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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一声巨响，重庆市合川区民警罗建被炸弹
的气浪冲击到水田中，爆炸造成他右眼被摘除，双耳鼓膜
破裂，左眼术后矫正视力仅为 0.2。

因公受伤的罗建今年 52 岁，回忆起当年的事仍历历
在目。2003 年 4 月 19 日，时值周六，值完夜班的罗建回
到家休息。中午 1 时许，合川狮滩派出所接到新屋村群
众报警，称一名男子将手提旅行袋遗留在家门口，疑似小
偷盗窃留下的赃物。所领导正在处置另一起警情，便通
知罗建先期赶赴现场处置。

“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罗建例行检查旅行袋，小心
翼翼拉开时发现里面是一些旧衣物。“当翻到第三件衣服
时，就拉不动了，看见一个手电筒。”以为是手电筒把衣服
压住了，罗建将手电筒拿起，一声巨响后发生了文章开头
描述的一幕。村民迅速将受伤的罗建送到镇卫生院，简
单处理后又送往大医院救治。后经查，扔下旅行袋的男
子因纠纷曾扬言炸掉当事人的房子，旅行袋里装有炸药。

当罗建醒来时，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双眼
及双耳被纱布包裹着，面部多处贴着纱布。据主治医生
介绍，手术历时 5 个多小时，面部弹片伤口达 60 多处，缝
合 70 多针。面对五级伤残，罗建选择坚强面对。经过一
年的治疗恢复，罗建左眼视力恢复到正常人的 20%。

不过刚出院时，罗建犹如一个盲人，即使戴上专门配
的1400度近视眼镜和1100度的远视眼镜，也要拿着拐杖
不停地探路，原本几分钟的路程，他却要走半个多小时。

“我在家待着很不习惯，上班还愉快些。”2004 年 5 月份，
闲不住的罗建重返工作岗位，在基层一干就是10多年，组
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2000 余起，群众满意度 97%以上，
参与办理各类治安类案件500余起，办理户籍业务上万人
次，整理各类档案3000余卷无差错。

“我认为自己符合低保补助政策，怎
么村干部说不够？”“我家房子漏了，能找
哪个部门帮助修呢？”⋯⋯在宁夏西海固
地区最干旱的同心县，“同心网”的“网上
论坛”上有个“移民日志”栏目，专门回答
当地贫困群众各种问题。

自称“一棵小草”的发帖人名气也越
来越大，他是 56 岁的马希丰，在宁夏同心
县扶贫工作岗位一干就是好几年。期间，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坚持每天发帖并回答
网友的问题，累计写了 1000 多万字。最
诚挚的付出，得到了最厚重的肯定：2015
年，马希丰成为 6 名“中国消除贫困感动

奖”获得者之一。

干旱带上传笑声

“你是问马主任吗？认识认识。这几
年俺家日子好了，他来的次数不多了，前
些年一周能见两面。”同心县下马关镇南
安移民村马学英大声说道，“多亏搬到山
下，俺家原先住在山沟沟里，那日子过得
甭提多穷了，一年下来人均纯收入也就
1000 多元。”说到现在家里过上了有车有
房的日子，马学英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来自宁夏干旱带上的笑声。

同 心 县 是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总 人 口
39.85 万人，贫困人口就有 11 万人。西海
固地区山大沟深，群众脱贫离不开生态移
民工程，这副担子谁来担？县委、县政府
的目光聚焦到了一个人。2008 年 4 月
份，马希丰走马上任为县委办副主任、移
民办主任。

偌大的移民工程，千头万绪。万事开
头难，科学规划是关键。马希丰翻山越岭
走遍该县村村镇镇，为解决干旱带生态保
护和群众致富提出了可行的思路。

他视移民工程质量为生命。“我们绝
不能让移民群众从危房中搬出，再住进危
房！”每次下工地，他都要带着一把钢卷尺
和一个小锤子，随时测量尺寸，敲打混凝
土部件。50 多岁的他常常爬到房顶查看
建设质量。“这间房建得不合格，推倒重
建！”工地上经常有人听见马希丰大声喊。

他就是那根“针”

生态移民事关千家万户利益，有人认
为这是个有项目、有资金的“肥缺”，却被马
希丰干成了“苦差事”。“如果认为扶贫办主
任是个官职那就错了，千根线、一根针，我
就是那根‘针’。”马希丰经常这样说。

