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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资助高考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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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 （记者孙春丽 文/图）
2 个月前，父亲因病离他而去，给
这个家庭留下沉重的债务，母亲在家
务农收入微薄。面对贫困的家庭，冯学
宇知道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为了心
中的梦想，他强忍悲痛刻苦备考。在今
年的高考中，他考出理科 642 分的成
绩。然而，这对他来说未必值得
庆贺，因为他不知道此后上
学的费用该怎么办？

2018 年我省普通高考录
取工作已开始。南国都市报
“2018 年资助高考贫困生圆梦
行动”已经启动。
为了让更多学子得到帮
助，实现大学梦。今年，本报
纸媒继续与新媒体立体打造这
项公益活动。希望需要帮助的
我省高考贫困生，或者你身边
有需要帮助的学子，以及爱心
人士和企业，请扫描下边的微
信二维码，直接进入报名平
台，输入“贫困生姓名+电话+
基本情况”或“爱心人士/企
业+电话”
，或拨打南国都市报
新闻热线电话：966123，联系
我们。

打暑期工、申请助学贷款……再艰辛也不放弃大学梦

我不怕苦，只要有学上
家庭月收入 1000 多元
供两个小孩读书
冯学宇的母亲一直在家务农，种植水稻等
农作物作为家里的口粮，吃剩的一些就拿去
卖，一个月只有 1000 多元的收入。除了日常
的花销外，冯学宇的母亲还要供两个孩子读
书。“姐姐上大学，一年的学费要六千多，再
加上每月的生活费，这一年下来就要一万
多。”冯学宇说，如今他也将要上大学，原本
生活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小时候，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能上学，日
夜劳碌奔波，但是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除去
生活开支根本不够我的上学费用，只能向亲戚
借。”冯学宇说，如何完成学业成了他最大的
担忧，他希望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他将
努力拼搏，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冯学宇的父亲在今年 5 月 21 日去世，生
前因脑血栓治病花去大量费用。“那段时间是
我最煎熬的日子，当时我只想着，爸爸希望我
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只可惜他没有等到我把这
个好消息告诉他。”冯学宇说，这么多年来，
父母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坚持供他读书，遗憾的
是，这辈子也没有办法报答父亲了。
“为了给他父亲治病，家里所有的积蓄都
花光了。”冯学宇的母亲说，两个孩子命苦，
但孩子非常有志气，都考上大学，可高昂的费
用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每天都发愁去哪里筹
钱。

琼海发放“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

困难大学新生快去申请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记者陈康）考取大学的琼海困难学子可以向“希望
工程”申请助学金，7 月 13 日起，共青团琼海市委启动“2018 年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
，帮助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申请条件：
1、具有琼海市户籍，且生源地在琼海市的学生；遵纪守法，品学兼优；
2、2018 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本科生，原则上以考上本科 A 批院
校学生为主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可放宽至 B 批）；
3、父母均为农民或城市低收入群体，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优先考虑；
4、家庭贫困，年收入低于琼海市平均收入水平；
5、没有获得其他机构 3000 元以上 （含 3000 元） 奖学金或助学金。

申请时间：
2018 年 7 月至 2018 年 9 月

申请材料：
1、学生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个人申请书、贫困证明 （低保证复印件、
扶贫手册复印件、村委会开具的贫困证明等）；
2、录取通知书扫描件 （备注：如果录取通知书在申请截止时间还未收到，请
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截屏录取界面）；
3、高考成绩图片 （备注：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截屏获取）。
4、申请表扫描件
（1）“2018 年 海 南 省 希 望 工 程 圆 梦 行 动 助 学 金 申 请 表 ” 在 “ 海 南 助 学 网 ”
（www.hizx.org.cn） 下载中心下载；
（2） 申请表须打印并认真填写，以及到相关部门盖章，表格中的盖章需要学生
本人前往高中学校、村委会、团市委完成；
（3） 银行卡须是学生本人开户卡、银联卡。
5、反映家庭生活贫困照片或相关证明资料 （住宅正面照、卧室、厨房、低保
证、相关贫困证明等）；
6、高中期间所获证书。

