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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甘肃省
慈善总会·兰州晨报
阳光助学直通车开进
通渭，这个耕读传家、
人才辈出的“ 中国书
画艺术之乡”，近年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尤其特色农业和
旅游业渐成气候。家
家书画盈室，户户墙
面贴着学生奖状。对
人才的培养和重视教
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大陆首位当选英国皇
家科学院院士的杨子
恒，以及姚檀栋、尚永
丰等甘肃籍中国科学
院院士就是通渭走出
的农家子弟。这边阳
光直通车遍寻阳光学
子的励志故事，那边
来自全国各地的涓涓
爱心涌流不停歇。

涓涓爱心温暖阳光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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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和平（中）与王艺媛（左）、王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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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进行时，爱心涓涓不停歇

阳光助学，呼唤更多爱心同行

阳光学子的励志故事感动着寻访人员。
“ 这些孩子
们能吃苦，内心格局大、目光长远，他们将来是国家的人
才。”甘肃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和平一路寻访一路感慨，
“人是需要一种精神和追求的，这些孩子们身上有种执
著的精神，
让人看到了希望。”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个人和企
业，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各项公益活动，为社会和谐美
满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用实际行
动反哺社会民众民生。
西北人才网捐助 5 万元资助 10 名阳光学子，在加入
阳光助学的同时，承诺所有为兰州晨报阳光助学活动捐
款的爱心企业，如有招聘需求，可在西北人才网按实际
执行价格的 80%开通招聘服务，西北人才网微信公众号
还会对爱心企业的招聘信息进行免费推广。同时，对于
有需要的爱心企业，西北人才网可免费提供人资、法务、
绩效、礼仪等相关咨询或培训一次。上海爱心人士田雯
捐助 5000 元定向资助庆阳学子杜博学……
在我们寻访阳光学子的同时，来自省内外各地的涓
涓爱心汇聚而来，兰州晨报阳光热线也十分烫手，除了
咨询报名的学生外，爱心人士踊跃支持，有人亲自来报
社捐款，有人了解情况后将善款打入爱心账户。截至目
前，已收到各界爱心款 31800 元。
18 岁的西固女孩何佳宁，也是今年的高考生，虽未
曾谋面，但是从电话里就能听出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
孩，她捐出 200 元钱要帮助和自己一样怀揣梦想但家庭
条件困难的高考学子。7 月 4 日下午，一位老人来到晨
报新闻大厅，微笑着把还带着体温的 500 元钱交给本报
工作人员。
“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算啥，只要娃娃们都
有学上。”老人只透露自己姓胡，随后微笑着离开。

7 月 8 日，穿过绵绵雨幕、跋涉了近半小时的泥泞道路
后，
阳光直通车寻访人员到达通渭县什川镇大湾村。
王艺媛和王艺菲姐妹都学理科，今年高考成绩分别为
460 分和 550 分。她们的姐姐大学刚毕业，弟弟正在读高
二。
“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上大学，不能像我们一辈子守在
山沟里吃苦。”王艺媛的妈妈说。姐弟 4 人个个出类拔萃，在
学习上你追我赶，不愿服输。因为供学生，加之妈妈常年患
病，这个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高考刚结束，她们的爸爸王
金便背着行李进城打工去了。
3 头毛驴、广种薄收的几十亩旱塬山地就是务农的根
本，男主人偶尔外出打打零工，政府低保辅以补贴。还是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木质旧家具、土炕，从屋墙上贴满的奖
状，
可以看出耕读传家的传承和几个孩子寒窗苦读的用功。
孩子努力，大人勤奋，这是地处通渭边远山区的朴实人
家普遍的情况。家里考出个大学生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
族的最大荣耀……什川镇地八村村民陈月胜，大女儿去年
考上了辽宁科技大学，今年老二理科成绩 538 分，报考了外
地大学；太山村高庙山社 19 岁女孩常亮亮今年理科成绩
461 分，
父亲在她高考结束后急忙进城打工为她挣学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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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晨报阳光助学，
慈善之路并不孤单，
有众多的爱心人士大力支持。
十年公益路，步步留爱心。兰州晨报为阳光学子和爱心人士搭建平台，以期为每颗善良的爱心
找到归属，
每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得到温暖。
在今年阳光助学活动中，无论是自主申请报名还是阳光直通车走访的家庭中，记者发现，今年单
亲家庭和孤儿家庭以及因病变或意外导致的特殊情况家庭较往年要多，这些学子却个个优秀，放弃
哪一个都很可惜。一份份恳请的申请书，一份份优异的成绩单，看了让人心里既难过又欣慰。这些
孩子，他们缺失的不只是精神的慰藉，
更需要爱心人士在他们大学的门口助力加油。
阳光助学公益活动正在进行时，本报诚恳吁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加盟我们阳光助
学大型公益活动，
或许，
您的一份爱心就能够成就一个阳光学子的未来。
文/图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张学江