“马主任，你快来吧，我被村民围起来
了。”一天上午，马希丰接到南安镇副镇长
的求救电话，原来是南安村部分群众认为
干部评比低保不公平。几十里路赶过去，
面对 100多名情绪激动的村民，马希丰拿
起话筒：“乡亲们，谁贫困不贫困不是干部
说了算，是你们自己说了算。”这第一句话
出口，便赢得在场村民的热烈掌声。

接着，马希丰用半个多小时耐心讲解
建档立卡的政策、标准、程序等，然后说：

“大家不要眼睛总盯着那点扶贫补贴，今
年县里对设施农业、现代农业新品种扶持
力度更大。不要总往钱看，要往前看才是
正道。”就这样，一场可能的风波，在马希
丰的即兴“讲演”和村民们的笑声、掌声中
结束。

当干部首先要过“金钱关”。几年来，
马希丰脸晒得黑黑的，身子跑得瘦瘦的。
他经常跟干部职工说：“个人的钱可以花
在公事上，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装在自己
口袋里。”这些年，他顾不上照顾家人，由
于长年疲劳自己还患上了多种疾病。

“我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为了让
十几万贫困群众走出大山，我愿付出；今
天看到山绿了，人富了，我这棵’小草’就
心满意足了。”马希丰动情地说。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梁念坚：

一 道“ 佛 跳 墙 ” 让 他 转 了 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人物小传

梁念坚，出生于中国澳门，曾任摩托罗拉亚太区总裁、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 CEO，

现任福建网龙网络公司副董事长、网龙华渔教育CEO，带领中国的教育公司走向国际。

热 心 公 益 夫 妻 档

张顶峰（左）、王志荣（右）在敬老院为老人剪指甲、梳头。

张顶峰、王志荣夫妇和义工一起为孤寡老人包饺子。

甘 为 扶 贫 解 困“ 小 草 ”
本报记者 许 凌

受伤后

的罗建（左）

目前担任户

籍 民 警 ，继

续为老百姓

服务。

马希丰（左）

在同心县下马关

镇向农户了解脱

贫攻坚情况。

（资料图片）

重庆伤残民警罗建：

伤前敢担当伤前敢担当 伤后为民忙伤后为民忙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唐素琴

对梁念坚的采访约在位于北京金宝
街的香港马会，这是一个本土企业家很
少涉足的地方。不过，想想他曾经的摩
托罗拉亚太区总裁、微软大中华区董事
长兼 CEO 的头衔，也就不奇怪了。这实
在是洋派人士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梁念坚现在的身份是福建网龙网络
公司副董事长、网龙华渔教育 CEO。

之前就职的是两个世界知名的大公
司，一转身，却选择了刚刚成立、在中国
教育圈都不怎么出名的华渔。这中间有
怎样的故事呢？

转 变
从替跨国企业打工，到

帮助中国公司拓展国际市场

梁念坚与网龙华渔教育能走到一
起，是情怀跟商业的缘分。

很少有人知道，前半生都在科技界
奋斗的梁念坚，毕生的理想是当老师。
2012 年离开微软后，他与香港理工大学
签约，准备去教书。

“那个时候我蛮开心的，因为学校给
的工资很高，一个小时 7000 港元。”梁念
坚作出一个很兴奋的表情，“不过后来我
发现一个礼拜可能只教两个小时。”

他笑得毫不在意。当时，他正在筹
办香港哈罗公学，而且很快把这所学校
做到了排队报名、一座难求。

但是，在内心里，梁念坚还是有点失
落：“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一直都在搞
技术，筹办哈罗公学这件事情和科技显
然有很大的差距。”更让梁念坚遗憾的
是，他做教育是希望回馈社会，哈罗公学
的定位是精英教育，来上学的孩子并不
是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正在此时，梁念坚接到猎头代表华
渔打来的电话。他没有听说过网龙，更
没有听说过华渔，连网龙所在地福州在
哪儿都不知道，“还是猎头告诉我，福
州在福建，就是‘佛跳墙’这道菜的诞
生地”。

猎头劝他：反正你也没有去过，不如
去看看。梁念坚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
被一道“佛跳墙”吸引到了福州，见到了

