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助学政策
您拨这个电话
0898-66529459
(海南省所设学生资助热线)

南国都市报8月24日讯（记者许欣）
即将踏入大学的一名山东女孩近万元学费

被骗走后，伤心过度突然晕厥离世的新闻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此事并非个例，就

在前不久，海南琼海一贫困女学生也曾遭

遇骗局，被一个电话骗走近2.5万元。所幸

的是，此事经本报报道之后，社会爱心人士

纷纷慷慨解囊，受骗女生及时得到了救助。

最近有不少准大学生反映，他们接到

诈骗电话，电话号码均为17195XXXXXX

和 17199XXXXXX，骗子冒充“教育局

的”，说资助生活费等等，一些同学因警惕

心较强，及时咨询了学校老师，没有上当。

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和公安部门的高

度重视，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学生：不管是哪

个单位或个人要捐款或给学生转入款项，

学生只要提供银行账号即可，不需要学生

到自助机或网上操作；如果有类似要求的，

首先要向父母或老师咨询，不要擅自在网

上或自助机上按对方要求操作转账。

如要咨询助学政策，请拨打海南省所

设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898-66529459，开

通日期：7月24日-9月19日（8：30-17：30）。

新闻追踪 《哥哥考上大学却辍学打工想让双胞胎妹妹上大学》后续

南国都市报8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孙
春丽）学校就要开学了，杜俊俊的同学已经

陆陆续续去学校报到，而她仍在医院照顾病

情加重的父亲。她今年高考考得565分，已

被海南大学录取。她说，爸爸因心脏病和肾

病，住院治疗还欠亲戚2万多元，而家里还有

一位正在贷款上大三的哥哥。她想辍学打

工挣钱给爸爸治病，让哥哥完成学业。

父亲因心脏病再次住院

24日上午，记者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看见杜俊俊坐在病床前照顾父亲，病

床上的杜振川单薄瘦小。“医生说他这次住

院要做肾脏穿刺。”杜俊俊说，今年1月，父亲

被查出患有冠心病和肾病，“那时在ICU重

症病房住了十多天，一天花一万元。”杜振川

说，他第一次住院花了十多万，积蓄基本掏

空，如今他再次住院，已欠亲戚两万多元。

“爸爸躺在病床上常问我什么时候上

学？学费筹了多少，我都说不知道，没有的

话就去打工。”杜俊俊说，父亲没生病前，每

天早出晚归，除了干农活还会到工地打零

工。现在只能靠母亲干农活维持生计，家里

还有位哥哥在上大三，没钱再供她上学了。

躺在病床上的杜振川听见女儿与记者

的对话，悲痛地流下眼泪。“心里难受”，他说。

孝顺女儿欲辍学打工

“我不敢在爸爸面前哭。”杜俊俊说，爸

爸第一次住院时，高三的她还在学校紧张地

备考，当听到父亲的病危时，她非常害怕，常

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曾想要辍学打工。“家里

的钱已经都给爸爸治病了。”杜俊俊说，她报

考的专业是植物保护，学费是7150元，住宿

费是800元，但现在学费一点都没有着落。

杜俊俊高三时，她上学的费用基本是姑

姑帮忙支付的，“高三时，姑姑每月给我600

元的生活费，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

自己种菜给父亲和亲戚吃

杜俊俊父亲住院期间，母亲在家务农干

活，哥哥也在海口打工，她便担起照顾父亲

的重任，每天来回六趟去亲戚家打包饭菜给

住院的父亲吃。“隔两三天还会回龙塘镇三

桥卜喜村的家里拿十多斤的菜到海口给亲

戚。”杜俊俊说，为了节省开销，就从家里带

些自己种的菜煮给父亲吃。

“爸爸生病住院后，就没再打暑假工

了。”杜俊俊说，她非常向往大学的生活，刚

高考完就找了一份兼职，打工挣学费，可父

亲再次病倒，她选择放弃打工在医院照顾父

亲。杜俊俊告诉记者，她本来想报考省外的

大学，但为能方便照顾生病的父亲，她选择

了海南大学。如果您愿意帮助杜俊俊上大

学，可以拨打本报热线966123，或者直接将

爱心助学款汇给她。户主：杜俊俊，开户行：中

国建设银行，卡号：6210 8135 2001 1296 509。

高考完就打工挣学费，因爸爸再次病倒，她放弃打工悉心照料

挣来的学费已给父亲治病
她的大学梦谁帮她圆？

编号：70

姓名：杜俊俊

高考分数：565（理科）

毕业学校：琼山华侨中学

录取学校：海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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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杜在
医院照顾生
病的父亲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蜈支洲岛捐30万
助贫困大学生圆梦

