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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护航 梦想出发！
337名阳光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助学金
2020三湘阳光助学活动励志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助学人数及助学金额均再创新高
“请相信！从现在开始，我
们将以百倍的信心、千倍的努
力、万倍的感恩，未来更加努
力地读书，同时将这份爱心传
递下去，为将来有一天能够为
国家为社会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而努力！” 这是阳光学子
们的郑重承诺。9月15日下午，
由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三
湘都市报、 省教育基金会、小
风唐教育扶贫基金会共同主
办的“
2020三湘阳光助学”活
动励志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
仪式在新湖南大厦举行。全省
各地的337名贫困学子每人获
得5000元助学金， 这笔总额
近200万元（含后续资助金）的
爱心助学款将帮助他们梦圆
大学校园。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建华，省教
育基金会副理事长聂荣华，湖
南日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
张云梦，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刘静， 唐人神集团党委副书
记、行政总监、小风唐教育基
金会会长刘宏以及爱心人士
代表、阳光学子代表等出席仪
式，一同将爱的温暖送到每一
位阳光学子手中。
■记者 刘镇东 杨斯涵 黄京
图 顾荣
视频 郭辉 王珏 何佳洁 刘品贝
通讯员 任杏梓 陈蕊楠

省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聂荣华 （右）为
唐人神集团颁发捐赠纪念牌。

爱心寄语

活动现场
他们坚信读书
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每一个梦想，都应该被阳光照
耀。 从2004年起，17年间通过三湘
都市报这个平台， 爱心在不断汇
聚，社会爱心人士纷纷对贫寒学子
伸出援手，助他们圆梦。据统计，17
年来，借助这一平台集结社会爱心
力量累计为近3000名贫困学子获
得了超过1500万元的爱心资助。
今年7月， 三湘都市报联手省
教育基金会、小风唐教育扶贫基金
会，共同开展“2020三湘阳光助学”
活动，吹响“爱心集结号”，且助学
人数、金额均再创新高。两个多月
来，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报名者达到1300多人。 从8月中旬
开始，助学直通车在酷暑中深入长
沙、张家界、永州、岳阳等地多个偏
远山村，实地采访报道了十余名优
秀阳光学子。最终，主办方从寄来
完整资料的近1200名报名者中，寻
访确认了337名贫困学子，他们有的
将获得一次性5000元助学金， 有的
将获得企业提供的4年大学学费和
生活费，以及假期带薪实习机会。
9月15日下午2时，经过层层筛
选最终确定的阳光学子代表共聚
新湖南大厦。他们当中，有坚信读
书是改变自己命运唯一途径的岳
阳平江学子方忍德；还有最终实现
梦想，见到印遇龙院士的株洲女孩
言佳新……助学金圆了这些贫困
学子的大学梦，也在他们心中埋下
了爱心的种子。阳光学子们纷纷表
示：“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
会 ，心 存 梦 想 、 心 怀 阳 光 、 心 念 感
恩，努力学习。”
在发放仪式举行前，阳光学子
还走进了湖南日报社报史馆参观，
了解过去每一个历史时刻、每一次
重大事件。阳光学子曹帆舟说：“那
些历史事件让人印象深刻，更加让
我坚定了好好读书的决心！”

阳光学子参观湖南日报社报史馆。

记者 杨斯涵 摄

不言歇、不言弃、不言败
定能奋斗有成，梦想成真
长沙 国 智 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专项捐赠10万元
资助道县20名阳
光学子。

爱心企业
把浓浓爱心源源不断注入教育事业

领导嘉宾与爱心企业代表和阳光学子合影。阳光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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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阳光学子方忍德：

应届阳光学子言佳新：

一直坚持向前，未来必定可期

我也想像院士那样
成为业界的领袖

来自岳阳市平江县长
寿镇的方忍德，母亲患有
高血压，家中的经济收入
全靠父亲在建筑工地上
打零工来维持。方忍德的
父亲因多年务工患有腰
伤， 近年来身体不如从
前。 为了供他与二姐上
学，母亲不得不去电镀厂
找 了 份工 作，每 天 工 作 12
小时。
方忍德的父亲和爷爷
从小教育他：“读书是改变
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他
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现
状。
高中入学时，方忍德因
为中考成绩名列前茅被推
选为班长。 身为班长的他，
除了学习，还需要管理班级
事务、 参加多种课外活动。
由于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方
忍德第一次月考排名全年
级第78名。 他为此低迷一
两天后，找到各科老师分析
自己的弱项。他每天上课时
都做好笔记，下课后找老师
交流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
不会被辜负。 高一下学期，
方忍德取得了班上第一、年
级前15的成绩。此后，他一
直以年级第一为目标。“尽