高考一结束，冯学宇立即在灵山镇找了一
份保安的暑假工，希望赚点生活费，减轻家里
的负担。“一个月挣不了多少，能挣一点是一
点，我不怕辛苦。
”冯学宇说。

他渴望上大学
将来想当老师
记者走进冯学宇的房间，发现里面只有一
张床，房间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摆在地
上的书整整齐齐的。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冯学宇从小自立
好强。家里虽然困难，可是冯学宇还是想去上
大学，他说，他可以选择半工半读，上学期间
找家教做，然后打暑期工，这样不仅能缓解经
济压力，还能锻炼自己。“我还可以向学校申
请助学贷款。”冯学宇信心十足地说，他相信
困难只是暂时的，未来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冯学宇学习很努力，平时住校很少回家，
假期回到家主要精力也用在学习上。平时 5 点
就起床学习，晚上学到凌晨 1 点多才睡。今年
高考冯学宇考得 642 分的好成绩，但想到大学
一年的费用就担忧。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可能
没什么问题，而对冯学宇来说，大学四年学费
就要 2 万多元，生活费更是无从谈起。
冯学宇高考填报的志愿是师范专业，他希
望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高二的语文老
师是我的偶像。”冯学宇说，老师乐观爱笑、
幽默大方以及一心扑在教书育人的样子深深影
响着他，将来也希望能成为这样的老师。

小档案
编号：
03
姓名：
冯学宇
毕业学校：
琼山中学
分数：
642 分（理科）

公益音乐会

让爱心汇聚新阳希望学校
南国都市报 7 月 15 日讯（记者 党朝
峰）14 日，由海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和省
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主办的“爱心汇聚，
点亮音乐梦想”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海
口举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海口新
阳希望学校现场捐赠物资。
据介绍，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一场
特殊公益音乐会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新

阳希望学校的孩子，关注贫困学生，关
注弱势群体。同时，通过义演来唤起全
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尊重、关心和
帮助。
新阳教育的国内外学生纷纷登台献
艺，亮点闪烁。其中专业大气的大千琴
行、BELLA 音乐工作室的老师不时引
爆全场，将会场气氛推向高潮。

广告

欢迎报读海南省交通学校

公办省级重点中专学校 海南十佳中职学校
全省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 全国交通职业教育先进学校 （学校代码2115）
开设专业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施工、
工
程机械运用与维修、土建工程检测（监理方向）、工程
造价、
建筑装饰、
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房屋水电安
装与维修方向）、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
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平面设计、
机
电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近十年来，
毕业生就业率
高。

大学直通车

学校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南科技
职业学院合作，分别开设“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和
“建筑工程施工”
专业，
实行中高职衔接
“3+2”
分段培
养，
完成中高职教育学习任务，
获取全日制大专毕业
证书。

报读指南 一、报名条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
及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 二、报名方式：即日起直
接到学校综合楼招就办 307 房登记报名注册（也可

招生电话：
0898-68625853 0898-68682965
学校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 13 号
学校网址：http://www.hnpcs.com

网上预先报名，后到校缴费注册）。 三、收费标准：住
宿费 300 元/学期，课本费和作业本费共 300 元/学
期。四、优惠政策：
（1）报读学生全免学费 2600 元/
人/年；
（2）符合国家规定的贫困生，享受国家资助
2000 元/人/年；
（3）有低保证、扶贫手册、孤儿证可申
请免住宿费 600 元/人/年；
（4）学业优秀者，可申请省
级奖学金 2000 元/人/年；
（5）建档立卡贫困生享受
免费住宿费、课本费和校服费；
（6）报读学生获得副
食品补贴 300 元/人/年；
（7）新生 8 月 27 日前报名缴
费者赠送军训服,免一学期住宿费 300 元。
（8）中专
毕业后就读本省高职院校，可获一次性学费补贴
5000 元。五、新生开学时间：8 月 26 日、27 日报到，
届时学校派车在海口汽车总站、西站及东环铁路海
口东站接新生到校（亦可自行到校）。 六、乘车指南：
乘海口市 7 路、17 路、22 路、23 路、26 路、36 路、64
路、66 路、74 路、89 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15338995593（王老师） 13876094094（邢老师）
15120909601（符老师） 15008080494（王老师）
15338925398（裴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