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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孙湘庭家住湖南省
泸溪县一个贫瘠的山区村落
里， 爸爸捡废品的收入是这个
六口之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她
说：“好好读书是我改变命运唯
一的方法。”

因为贫困， 孙湘庭的妈妈
九年前以外出打工为借口一去
不回，至今杳无音讯。她的爸爸
为了给儿女更好的学习条件，
义无反顾将她和弟弟从村里带
到镇上，自己每天风雨无阻，早
出晚归地捡废品供儿女读书，
但是他一个人的收入远远不够
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为
此他四处借钱负债累累。 为了
孩子， 他也尝试去寻找过妻子
却是失望而归。

九年来， 孙湘庭对妈妈的
记忆渐渐模糊。 为了不辜负爸
爸的付出，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
运， 孙湘庭刻苦读书考上了湖

南省泸溪县第一中学并一直保持
优异的成绩。

如今， 老家爷爷奶奶年迈，奶
奶还检查出患有肺癌，这无疑给了
这个贫困的家庭再一次重击。孙湘
庭看着爸爸终日辛苦，脸上很少有
笑容，心里也为父亲感到难过，但是
却没办法帮家里减轻负担，只能更
加刻苦读书，争取将来能找个好的
工作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福泽潇湘·扶贫助学” 活动
组委会核实她的情况后， 将会为
孙湘庭送去4000元的助学金及
一份福彩爱心包裹。同时，活动组
委会诚邀泸溪县和凤凰县符合如
下条件的在读高中/高职生踊跃
报名。活动详情请拨打2018“福泽
潇湘 扶贫助学” 助学活动热线：
0731-82965779或关注湖南福彩
官网、湖南福彩官方微信、红网和
时刻新闻发布的动态新闻。

■刘蔼元 经济信息

本报7月5日讯 “只要追
求，就有阳光”。今天，由三湘都
市报联合湖南省教育基金会共
同举办的“三湘阳光助学行动”
正式启动。今年，活动将在三湘
大地寻找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子，为他们的梦想保驾护航。同
时， 本报呼吁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积极加入到这场传递爱
心、放飞梦想的行动中来，我们
一起帮助更多的三湘阳光学子
圆梦。

【爱心征程】 15年帮助
2000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从2004年起， 本报就携手
爱心企业启动阳光助学行动，
到今年已经整整15年。 每年夏
天， 本报阳光助学直通车都会
开到贫困学子身边， 送去阳光
和关爱， 而一个个不懈追梦的
学子故事也总会带给人无数的
感动。15年来，这场助学行动也
打造成一个传递爱、 汇聚爱的
大平台， 每年都有许多爱心人
士和企业与本报同行， 一起照
亮孩子们的前程。据统计，15年
来， 借助这一平台集结社会爱
心力量帮助了2000余名湖南贫
困学子圆梦大学。

与此同时，2007年开始，湖
南省教育基金会发起“育才行
动”公益项目。十余年间，项目
逐年加大资助力度， 资助对象
从最开始的只有大学新生，到
现在的大、中、小学全面覆盖，
资助名额也不断增加， 截止到
2017年底，一共资助了4907名
贫困学生， 帮助他们实现求学
梦想， 同时为社会参与教育扶
贫创建了平台。

今年， 三湘都市报将与省
教育基金会携手， 点亮更多贫
困学子的求学梦。 省教育基金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笔助学金
虽算不上巨额财富， 但却可以帮
助一个有追求的学子顺利迈进校
门，开启人生新篇章。”

【阳光学子】每人将一次
性获得5000元助学金

即日起， 欢迎品学兼优、阳
光向上的“准大学生”给我们寄
送申请材料，也欢迎各地爱心组
织、学校、老师向我们推荐您身
边的阳光学子。本报记者将继续
走访湖南各地贫困学子家庭，探
访他们的生活和逆流而上的生
存状态，为他们带去各界爱心人
士的关怀和帮助。今年，我们将
在全省寻找至少100名需要帮助
的阳光学子。

1.资助形式：活动一次性资
助每名学子助学金5000元人民
币，帮助实现大学梦想。

2. 受助条件： 品学兼优、家
庭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
生（不含免学费专业），原则上不
与其他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一
名学子。

3.提供资料：本人申请（详细
介绍家庭贫困情况、 逆境中艰苦
求学的经历）；身份证复印件1份；
贫困证明1份，由户籍(或暂住地)
所在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或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具近一
年的家庭贫困情况证明； 高考录
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收到后立刻
补寄）；寸照1张；能够及时取得联
系的电话号码。