管有很多人质疑我， 但我一
直努力坚持着。”在之后的考
试中， 方忍德一次又一次地
超越自己， 实现了目标。“我
一直都是向前看， 当我进入
年级前20名，我的目标就变
为年级前5。”
高三时， 方忍德拿不出
多余的钱报补习班， 他只能
借阅其他同学的补习资料，
向他们请教补习老师讲了哪
些重点知识。 之后他再自己
买练习册做题。有很多次，他
因为去教室学习起得太早，
而被门卫批评； 也有几次因
为深夜在寝室开台灯刷题，
被老师没收台灯。 在今年的
高考冲刺期间， 因为疫情村
里封路， 而家中又没有试卷
练习， 他就让朋友每两天给
他用手机拍一套理综试卷，
自己在草稿上做题， 一直持
续到村子解封。
今年， 他以理科548分
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森林
工程专业录取。 这虽然不是
他最满意的结果， 但他还是
很激动， 激动自己还能继续
求学。“昨日已成回忆， 今后
还需努力！”面对未来，方忍
德说：“我们要继续保持高三
时的那股冲劲、韧劲和狠劲，
未来必定可期！”

言佳 新毕 业于 株 洲 市 第 八 中
学， 今年高考以理科615分被江南
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录取。母
亲从事环卫工作， 父亲在工地上打
工，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父母尽力把
最好的给孩子们。因此，言佳新只是
一心扑在了学习上。直到高三，母亲
查出患有子宫癌， 因家里无力承担
医疗费用，不得已停止治疗，离这个
幸福的家庭远去。
在学习上言佳新也遇到过很多
的难题， 有时尽了最大努力也没有
收获， 有时成绩停在原地总是没有
丝毫进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要继
续坚持学下去时， 她总是回答：“我
相信‘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名言，学
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我选择
并且认定了读书这条路， 我就要一
直走下去。没拼出个结果来，我就不
会停下。”
8月27日， 言佳新跟随小风唐教
育扶贫基金会一起去拜访印遇龙院
士。印遇龙院士叮嘱她，一定要像高
中阶段一样继续努力， 不要松懈，高
中知识只是打基础， 是广义的东西，
没有针对性，而大学里面的学科知识
更有针对性， 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
里面的奥妙也是很深的，所以要不断
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印遇龙院
士的鼓励，言佳新告诉记者：
“
这更加
坚定了我在专业上的信心， 我也想
像院士那样，成为业界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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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助学,圆莘莘学子梦!
小风唐是唐人神集团三十年专
注生猪产业链、 厚积薄发打造
的快休闲连锁餐饮品牌。 在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 小风唐助学
团队从全国各地近千名学子中
挑选出了200名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子, 每人资助5000元。同
时，小风唐还通过实地走访、电
话联系等方式采访了20多名贫
困学子， 并邀请部分学子到小
风唐门店用餐体验。
同为爱心企业， 湖南草花
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六年
如一日坚持在公益路上不停
歇， 切实帮助品学兼优的学子
走入梦想的学校。记者了解到，
草花 互 动自 2016年开 始 加 入

三湘阳光助学活动，每年资助5名
品 学兼 优 的大 学生 ， 为 其 提 供
5000元/年/人学费直至毕业，并
将其纳入草花互动“筑梦未来·百
万草花成长计划”。草花互动还将
为 其提 供寒 暑 假的 带薪 实 习 机
会，让学子们能尽早地接触社会、
做好职业规划。
2020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长 沙国 智 电力 科技 有 限公 司 董
事长罗威来 到 文脉 胜地 、“濂 溪
故里”永州道县。在这里，他听到
许 多 道县 学子 在 贫苦 的生 活 里
不断拼搏奋斗的励志故事，深受
感动。于是他决定捐赠10万元通
过三湘阳光助学活动，专项资助
20名道县学子，帮“阳光学子”圆
梦。

