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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徐
善应 实习生程忆翎）高考过后，总
有一些学生或家长夜里难以入眠。摆
在面前的是，需要筹集一笔学费和生
活费，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这简直就
是天文数字。自今年加多宝联合本报
资助海南30名贫困学子的消息传开
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连日来，甚
至有学生和家长深夜致电本报记者，
报名申请资助名额。

“前些天，在你们报纸上看到有
‘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的
消息，我就很想替儿子报名，但是
担心名额有限，报不上名。”7月3
日，文昌的家长王先生来电称，小
孩今年高考成绩达不到一本线，但

是远远超出了二本的分数线，由于
家庭经济困难，根本无法供小孩上
大学。“我想了好几天，还是给你们
打个电话，希望能报上名，争取到
助学金。”

这段时间，本报新闻热线持续火
爆。除了家长致电外，高考学子纷纷
也踊跃报名。“我的高考成绩超出了
理科一本线10多分，想报名申请加
多宝助学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呢？”海口灵山镇的冯同学称，过
去，都是靠外出打工的姐姐供其上
学，面临即将上大学，学费都要好几
千，算上生活费、路费等各种开销，
估计第一年上大学，至少要花1万多
元，如果能成功申请到“加多宝·学

子情”爱心助学金，会对自己起到很
大的帮助。

临高的周同学高考成绩达到一本
线，期待着今年9月能跨入大学校
门，而学费就像一座大山阻断了她求
学道路。“全家人就靠父亲卖水果来
维持生计，因为是小本生意，挣钱不
多，全家人都为我的学费问题发愁，
只要有机会申请助学金，我会尽量尝
试的。”

最近两天，还有个别家长和高
考学子，深夜致电记者，咨询和报
名申请“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
学金。

2014年，加多宝集团将继续出
资1000万元，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寻
找2000名寒门追梦学子，帮助他们
圆梦大学。同时，继续落实“发展型
助学”模式，为受助学子提供社会实
践岗位，搭建传承爱心平台，组织他
们参与一堂课支教活动，帮助留守儿
童开拓视野，引导受助学子实现从

“受助”到“自助”、“助人”的成长
性发展。

据悉，2014年“加多宝·学子
情”爱心助学行动，我省将有80名
品学兼优的应届贫困学子成为受资助
对象，每人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
其中，加多宝与《南国都市报》联合
资助学子名额 30 名。报名热线：
966123。

夜深人静还有高考贫困生来电报名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徐
善应）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0周年，为进一步彰显中国体
育彩票的公益性，回馈我省广大民众
长期以来对中国体育彩票的支持和厚
爱，省体彩中心与南国都市报特别策
划了“体彩20周年爱心助学公益活
动”，资助40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资助40名学生5000元/人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

行20周年，20年来，中国体育彩票
一共发行超过7000亿，筹集体彩公

益金超过2000亿元，为我国社会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
而重要的作用。

如今，体育彩票早已超越了发行
之初单纯的募集资金的范畴，被赋予
了更多的社会功能，承担了更多的社
会责任。为进一步彰显中国体育彩票
的公益性，支持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帮助特困准大学生实现上大学的
梦想，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南国都市
报特别策划了2014年海南省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体彩20周年爱心
助学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助学资金共计 20 万
元，全部由中得2013年体彩超级大
乐透3512万巨奖的海南彩民捐赠。
现面向全省公开征集40名贫困准大
学生，每人将获得 5000 元的助学
金，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

本省应届高考生均可申请
体彩20周年爱心助学金征集时

间为2014年7月4日至2014年8月
10日，凡参加高考并被提前批、第
一批、第二批本科院校录取，品德端
正、积极进取、家庭经济贫困的本省
应届高考生 （免学费的高考生除
外），均可拨打南国都市报新闻热线
电话：966123进行申请报名，申请
者在拨打966123报名的同时，必须
登录海南助学网 （http：//www.
hizx.org.cn） 按报名须知提交相关
申请材料。

报名结束后，海南省青少年希望
基金会、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
对报名的贫困学生进行权威审核。开
学前将组织捐助仪式，由海南体彩管
理中心现场为40名受助学生颁发助
学金。

体彩助学金已筹得80万元
“希望工程海南省体育彩票助学

基金”由海南体彩中心发起，于
2002 年 10 月 31 日在全国率先设
立。基金来源于体育彩票中奖彩民捐
赠，设立以来已筹集基金 80 多万
元。助学基金不仅资助贫困学子圆梦
大学，还支持青少年健身、青年足球
赛等活动，助力学子健康茁壮成长。

多年来，海南体彩一直热心于公
益事业，筹集公益金积极支持我省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投资兴建体
育场馆、全民健身路径、雪炭工程等
项目；积极资助我省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省运动会、省排球联赛
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并多次向省希
望工程、省红十字会、社会福利院捐
款，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体育彩票“公
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

加多宝联合本报资助海南贫困学子，引广泛关注——

“体彩20周年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全面启动

20万元体彩助学金
为40名贫困学子圆梦

体彩爱心助学
报名须知

一、资助对象：2014年被全
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海南籍
农村贫困家庭或城市低收入家
庭的应届考生。

