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人溺水， 你们知道怎样急救
吗？”27日上午，由本报联合长沙市中心医
院举办的第二届公益“爱心小精灵”杯中
小学生暑期急（自）救知识夏令营启动，中
心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生邵启兵向小朋
友们传授了急（自）救知识。

参加此次夏令营的有本报小记者、社
区小朋友和医院子弟。在学了溺水急救知
识后， 两位小记者积极地到台上实践：冯
文韬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谷优进行人工呼
吸，整个过程非常专业。在车祸现场急救
的情景表演中， 本报小记者配合出色，分
工明确，消毒、包扎、止血、固定、搬运等步
骤表演得有条不紊。院方为孩子们发放了
急救箱等奖品。

活动结束后， 小记者肖雅馨的家长
发来致谢短信：“感谢你们上了一堂有意
义的医学常识课， 我相信孩子们会将学
到的知识用到生活中，帮助自己，也帮助
其他人。”

■记者 王卉珍 孙燕飞 实习生 杨妍琎

7月27日，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自)救
知识夏令营现场， 市中小学生学习急救常
识。 实习生 李健 摄

三湘华声小记者俱乐部办公益课堂
“我学会做人工呼吸啦”

本报7月30日讯 一部
融入双簧管、小号、小提琴等
多种乐器的作品， 时而壮丽
辉煌，时而悠长婉转……30
日， 长郡中学交响乐团携
《长岛人歌》和《红旗颂》亮
相德国西柏林大剧院，参加
中德友谊交响合唱庆典音
乐会， 为中德建交40周年暨
2012中国文化年献上音乐盛
宴。

据了解，为赴德参演，长
郡中学交响乐团组建了一支
70人的高水平演出团队。该
校合唱团也曾于今年元宵节
放歌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
厅。 ■记者 贺卫玲

湖南中学生
献礼中德建交40周年

学子档案
姓名：王雄
学校：慈利县六中
分数：理科490分
报考学校：湖南文理学院

相关新闻

高考前，他一直在守护病重的父亲

“爸爸，我考上大学了，您安息吧”
王雄的家在湖南省慈利县蒋家

坪南洋村，高考成绩出来后，王雄很
低落。“成绩不理想， 是我没有调整
好心态， 我好像预感到了父亲不久
会离开。”高考完12天后，王雄患重
病的父亲就去世了。而高考前几天，
他还在给父亲洗澡换衣、端屎端尿。

父亲瘫痪，
瘦弱少年扛起家庭重任

2008年，王雄读初三。这年，父
亲王作平在煤矿打工时被突然掉落
的大石块砸伤，下半身瘫痪。在医院
治疗1个月后，煤矿老板强迫王作平
签字出院。

父亲出事后， 王雄的姐姐放弃
读高中，外出打工减轻家庭负担。

由于母亲身体不好， 王雄多数
时间主动承担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给父亲洗漱、洗澡、扶父亲上厕所，
有时父亲便秘， 他甚至用手帮助父
亲排便。“他是我的父亲， 这些是做
子女应该做的。”谈起这些，王雄很
平静。

在家中， 王雄还要帮助母亲干
农活、做家务。

父亲病情恶化，
他带着担忧上考场

王雄学习很认真。 父亲刚出事
时，他几个月都不能安心学习。但之

后，他调整了状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
中，“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放弃学
习，我必须更努力，以后找份好工作，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上高中时， 王雄选择了慈利县六
中，因为学费低些。依靠当地民政局的
资助，他得以完成高中学业。

高考前几个月，父亲病情恶化，王
雄带着担心完成了高考。“考试时总忍
不住想起父亲，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知道高考成绩后， 希望早点工作
赚钱养家的王雄放弃了复读， 报考了
湖南文理学院。提起病逝的父亲，王雄
眼眶通红，“爸爸，我考上大学了，您安
息吧。” ■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陈勇熙 朱亚妮

本报7月30日讯 长沙市春雷公
益助学促进会承办的公益助学活动
今年将拿出100万元资助贫困生，包
括100名2012年应届大学新生，每人
4000元；100名在读大学生， 每人
4000元；100名在读高中生， 每人
2000元。 活动详情及报名表可登录
中国爱心助学网www.cnaxzx.org
查询下载。

长沙市春雷公益助学促进会是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由一群执著
于助学和环保事业的媒体记者、教
师、金融界人士、企业家、法律界人
士自发组成， 日前成为首个获批的
不需挂靠业务主管单位， 直接在民
政部门申请登记的NGO组织。

■记者 贺卫玲

长沙贫困生
可申领“春雷助学金”

报名时间：2012年7月30
日———8月15日

报名流程：1， 学生向春
雷公益助学促进会提交申请
表，所在村（社区）及乡（镇）、
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及其他相关证件复印件（包
括户口簿、 身份证、 低保证
等， 大一新生提供录取通知
书， 在读大学生提供学生证
和上年考试成绩单， 高中生
提供录取通知书或上年成绩
单）。2，组委会调查学生家庭
经济状况，并公示申请名单。
如经举报并查实不符合申请
条件，将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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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0日讯 今年被录
取的我省大学新生注意啦，如
果你家庭贫困， 可以申请入校
交通费和短期生活费， 被省内
院校录取每人500元，被省外院
校录取每人1000元。

经财政部、教育部同意，今
年开始，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利用中央彩票公益金润雨计划
部分专项资金， 设立普通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
目，用于新生报到入校。参加了
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含
高职） 录取的贫困新生都属于
资助对象。

可向县级教育部门申请
有需要的学生可以书面形

式向当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并由本人填写“家庭经
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申请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
进行资格审评，并公示名单。公
示无异议后，10个工作日内，资

助款必须发放到受助学生
手中。

中国教育基金会已于7
月10日前把款项汇至各
级教育部门，各市州须在

8月中旬以前将资助名单报送湖
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该中心
将于9月报送中国教育基金会。如
果学生领取资助款不到高校报到
注册，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负责
追回资助款。

湖南资助额度为875万元
今年分配到我省的资助总额

是875万元， 其中长沙70万元、株
洲35万元、湘潭35万元、衡阳85万
元、邵阳90万元、岳阳75万元、常
德85万元、张家界30万元、益阳55
万元、娄底75万元、郴州55万元、
永州75万元、怀化55万元、湘西55
万元。原则上，70%资助款用于资
助省内院校录取新生、30%用于
资助省外院校录取新生， 实际可
按情况调整。

市民如发现截留、 挤占、挪
用、抵扣、拖延支付、弄虚作假、资
助生名不副实等问题， 可以拨打
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电话
0731—82990360举报，该中心将
联合其它部门进行严肃查处。

■ 记者 贺卫玲 黄京

贫困大学新生可申请入学交通费
被省内院校录取每人500元，被省外院校录取每人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