材料邮寄地址： 长沙市湘江
中路一段52号三湘都市报阳光助
学行动办公室；邮编：410008

报 名 及 捐 款 咨 询 电 话 ：
0731-84326110 （9:30-12:
00，14:30-17:00）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本报7月5日讯“水陆草木
之花， 可爱者甚蕃……予独爱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
不妖。”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爱
莲说》 于7月5日在长沙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首
演。该剧以高规格、高水平、高
质量的演出， 为观众奉上一场
集传承性、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于一体的视听盛宴。

民族歌剧《爱莲说》以北宋
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名篇《爱莲
说》为蓝本，讲述了北宋庆历年
间周敦颐在湖南桂阳县任县令
期间发生的故事。《爱莲说》一
剧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廉养德”
的思想主旨和精神内涵， 推崇
用高雅艺术的语言诠释并传播
立“诚”以修身、守“洁”以处世、

奉“公”以为政、求“仁”以爱民
的“廉洁”思想。

据悉，民族歌剧《爱莲说》
是获得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的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
目， 集结了国内一流的主创团
队和艺术家， 由中国电影学会
副会长， 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谭仲池编剧， 湖南师大音乐学
院院长廖勇作曲， 中央歌剧院
著名青年指挥家朱曼， 中央戏
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担任导
演。 该剧也集中了国际国内顶
级的实力派歌唱演员。 包括主
演：金钟奖冠军得主、青年歌唱
家王泽南、龚爽等。

“很多人都在中学读过《爱
莲说》，今天这朵莲花在我的音
乐中盛开， 我非常的荣幸。”廖

勇介绍，为了让歌剧《爱莲说》更
丰满、更贴近历史，让作品具有十
足的湖南口音。2017年8月，剧组
特意前往周敦颐的故乡道县进行
实地采风， 在这里听了无数的道
县本土二胡、唢呐调子。

民族歌剧《爱莲说》自2016年
启动创作以来， 得到了湖南省委
宣传部、 湖南省文化厅和湖南省
文联的大力支持， 也得到了长沙
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广新局和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直接指导，长沙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高山部长多次深入剧组
并主持召开创作和协调工作会
议。在该剧创排演过程中，主创单
位长沙田汉大剧院得到了湖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和长沙歌舞剧院
的大力支持。 ■记者 吴岱霞

本报7月5日讯 今天，湖
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湖南省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方案》（下称《方案》）。我省今年
高招录取工作将分六批进行，
7月 8日录取工作将正式开
始。《方案》提出，今年我省录
取工作总体目标为： 保平安、
保质量、保公平，要按照公平
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德
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
优录取。

7月8日， 我省高招录取工
作将从飞行学员录取、 香港高
校单独招生录取拉开帷幕。整
个招生录取工作分六批进行，
各批次录取的院校和时间安排
如下：

本科提前批：军事院校（含
武警）；公安院校(含警官、刑警
院校)及政法院校的侦查学、治
安学、刑事科学技术、边防管理

等专业；航海类专业；省内公费
定向师范生专业；其他院校，包
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
京电子科技学院、 上海海关学
院、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
师范生招生、免费医学专业、需
要政审面试的国家专项计划招
生院校（专业）、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等； 独立设置本
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
生办法执行的院校的艺术类本
科专业， 以及所有在湘招生一
本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录
取时间为7月9日至13日。

本科一批： 重点本科院校
和参加该批录取的一般本科院
校。其中，国家专项计划（含二
本院校）、自主招生、高水平艺
术团、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
高校专项计划、 单科成绩优秀
考生招生录取时间为7月14日
至17日， 其他本科一批计划录

取时间为7月18日至26日。
本科二批： 参加该批录取的

一般本科院校（含民办本科院校、
职高对口招生本科专业〔省内公
费定向师范招生专业除外〕）。录
取时间为7月27日至8月5日。

本科三批：本科独立学院（含
独立学院的艺术、 体育专业）。录
取时间为8月7日至12日。

专科提前批：公安院校（含警
官、刑警院校）的公安专科专业；
需要面试的航空乘务类专业；航
海专科专业； 经教育部批准的部
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的专
科艺术专业；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专业；其他类专业等。录取时间为
8月14日至15日。

高职专科批： 其他有专科招
生计划的招生院校（含职高对口
专科专业）。 录取时间为8月16日
至24日。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15年再出发，我们寻找百名阳光学子
三湘阳光助学行动正式启动，品学兼优贫困学子快来报名

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爱莲说》长沙首演

2018“福泽潇湘·扶贫助学”活动进行中 高招录取8日开始，分六批次进行

7月5日晚，获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目资助的原创民族歌剧《爱莲说》在长沙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首演。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