爱心榜单
爱心人士捐款账户：备注请注明“捐款阳光助学”
户名：
甘肃省慈善总会
账号：
9319 0377 2910 888
开户行：
招商银行兰州分行新港城支行
大额支付行号：
3088 2100 4159
户名：
甘肃省慈善总会 账号：
612090100100009103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兰州金昌路支行
开户行号：
309821000109
寄件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 123 号
兰州晨报新闻调查部收
邮编：
730030
信封上请标明
“阳光助学”
字样
（截止时间 7 月 25 日）
咨询相关情况可拨打 0931-96555 0931—8155136

“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争做水土资源守护卫士”
有奖知识问答比赛活动启事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20 名，颁发价值 100 元奖品。
二等奖 30 名，颁发价值 80 元奖品。
三等奖 40 名，颁发价值 50 元奖品。
优秀奖 50 名，颁发价值 20 元奖品。
七、评奖办法：
凡回答问题 1—4 次且答案都正确的中小学生
均有机会通过抽奖获得赠送的小礼品。每周限额 5
名，10 周共计 50 名（即纪念奖）。回答 5—7 次问题
且答案都正确的同学通过抽奖获得三等奖。回答
8—9 次问题且答案都正确的同学通过抽奖获得二
等奖；回答 10 次问题，且答案都正确的同学通过抽
奖获得一等奖；除此之外，获得一等奖的同学还可
以免费刊登一篇心仪的作文或绘画作品作文刊登
在《少年文摘报·小学生作文与欣赏版》，绘画刊登
在《少年文摘报·小学生百科知识版》。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少年文摘报分公司
二 0 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杨惠兰 1000 元
徐先生 1000 元
任秀琴 5000 元
胡先生 500 元
何佳宁 200 元
王女士 5000 元
田雯 5000 元
郭新国 1000 元
杨元德 1000 元
王崇英 1000 元
王艳霞 100 元
樊培杰 5000 元
深圳爱心人士 5000 元
深圳爱心人士 500 元
赵宝娟 500 元
（截至7月11日共31800元）

兰州市委宣传部将举办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群众摄影书法展
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书法爱好者征集作品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刘琼）7 月 11 日，兰州晨报记者从兰州市委宣传
部了解到，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兰州市委宣传部
将举办“光影颂金城”——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群众摄影作品展览和“墨香润金
城”——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群众书法作品展览。现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和全市群
众及青少年书法爱好者征集摄影、书法作品。
本次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 9 月 1 日，主要征集有关弘扬兰州人文及改革发展的
摄影、书法作品。其中，摄影作品以展现兰州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发展成就为题
材。书法作品主要以征集描写兰州的诗词歌赋为主。投稿作品经由专家评审后，最
终确定摄影、书法作品各 200 幅进行集中展览，并向入选者发放参展证书。

▶

投稿须知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我国对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高度重视，加强了水土流失的重
点预防及治理方向，目前，生产发展与水土资源保
护的矛盾较为突出, 为了缓解这一现象，由甘肃省
水利厅水土保持局和《少年文摘报》联合举办“普及
水土保持科学知识，争做水土资源守护卫士”为主
题的有奖知识问答比赛活动，以向广大青少年普及
水土保持知识，提醒社会更多的人了解水土保持的
重要性。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一、活动组织单位
本次知识问答活动由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
局和少年文摘报举办。
二、活动主题：
“ 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争做
水土资源守护卫士”。
三、活动时间：2018 年 6 月 20 日-10 月 30 日。
四、活动对象：全省中小学生及省外部分中小
学生。
五、评奖成员：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拥有
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和《少年文摘报》资深编辑。

奖状糊满墙，励志学子的荣耀

1.在中国兰州网官网下载报名表格（http：
//wwwl.anzhou.cn）填写后随参
展照片电子文件一并发于参展投稿邮箱（471447839＠qq.com）。
2.书法作品来稿寄至：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 406 号仁恒晶城 C 座 404 室
即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1 日（以电邮日期、
寄件日邮戳为准）
联系人：
魏龙 联系电话：
18993166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