二、资助名额和标准：40名
（5000元/人，一次性资助）。

三、资助条件：
1、2014年被全国普通高等

院校录取的前三批院校的大学生，
即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
批（免学费院校及专业不在受助之
列，如：军校、师范专业等），

2、遵纪守法，品学兼优；
3、父母均为农民或城市低

收入群体；
4、家庭经济困难，年收入低

于当地平均水平；
5、没有获得其它奖学金或

助学金资助。
四、报名时间：2014年7月

4日——2014年8月10日。凡
报名者，务必登录海南助学网
（http：//www.hizx.org.cn）按
要求进行注册和申请，只有注册
和申请成功者，才有机会获得资
助。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者
石祖波）近期，在南国都市报上看
到高考贫困生暑期爱心招聘的消
息后，考虑到公司正有招聘导购
员的需求，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有关负责人彭女士迅速联
系南国都市报热线，表示希望通
过南国都市报爱心助学平台，长
期为家庭贫困的女大学生或者社
会人士（年轻女性），提供全职或
者兼职的工作机会。

“关于薪资情况，目前，到我
们单位来应聘全职或者工作达到
一个月以上的兼职工作人员，月
薪最低为1800元，外加销售业绩
提成，一个月还可以休息4天。”
彭女士介绍，同时，公司还希望
面向南国都市报，长期为本地贫
困大学生提供周末兼职的机会，
日薪最低80元/天。此外，公司
将为所有职工办理工资卡，工资
月结，每月结束后将通过公司财

务直接银行转账方式打到员工的
工资卡上。

据介绍，该公司工作地点主
要面向海口各大超市，由于工作
内容岗位主要为超市导购员，应
聘者要求主要面向高考贫困生、
贫困大学生或者贫困家庭的年轻
女姓 （18岁-30岁）。由于目前
比较缺少导购员，招聘名额暂时
不限。

“爱心企业招工，贫困学子求
职，南国都市报记者牵线搭桥！”
近期，南国都市报“2014资助高
考贫困生圆梦行动”将继续开
展，也欢迎广大爱心企业踊跃报
名，为有求职需求的贫困学子提
供假期兼职机会。

而高考贫困生或大学生、社
会贫困家庭中人员如果想应聘该
公司岗位的，可拨打南国都市报
热线：966123。

南国都市报7月3日讯（记
者 徐善应 实习生 程忆翎）本报
2014年资助高考贫困生圆梦行
动持续开展，目前，已掀起阵阵
资助热潮。本报报道的多名贫困
学子，引起社会爱心人士、企业
的高度关注，并纷纷来电表示，
将用实际行动，资助这些品学兼
优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实现
梦想。7月3日，东方市的郑先
生表示，愿意资助贫困学生郑重
山2000元。

定安县黄竹镇白塘村委会井
底村的郑重山，不久后将成为井
底村的首位大学生。懂事的他，
为了筹集学费，烈日下徘徊在海
口街头寻找暑期工，想挣点生活
费。父母离异后，他要照顾妹妹
和87岁的奶奶，他希望等大学
毕业后能够依靠自己挣钱养家，
有机会还想去寻找失去联系的母
亲。郑重山的情况，引起众多爱

心人士的牵挂。
郑先生的老家是在定安，看

到本报报道后，他来电称，“郑
重山和自己都是姓郑，老家都是
在同一个县，顿时有一种亲切
感，很想资助他一把。”

郑先生还表示，郑重山理科
考取了686分，这么高的分数，
对考取一个好点的大学不是问
题。“我愿意资助他2000元。”

此外，还有一名爱心人士梁
先生来电称，一旦郑重山领取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也愿意对其
资助。

为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大学
的梦想，欢迎广大爱心人士，伸
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一把。让
涓涓细流，汇聚成爱的江河。

与此同时，如高考贫困生苦
于无学费，请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966123。

东方一爱心人士
愿意资助郑重山2000元
如高考贫困生苦于无学费，请拨打南国都市报热线：966123

新闻追踪 《依靠自己挣钱养家还想去看看妈妈》

爱心企业响应本报“2014资助高考贫困生圆梦行动”——

好丽友食品公司愿意长期
面向本报读者招聘导购员 备受瞩目的足球世界杯赛场

上，按照深浅颜色整齐划分的草
坪也不失为一道风景，如果你认
为专门有一种“足球草”是供足球
场使用的，那可就错了。目前，还
没有发现一种能满足所有球场需
求的草，不同地区的足球场草的
种类是不一样的，同一足球场在
不同季节种的草也是不一样的。

要满足足球这种高强度、激
烈对抗的运动的需求，足球场草
坪草必须满足软、弹性好、耐践
踏强、恢复能力强等条件。球场
的草分为冷季型草坪草和暖季型
草坪草，北方地区一般使用冷季
型的草坪草来建植球场，如草地
早熟禾、高羊茅等品种；南方地
区一般用暖季型草坪草建植球
场，如狗牙根、结缕草等品种。

从建球场开始，就要铺设地
下排水系统，并在场地表层覆上
富含堆肥的沙层，将人工纤维植
入20厘米深的土层，最后才能选
择合适的草种进行播种。

(南国都市报记者孙学新)

你了解世界杯
足球场上的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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