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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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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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右边的微信二维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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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大海南校友会“学长学姐”关注东方大学生李昌升

10 个学弟学妹各奖五千元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 党朝峰
实习生 符传萍）父亲在他读高三的关键节
点因患咽癌离世，东方市铁路中学毕业生
李昌升没有被悲痛击垮，他以好成绩告慰
父亲，今年以 741 分的高分，被北京师范
大学录取。经南国都市报报道后，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不少爱心人士致电本报，希
望对其进行资助。

目前，北京师范大学海南校友会已向
李昌升奖励 5000 元。“感谢北师大海南校
友会奖励新校友，让我们在进入北师大前
就感受到校友会的温暖，今后一定会更加
努力刻苦，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家乡和社
会。”李昌升说。
据了解，北师大海南校友会向今年考
上 北 师 大 的 10 名 海 南 考 生 ， 每 人 奖 励

父亲腰伤母亲做清洁工

姐弟双双上大学 父母心里急

小档案
编号：
51
姓名：
吴清帅
毕业学校：
定安县定安中学
高考分数：
599 分（理科）
录取学校：兰州理工大学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 林师堂
文/图）高考理科 599 分的吴清帅，虽然拿

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由于家庭贫困，
他姐姐也在上大学，吴清帅上大学的各项
开销，成了他父母目前最大的烦心事。
据了解，吴清帅目前住在定安县雷鸣
镇美珍村，一家 4 口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屋
内，“爸爸腰受过重伤，目前没有办法干
农活，家中的固定收入只靠母亲一人做清
洁工维持，每月只有 1000 多元”，吴清帅
谈起上大学的事时一脸愁容。
吴清帅说，姐姐还在贷着款上学，现
在他也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去离家很远的
甘肃，靠母亲自己打拼筹钱，根本负担不
起，希望爱心人士能够帮帮他，解决燃眉
之急。
目前，吴清帅已被兰州理工大学录
取，面对未来，他知道只有更加努力，才
能回来帮父母改变家里的现状。

爷爷脑溢血，奶奶务农，父母外出打工

他好想上大学 以后当工程师

小档案
编号：
52
姓名：
李松
毕业学校：
琼海海桂学校
高考分数：
682 分（理科）
录取学校：中国矿业大学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 林师堂
文/图）“我上大学的开销还没有着落，弟
弟今年开学也升高三，明年也跟我一样考
大学，我们兄弟俩可怎么办？”今年高考
获得 682 分的李松，如今已经顺利收到中
国矿业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不仅在为自己
上大学的花销发愁，更担忧明年考大学的
弟弟。
据了解，李松一家共 6 口人住在定安
县翰林镇业村，目前家中只有爷爷、奶

奶、他和弟弟，而父母则在外地的工厂做
长工。“家里爷爷奶奶都务农，没有稳定
收入，而爷爷前些日子患上脑溢血后，就
没有办法继续干农活，目前家中只有奶奶
一人务农有些收入，爸妈要到春节放假才
能回来。”李松说。
李松希望，毕业后回家乡发展，帮家
里改善生活条件，不想让家人过度劳累。
“在琼海海桂学校读高中时，早上起
的还算早，晚上睡得比较晚，因为身边的
同学大家都是在准备高考，就算熄灯了也
拿出充好电的台灯学习，而我每天学到凌
晨一两点。”李松说，高三阶段他每天坚
持早上 5 点半起床，晚上使用台灯温习功
课。
目前，李松已被中国矿业大学录取，
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工程师，他说自己很
幸运能够选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希望能顺
利完成学业。
说到以后，李松很是憧憬，他希望有
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解决
目前大学所需的部分花销，毕竟自己不想
辍学。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学习。”李松说。

5000 元。
李昌升说，想不到北师大在海南有这
么多校友，母亲为他北上求学不再担心了。
据悉，该校友会与北师大国内合作办
公室沟通，为海南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牵线
搭桥，促成北师大与万宁市合作创办北师大
万宁附中，还推动了海口市政府与北师大合
作办学。

北师大海南校友会会长刘文军希望，
学生们在大学生活里，一如既往地刻苦钻
研，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母校和社会。
刘文军介绍，该校友会以后会建立健
全管理机制，将校友活动制度化，平常更
多关注支持在北师大求学的海南学子。
北师大万宁附中高一男生小刘说，李
昌升等哥哥姐姐们很棒，是他学习的榜样。

从小就理解父母打工不易

盼上大学做兼职为家
“减负”

小档案
编号：
53
姓名：
罗慧
毕业学校：
海口海港学校
分数：
653 分（理科）
录取学校：
浙江工业大学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 党朝
峰 实习生 符传萍 文/图）罗慧一家租住
在海口秀英区秀华路建新街的一座旧楼
房里，她今年以 653 分的好成绩考上浙
江工业大学，而妹妹准备升初中，对于
这个农村来海口打工的家庭来说，父母
的负担比较重。
罗慧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来到海口打
工，父亲是个货车司机，初中文化水
平，平时就给顾客做码头卸货、搬家等

苦力活和打零工，没有固定工作。为了
养家糊口，父亲每天 6 点出去工作，直
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回来，有时候凌晨有
活也要出去。
有时父亲搬家活多，忙不过来的时
候，罗慧的母亲也会和父亲一起搬家，
好的时候搬一天能挣三四百元。
罗慧母亲说，房东是罗慧爸爸的朋
友，比较信任自己家，罗慧爸爸也经常
给房东帮忙干活。为了减轻家庭压力，
房东答应让她每天打扫整栋楼的卫生抵
掉房租。记者看到这栋楼房屋虽旧，罗
慧的家却是整整齐齐的。
长期忙忙碌碌不注意保养身体，罗
慧的母亲经常有头晕头痛、背痛等小毛
病。.罗慧父母还有爷爷奶奶要赡养，两
个 70 多岁的老人在老家生活，生病了总
得照顾，每个月也得给老人寄钱。
罗慧放假后就在一家超市做收银
员，她说上了大学自己也要接着做兼
职。谈及未来，她说因为爸妈工作不稳
定，自己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未来有机
会开一家餐饮店，让爸妈可以在一起工
作，不用四处打拼那么艰难。

琼中男孩高考后打暑期工

青春在奔跑 大学等着我

小档案
编号：
54
姓名：
宋维君
毕业学校：
华中师大海南附中
分数：
423 分（理科）
录取：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李梦
瑶 文/图）身高 1.75 米的宋维君今年 19
岁，是琼中一名短跑项目体育特长生，

今年高考以 423 分的成绩被广西师范学
院师园学院录取。
8 月 9 日下午，在海口一家酒店的
休闲区里，游客纷纷戏水纳凉，做兼职
的宋维君站在泳池旁留心游客的安全。
“高考一结束我就过来打工了，生
活 就 像 长 跑 ， 我 不 奔 跑 不 行 。” 面 对
大学生活，他想的更多的大学的各项花
费。宋维君来自琼中中平镇深水村的一
个四口之家，妹妹在读初一，父母靠务
农为生，偶尔去农场找些活儿干。
宋维君的爸爸宋德武告诉记者，自
己之前生病做过一次大手术。虽然生活
清贫，可身为村小组副组长的宋德武
却把许多帮扶政策让给了村民，他们一
家人至今仍住在旧瓦房里。记着爸爸的
教诲，宋维君希望能自己攒够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