往届阳光学子邓正可：
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将来应对挑战的羽翼
邓 正 可 是 2012 届 三 湘 阳
光学子， 目前是湖南日报社的
一名记者。 她所负责打理的微
信公众号“湘遇”最近刚刚上线，
也收获了众多粉丝。现场，她分享
了自己在大学获得的成长经历。
2012年，刚刚走进大学校
园的邓正可便做了一个决定：
放弃申请助学金。 她说：“我已
经接受了利群阳光的爱心，应
该留给更需要的人。”为了减轻
妈妈的负担， 她将生活标准降
到最低，四处找兼职工作。她还
通宵达旦地复习， 最终用优异
成绩换回了一份奖学金。
谈到大学生活， 邓正可说
自己是寝室最忙碌的人， 每天
穿梭在各种比赛、 活动和兼职
中。大学期间的寒暑假，她几乎
都在实习，只要是不添乱的，她
都主动去做， 十几斤的大型三
脚架扛起来就跑。 为了实习上
班方便， 她在单位附近租了一
间5平方米的小屋子，每天抱着
热水袋睡觉。

“为了能够走进湖南日报社，
我足足准备了4年。” 回忆起曾经
的往事，邓正可不禁潸然泪下，她
告诉记者，2018年， 她参加了湖
南日报的招聘， 但是最终没能考
上，接下来的2年，她像海绵一样
拼命汲取养分， 不断尝试新的表
达、新的创意，她告诉自己：你用
心做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将来对
自己的证明。直到今年4月，她终
于通过湖南日报社的招聘， 并成
为了编辑部7名新进员工中的唯
一一名本科生。
“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成为
你将来应对挑战的羽翼。”邓正可
认为，就是有了爱心组织、企业和
爱心人士的支持， 贫困学子前行
的道路才更加宽广。 她在现场呼
吁所有阳光学子：“如果可以，能
够读研就去读研， 能够考博就考
博，读书，是为数不多的你想要去
做就能做的事情。瞄准你的目标，
向前跑就好了，毕竟，我们身上还
有阳光和爱化成的隐形翅膀，直
到有一天你可以飞翔。”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王建华：
虽然在求学的路上，你们曾经过无数
次跌宕，但你们的坚强勇敢，使你们成为今
天的阳光学子。作为一代青年，你们既是追
梦者，更是圆梦人。追梦必须吃苦，梦想之
路荆棘丛生，希望你们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坚持不言歇、不言弃、不言败的执着精神，
定能奋斗有成，梦想成真。忘掉你们曾经
的烦恼，怀揣梦想，迎着阳光大步向前。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聂荣华：
今年是省教育基金会连续第二年与唐
人神集团的“小风唐教育扶贫基金会”联合
开展公益助学活动， 同时也是连续第三年与
三湘都市报的横向合作， 因为有唐人神集团、
长沙国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爱心加入，资助
名额每年都在持续增加， 今年共有337名大学
新生获得资助。 希望同学们不负殷殷期盼，书
写人生华章。 希望曾经接受资助的优秀学
生们都行动起来， 激发善因子， 接力广传
承，以爱心回馈爱心。把暂时的贫困作为精
神财富，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张云梦：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世界等着
你们去改变，忘掉你们曾经的烦恼，怀揣
梦想，迎着阳光大步向前。希望所有阳光
学子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大学生提
出的四点希望：一、要爱国，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二、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三、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四、要力
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把感恩之心、感
激之情化为成才之志，发奋之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青春才智。实现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唐人神集团党委副书记、行政总监、小风
唐教育基金会会长刘宏：
感谢阳光助学行动这样一个平台，能给
我们机会结识并帮助阳光学子。我们会继续
将爱心传递下去！ 也希望同学们把政府、企
业和社会的关爱，把物质的困难转化为刻苦
学习的动力，自强不息，坚定信念，努力锻炼
身体，专心学好专业，练就过硬本领，将来更
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报效我们的祖国。

三湘都市报总编辑张茧：
“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出身贫寒不为
过，披荆斩棘更有为。借此机会，我希望你们
志存高远、自强不息，把暂时的贫困作为精
神财富，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和生活
中的各种挑战，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
社会！专心学好专业，练就过
硬本领，报效我们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