网龙董事长刘德建。
当时网龙刚刚把 91 助手卖

给百度，手里握着 19 亿美元的
现金，准备进军教育领域。网龙
本身又是做互联网起家，跟得上
教 育 产 业 对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需

求。更关键的是，网龙的理念与梁念坚
很合拍，都想“让世界更美好”。

网龙也看上了梁念坚在科技领域的
积淀，当然还有对国际市场的熟稔，希望
他能带领网龙华渔教育从中国走出去，
做一个全球公司。

“我服务过微软，也服务过摩托罗
拉，还有什么大的公司没运作过？”梁念
坚很是心动，“我大半辈子帮助外国公司
拓展中国市场，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帮
助中国公司拓展国际市场？”

2015 年初，梁念坚加盟网龙，并出
任网龙华渔教育 CEO。消息对外公布的
时候，互联网圈都沸腾了，许多人就是那
一次才去搜索“网龙华渔教育”这个“互
联网+教育”领域的新锐角色。

布 局
恢复“飞人”节奏，两年

打造一家全球公司

2015 年青岛国际教育信息化展是
梁念坚第一次以华渔 CEO 的身份出席
活动。当时，他们主打的产品是 101pad
和 101智慧教室。

一晃两年过去。这一次，梁念坚是
拖着行李来的。他刚刚从国外飞回北
京，没来得及吃午饭，只好一边吃简餐一
边聊。

“累吗？”
“已经习惯了。”
加盟华渔后，梁念坚给华渔划定了

三大业务重点：自己开发市场和技术，布
局终身教育市场；开拓教育领域的伙伴；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购，因为“未来教育
的竞争一定是国际化的”。

为此，梁念坚又恢复了全球“飞人”
的节奏。在他的主导下，网龙华渔教育
很快开启了一系列“买全球”的过程。

2015 年，华渔收购全球教育巨头普
罗米休斯，这家全球最大的互动教学解
决方案提供商之一的总部位于英国。这
是中国教育企业首次收购国际领先教育
品牌。华渔借此不仅拿下了全球最先进
的互动白板技术之一，更重要的是拥有
了进入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渠道。

并购普罗米休斯后，华渔根据其先
前面临的问题，对市场、人才、渠道、资源
等作了整合。在短短 1 年不到的时间
内，就使其在 2016 年扭亏为盈，实现了
用户规模高速增长，在全球教育产业引
起关注。

第一次出手，华渔就轰动了业界。
但一家中国企业要得到海外企业的真心
认可，不是仅靠资本的力量让他们折服，
梁念坚还是花了很多心思。

“每一个合作伙伴，我都会邀请他们
来福州，亲身体验全球最大的一站式 VR

（虚拟现实技术）体验中心。”梁念坚说，
“他们来了以后，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在大
数据、云计算、语音识别、技术方面都有
非常厚的积淀。比如我们园区办公楼里
有旋转木马，员工写了错别字不是被罚
款，而是被罚到旋转木马上转几圈⋯⋯
他们都觉得非常惊讶。正是这些细节、
设计理念、创新精神、深厚的互联网技术
积淀，打动了他们。”

2016 年，网龙又收购了香港的创奇
思、苏州的驰声科技等多家公司。最近，
梁念坚又帮助华渔在东南亚某国拿到了
一笔可观的互动白板订单，在土耳其的
业务谈判也在推进中。

“这里面有一些是老朋友，有一些
是新朋友。”梁念坚毫不讳言曾经的关
系帮了一点忙，但他认为产品的质量才
是关键，产品不好，仅靠关系也拿不到
订单。

与他曾任职的微软、摩托罗拉等科
技企业的标准化产品相比，在教育领域，
不要说一招吃遍全世界，就是在不同省
份，教材内容和教学环境差别都很大。

梁念坚自己也笑：“有时候要同一个
国家谈，有时候要同一个省谈，有时候甚
至要同一个县或一个学校谈。”中国是华
渔最关注的市场，但技术层面华渔已与
国际接轨，美国和英国的市场目前大于
中国，因此也会继续在发达国家开拓
市场。

