小学生的“微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