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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孙家有贤没钱上大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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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77 姓名：李伟
毕业学校：定安中学
高考分数：676分（文科）
录取高校：延边大学

南国都市报8月6日讯（记者林文
泉实习生王周雪） 在紧张的高三学
习期间，众多学生都全身心投入该考备
战中，可定安县龙河镇鸭塘村的贫困生
李伟，却要承担其家中所有的“重担”，
爷爷在他高三期间三进医院治疗，他请
假去给爷爷筹集医疗费，照顾病床上的
爷爷。即使如此，李伟今年以676分
（文科）的成绩考上了延边大学。

回报爷爷奶奶努力读书
5日，南国都市报记者在鸭塘村

一间很是破旧的瓦房内，见到了性格
开朗的李伟。据李伟介绍，在他两岁

多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在家里
最困难的时候，竟然选择离家出走。
从此，他就只能与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已经年迈的爷爷奶奶，为了供李
伟上学，仍然需要去做农活，养的5只
羊，成为李伟上学的保障。随后镇政
府得知他家的情况后，帮其办理了低
保户，每个月3个人能领到600元的
生活补助。

采访过程中，记者询问：“爸爸一
般多久才回来一次，会给你生活费
吗？”原本乐观坚强的李伟，强忍着泪
水说，“爸爸一年会回家一次，有时两
三年才回家一次，有时会给100多元

的生活费给我，爸爸在外面也很困
难。”

由于从小没有父母的教育，小时
候李伟比其他小孩都要“野”，经常与
同学打架。如此的一个“坏”学生，到
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努力学习呢？

李伟低着头说道，在小学三年级
的时候，班主任对他很照顾，让他感觉
到了别人的关心。当时班主任问他，

“你长大后，要怎么报答你的爷爷奶奶
呢？”他想了很久，根本不知道怎么回
答老师的话，但心里却琢磨着如何报
答爷爷奶奶。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学习，
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挣钱照顾爷
爷奶奶。”班主任的一句话，让李伟幡
然醒悟。

小学三年级以后，李伟读书非常
刻苦，慢慢补上了落下的知识。初中
期间，他一直保持在年级前3名。高中
期间，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年级前7名。

高三期间照顾病重爷爷
采访过程中，李伟一直说：“这次

没有考好，才考了这点分。”原来，在他
高考期间，由于家庭的巨大压力，他整
夜睡不着，导致高考成绩没有达到预
期的目标。

李伟介绍，爷爷因为尿道堵塞做
了导流手术，平时靠导流管排放尿
液。在高三第一学期的时候，爷爷不
小心将导流管脱离了身体，伤口发炎
需住院治疗，可家里根本没有任何的
积蓄，只能他请假挨家挨户地向亲戚

朋友借钱给爷爷治病。
“爷爷住院治疗期间，我要将爷爷

的治疗费用拿去报销，还要平时照顾
爷爷，几乎没有时间去学习。”李伟无
奈地说。

到了高三第二学期，又因为导流管
问题住院治疗，原本学习压力很大的李
伟，只能再次请假，照顾病床上的爷爷。

当记者问到：“爸爸这个时候去那
了？”李伟流着泪说：“爸爸一直在外面
流浪。”

李伟流着泪说：“奶奶两年前就过
世了，还没来得急让我报答她呢，如今
爷爷也病情严重，我真的很想快点读
完大学，好回报爷爷。”如今，李伟仍然
为自己的学费而发愁。

加多宝情暖寒门学子心
像李伟这些孩子来自贫困家庭，

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却闪烁着乐观、
坚韧的优秀品质，用自身事迹叙写当
代青年的精神榜样。

接到李伟的报名电话，加多宝集
团在第一时间了解了李伟的感人事
迹。加多宝学子情项目负责人表示，
只要他的资料经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的审核，加多宝集团将为其提供
5000元的爱心助学基金，帮助他圆梦
大学。

加多宝集团从2001年开始，就发
起了以资助贫困高考生为主的公益助
学项目“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
动，过去13年不曾间断的爱让10175
名贫困学子顺利进入大学校门，累计

捐助善款超过5000万元。

加多宝14年助力寒门学子圆梦

记者从“加多宝·学子情”公益助
学项目了解到，李伟的事迹虽然很典
型，但也很普遍，因为像他这样的典型
事迹还有很多。李伟是“加多宝·学子
情”公益助学项目万余名受助学子的
一个缩影和代表。因为每天都有众多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打来求助电话，
他们也同样有着艰辛的过往，背负着
沉重的负担，也同样为了梦想坚强乐
观地面对。他们的大学梦想，都需要
在他人帮助下才能实现。

为了帮助这些接近梦想的孩子，
2014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
动再次出资1000万元，帮助2000名
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此外，除资金资助外，“加多宝·学
子情”公益助学项目还将继续开展“发
展型助学”模式，通过提供爱心岗位、
组织一堂课支教等活动，帮助受助学
子实现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
人”的成长性发展。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社会上有许多像李伟这样的
孩子需要帮助，“加多宝·学子情”爱心
助学行动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让
他们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甚至可
以说真正为他们打开了梦想之门。而
加多宝推出“发展型助学”模式的开
创，则为高考贫困学子带来了更加和
体系化和多元化的帮助，对于他们的
社会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促动作用。

南国都市报8月6日讯（记者王
渝）满脸笑容、举止文雅，初见时的符
艳显得有点腼腆。今年，符艳以664
分（理科）的分数考上了东北大学秦
皇岛分校学电子商务，这么多年来，
符艳是村里至今为止第一个大学生，
然而，符艳高兴之余，高昂的学费却
让符艳一家人皱起了眉头。