梁念坚认为华渔的最大卖点是技术
跨越教育鸿沟，放之四海皆准。“从通讯
技术看，简单的 4G 覆盖就能够实现视频
直播传输。”他说，“比如说教英文，有了
移动通信技术和相关教学产品，优秀教
师就可以在华渔的教学平台中与山区学
生互动。”

在一系列收购后，华渔教育构建了
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在内的完整
产品线，覆盖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 130
万间教室，以及 200 万名教师和 3000 万
名学生用户。梁念坚很自豪：“现在我们
是一家全球公司了。”

未 来
新技术手段只是过程，

人工智能才是目的

今年 3 月份，在知名电视节目《最强
大脑》第四季的拍摄现场，两位选手戴上
AR（增强现实技术）眼镜，根据嘉宾发出
的造字指令，选手伸出手来，在“眼前”虚
拟的空间中，逐个“抓”住漂浮的碎片，组

合成正确的汉字。这套“隔空取物”的法
宝就是华渔提供的 AR设备。

在一片 VR（虚拟现实技术）热潮中，
梁念坚却把华渔的爆发点放在了 VR、
AR 同步发展的步调，他认为 VR 技术能
够帮助传统教学模式革新升级，但 VR 技
术有不足，未来更看好 AR 技术对教学以
及其他传统行业带来的活力。

不过，这些形态都不是梁念坚的目
的。“那些都是辅助，我对华渔最终设想
是通过‘互联网+教育’模式，依托大数
据、云计算、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
打造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全球化学习平
台，构建教学生态系统。”

这是国内教育巨头共同的愿景，但
是真正能做到的企业寥寥无几。因为学
习大数据的收集太难，传统的课堂教学
和纸面答题无法生成有效数据；有了数
据，能从中提炼出规律又需要极强的技
术含量。

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
恰好就是一把钥匙，梁念坚在两个老东
家那里的积累正好派上了用场。“微软在
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投入多年，摩托罗
拉的大数据也很强。”华渔的“互联网+教
育”模式不仅是教学方式的变化，也是一
个大数据收集的渠道。当初收购苏州驰
声，也是看上了该公司的英语语音大
数据。

对当前的考试招生方式，他也有自
己的思考。“就拿香港哈罗公学来说，学
生参加一个中上等难度的入学考试，有
一定的成绩就可以进入面试，由学校根
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决定是否录取，有时
考试分数很高的学生反而没有被录取。”
梁念坚认为如果能借鉴这条经验，会改
变国内学生负担沉重、只看分数的现
状。但他也明白，面试中灰色地带太多，
而且中国人口太多，没有足够的师资做
到一一面试。

“在有些方面，人工智能也许会有帮
助。”梁念坚看到的机遇是高考改革和自
主招生的趋势。比如，有关部门提出每
个高考学生一年可参加两次口语考试，
全国每年约有 1000 万学生参加高考，算
下来相当于一年要口试 2000 万人次，全
国的英语老师压力可想而知。但用深度
学习的方法，能够识别英语口语，不需要
太多老师的参与就能够完成口试，而且
更加公平公正。

梁念坚用“使命感”来形容自己在华
渔的工作。英国媒体评价说，没想到一
家来自中国的公司会影响到全球 200 多
万教师。这让梁念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荣誉感，“我以前是职业经理人，做得再
好，都是说业绩增长多少，对我来讲意义
不是那么重大。我现在能带领一家中国
的教育公司走向国际，影响全球教育体
系，这才是我想做的”。

天不亮，江西省吉水县义工协会的张顶峰、王志荣夫

妇就动身前往该县醪桥敬老院。吉水义工协会成立于

2015 年 4 月份，妻子王志荣担任协会负责人，夫妻俩出现

在一次次公益活动的现场。退伍军人出身的张顶峰和妻

子都曾是下岗工人，先后摆过夜宵摊、开过小饭馆，打过

工，还承包过山场。夫妇俩凭着坚韧，靠着自己勤劳的双

手，将家里搞得红红火火，就想着为社会作些贡献。

近年来，王志荣身体状态不大好，但是义工的活动夫

妻俩一次也没落下，他们和当地义工走进乡镇敬老院、走

进留守儿童家庭、走进困难家庭、走进环卫工人群体，募

捐救助、敬老救残、扶危济困、公益宣传⋯⋯用笑容诠释

着“爱的路上我们同行”的真谛。 廖 敏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