南国都市报8月24日讯（记者利声
富）24日，南国都市报记者获悉，为帮助

贫困大学生圆大学梦，今年，三亚蜈支洲

岛旅游区捐款30万元，帮助三亚贫困大

学生圆大学梦。

3月下旬，三亚启动向贫困宣战助学

活动，共有1824名学生提交贫困助学申

请，比去年增加近300名。其中，高考贫

困生820名，贫困在校大学生1004名。

经入户调查，目前，已公示符合条件的有

421人，其余人选将继续分批公示。按规

定，今年申请资助的贫困学生通过考察合

格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本科生原则上一次

性资助5000元，专科生原则上一次性资

助4000元；对于符合条件的贫困在校大

学生原则上一次性资助3000元。

为确保每一名贫困学生都能上得起

大学，读得完大学。今年，三亚蜈支洲岛

旅游区向共青团三亚市委捐款30万元，

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据了解，近三年

来，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先后捐款1000

多万元支持我省各项公益事业。

南国都市报8月24日讯（见习记者梁
振文文/图）儋州市中和镇灵春村委会何宅

村的双胞胎姐妹何丽鸾、何丽娇考上大学，

可家庭贫困只能依靠单亲爸爸何开寿艰难

维持家庭生计。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即

使哥哥辍学打工，也难以筹措足额学费。

“如果将来学有所成，希望你们能感恩

社会，帮助与你们相同处境的人。”华浔品

味装饰公司海南区域总经理肖冰语重心长

地对双胞胎姐妹何丽鸾、何丽娇说，并将一

万六千元助学金亲自交到姐妹俩的手中。

“这是我们公司高层自发的行为，我希望能

以此影响公司其他员工，形成公司内部的

一种文化。”肖冰表示，公司高层王国燕、成

忠炎等7人都纷纷慷慨解囊，筹得一万六千

元助学金，帮助两姐妹圆大学梦。

华浔品味装饰海南公司
助儋州双胞胎妹妹圆梦

哥哥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她是全家的希望却为学费发愁

海口丁村万人海鲜广场倾力支持

热线：96612308
2016资助高考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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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猪肉 肋条肉 13.13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7.73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3.35 0.0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3.05 0.00%

鸡 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4.02 0.00%

鸡 蛋 新鲜完整鸡场蛋 5.94 0.00%

带 鱼 冻 250克左右 19.71 3.79%

青 椒 新鲜一级 4.16 0.00%

尖 椒 新鲜一级 3.97 0.00%

芹 菜 新鲜一级 4.71 -1.05%

油 菜 新鲜一级 3.99 -3.62%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43 0.00%

豆 角 新鲜一级 4.15 1.47%

韭 菜 新鲜一级 4.00 0.00%

西红柿 新鲜一级 3.89 0.0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3.23 0.00%

土 豆 新鲜一级 2.97 -0.67%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64 0.00%

蒜 苔 新鲜一级 6.67 0.76%

冬 瓜 新鲜一级 1.86 0.00%

苦 瓜 新鲜一级 3.96 3.94%

空心菜 新鲜一级 3.24 -0.92%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78 0.00%

日环比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6年8月24日 单位：元/斤

发布单位：海南省物价局

南国都市报8月22日讯（见习记者易
帆图/文）当得知以571分的成绩被广西外

国语学院录取时，收到录取信息的那一刻，

海口妹杨丹群有喜有愁：喜的是考出这样

的成绩无愧于辛苦养育自己的父母，而愁

的是这大学的学费至今还没能有着落……

8月22日，记者见到了杨丹群，这个话

并不多的女生骨子里透着一份倔强，“上学

这几年，我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哥哥

小学都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全家人把希

望都放在我身上，他们为的就是能够让我

有出路。”杨丹群来自海口新坡镇新村尾，

全家只靠父亲一人务农挑起生活重担，母

亲则因动过大手术而不能干重活，常年卧

床休养，杨丹群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全家人

的年收入仅有一万余元。而杨丹群一家6

口人至今还挤在一间仅60平方的瓦房。

“爸妈省吃俭用，哥哥辍学，他们都是

为了供我上学。我也必须要努力，不能被

生活打倒。”杨丹群说，上中学时，她周末一

直坚持到校外发传单，直到高三学习紧张

时，她才放弃了兼职，为了筹得学费，暑假

她也在海口找了暑期工作。可如今，她的

学费仍旧没有着落，如果您想要帮助她，圆

她的大学梦，可以将善款捐入她的账户。

账户号码：683520000007488，中国建设银

行，户名：杨丹群。

编号：71

姓名：杨丹群

高考分数：571（文科）

毕业学校：琼山华侨中学

录取学校：广西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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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冰将助学金交到姐妹俩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