符艳家住文昌市潭牛镇中心村
委会茂山园村，受今年“威马逊”超
强台风影响，符艳家也是受灾家庭
之一，家里人正在积极展开自救，记
者来到符艳家时，一家人正忙着修
葺屋顶。

“孩子从小就很听话，成绩一直
也不错。”在提起女儿成绩时，夫妻
符勇显得很是自豪。符勇告诉记
者，女儿符艳平日学习刻苦，读书期
间，虽然学校离家远，但女儿一有空
就会回家帮家里人干农活，家里给
孩子的零用钱，女儿总是很省着用。

符勇说，其实一家人生活本不
富裕，但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去年
符艳的爷爷被检查出患有甲状腺
癌。为了给老人治病，家人东奔西
跑，从亲戚朋友借来10多万元治疗
费，但不幸的是，今年4月份，老人
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不到一年时间花了10多万，
现在负债累累。”符勇说，他的妻子
每天忙着农活，收入主要靠割胶。
眼下割胶利润微薄，每天最多只能
赚取二三十元钱，符勇靠在外打点
零工赚钱生活费。一家人的辛苦只
能维持生计，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
家里人整日愁眉苦脸。

符勇夫妇俩长年患有疾病，而
且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这个暑假符艳早早去文城
找兼职，即便是杯水车薪，符艳也不
愿意放弃这点滴希望。“我真的还想
上学长知识，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助
我们。”符艳对读大学表示很渴望。

现在，符艳被大学录取了，每年
大约需要2万元的开销。如有爱心
人士愿意资助坚强的女孩符艳上大
学，请拨打南国都市报新闻热线：
18889995553，或者与符勇联系：
13078914966。

南国都市报8月6日讯（记者
张期望实习生李蕊）一间矮平房，
完全淹没在周围高大的建筑里，如
果不是熟悉的人，很难会有人注意
到这座采光极差的房子。这就是
贫困生覃丽娇的家。

在今年高考中，覃丽娇以587
（理科）的成绩考入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每年的学费
是3400元。覃丽娇高中在嘉积二
中尖子班就读，在今年高考中语文
单科考出了710分的好成绩。

覃丽娇称，初二之前自己的家
庭状况尚可，但就在那一年，母亲
冯小娟被检查出胃癌，对于这个平
凡的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母亲
动了两次手术，加上后期化疗，一
共花了20余万，花光了家里的全
部的积蓄。好在有亲戚帮衬，但覃
丽娇家中至今还欠下了四五万元
的债务。

在母亲生病期间，除了年迈的
外婆偶尔过来料理家务，一家的生
活全靠覃丽娇一个人操持。覃丽
娇回忆，她每天上完课就会回到家
中，煮饭和照顾年幼的弟弟。上学
期间，覃丽娇省吃俭用，从来不乱
花钱，一个月100元的早餐费有时
还会剩余。

现在，母亲一个月仍需几百块
的疗养费。除了自己要上大学，覃
丽娇的弟弟也就读于嘉积分校，今
天要升初三了，这些全靠父亲覃业
伟一个人务农和打零工维持。

不愿意看到父亲太劳累，高考
过后，覃丽娇早早就找了份兼职，
在大排档帮忙卖夜宵。每天从下
午 6点上班到凌晨 3点，虽然辛
苦，一天70元的工资在覃丽娇看
来却是上大学的一块块垫脚石。
对于大学生活，覃丽娇也早有打
算，她希望到大学能找份兼职，尽
量不向家里要钱。

“我能很乐观地面对贫困，只
是希望自己能早点分担父亲的重
担。”采访的最后，覃丽娇这样说
道。如果有谁愿意帮助覃丽娇，可
以和南国都市报报料热线联系，电
话：966123。

海口女士愿资助
孙有贤4年学费

南国都市报8月6日讯（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本报8月1
日A11版《定安孙家有贤 没钱上
大学》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孙有贤家住定安县雷鸣镇石盘
坡村委会赤目坡村，今年参加高考，
被辽宁科技大学录取。但一场强台
风摧毁了孙家3亩地上的水稻，家
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我想资助孙有贤4年的学费，
帮助他完成学业。”今天下午，海口
个体户李女士打进本报热线表示。

爱心人士承诺：
“周冰的学费我包了”

南国都市报8月6日讯（记者
孙学新）“面对贫穷，这个小女孩也
没有放弃读书的希望，她的学费我
包了，我相信她会珍惜这个机会好
好读书成才。”今天下午，一名不愿
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通过本报记
者联系上高考贫困生周冰，承诺资
助大学学费。

周冰今年以理科643的成绩被
湖南科技大学电子商务专业录取，
但是昂贵的学费差点让她辍学。

励志男孩成家中“顶梁柱”
加多宝情暖寒门学子心

李伟和爷爷在家中转了一圈，还
是决定在“环境”较好的大厅拍照，但
大厅里已显得很是破旧。

南国都市报记者林文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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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考上“一本”却面临辍学》续

家里受灾学梦难圆
文昌这个村里第一位大学生面临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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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78 姓名：符艳
毕业学校：文昌中学
高考分数：664分（理科）
录取高校：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符艳。南国都市报记者王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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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79 姓名：覃丽娇
毕业学校：嘉积二中
高考分数：587分（理科）
录取高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母亲患癌债台高筑
琼海自强女孩卖夜宵挣学费

覃丽娇。南国都市报记者张期望摄

爷爷三进医院 他均一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