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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代表，浙江
利群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炯
介绍说，从2001年开始到今天，利群阳
光助学走过17个年头，从浙江一个省到
今天遍布全国的18个省（市）。

“这一路，我们感动万分、收获满
满！”他说，因为，每次看到利群阳光学子
年轻、灿烂的笑脸，便感动不已。他们朴
实、坚强、努力、勇敢、善良，他们不怕吃
苦、不畏困境、不惧未来。他们单薄的身
体，承受起比同龄人重得多的生活担子，
但在困难面前，不抛弃不放弃，始终坚定
不移追求人生梦想，这种坚韧不拔的精

神，是一种宝贵财富。
在沈炯看来，17年利群阳光助学

路，他们不仅看到了一份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更感受到了社会大爱。

“这份责任来自于社会各界，尤其是
与我们紧密合作的大河报。大河报每年
都派出记者深入贫困乡村，及时报道寒
门学子的励志故事，由此唤起社会上大
量爱心！”他说，如今，“利群阳光”成为一
个汇聚、传递爱心的公益平台，4万多名
学子在这个平台上得到资助。其中，两
万多名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结对资
助。

众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参与，确实不
仅让更多学子得到帮助，也让更多人体
会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今年的助学活动中，许多爱心人士
同样也向贫困学子伸出援手，郑州市民
贾旭就是其中一个。活动现场，他为寒
门学子赵家欣送来5000元现金，并表示
将承担其大学四年的学费。赵家欣也带
来了自己手写的感谢信，念给贾叔叔听，
十分感人。

赵家欣来自荥阳，他的父母是普通
农民，年仅9岁的弟弟患有癫痫。“夜晚
总是家人最痛苦的时刻，总在惊恐中度
过。”赵家欣说，多年来，弟弟的病，让一
家人既心疼又煎熬。

越长大，越懂得父母的不易，渐渐懂
事的赵家欣开始疯狂地学习。初中，他

在班上是倒数第十名，后来进入前三十
名、前二十名、前十名，并考上县里最好
的高中，老师也为之震惊。梦想的力量
是伟大的，今年赵家欣的高考成绩是
585分，文科，被郑州大学录取。

“贾叔叔，非常荣幸能得到您的资助，
我表示由衷的谢意。”信中，赵家欣向贾叔
叔倾诉心声。他说，贫困的家庭，没有使
他的精神贫困。家庭赋予他开朗、坚强、
自信的性格，使他快速成长。“希望我的存
在，能让身边的人感到高兴和幸运。”

字字真意，声声真情。现场，赵家欣
和贾旭深情拥抱。“感谢大河报提供的这
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参与这次
爱心活动。”贾旭说，爱不是施舍，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给予，他愿与更多的人携手，
让需要帮助的学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利群阳光助学路，收获感动更感受社会大爱

现场 深情相拥，学子手写书信致谢爱心叔叔

●人生难免有风雨，人间处处有
关爱

爱心助学，慈善助力！今年，是
大河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与河南省
慈善总会携手的第二年。正因为慈
善组织的加入，2017年的助学行动更
为闪耀。

现场，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孟
超点赞道：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大学
生是社会未来的栋梁之材，这次救助
行动会告诉即将开始大学校园生活
的年轻人——人生难免有风雨，人间
处处有关爱，只要树立信心，互相支
撑，就一定能走出眼前暂时的困境，
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我和在场孩子一样，是从山区
走出的学生，我理解你们此时的心
情。”孟超跟到场的学子交心说，“十
年寒窗苦读，一路走来，你们一定经
历了很多困难；考上了大学，站上了
人生新的起点，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
发扬拼搏精神，刻苦学习。”

同时，孟超还嘱托现场学子：“今
天，你们是慈善助学的受益者，希望
能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今天人人为
我，明天我为人人，用实际行动传播
慈善、传承人间大爱。”

●爱心助学，给贫困学子一个人
生出彩的机会

得知要给学生们发助学金，信阳
市人社局驻光山县孙铁铺镇王楼村
第一书记余晓波也赶到现场，要替孩
子们表达谢意。“谢谢你们，给贫困学
子们一个人生出彩的机会，让贫困学
子能拥有一个为梦想努力奋斗的机
会。”

作为第一批向大河爱心助学行
动推荐贫困学生的驻村第一书记，余

晓波第一时间就把村里贫困学生的
申请材料寄了过来。今天来到现场，
这位80后第一书记感受颇深。“我也
是从农村通过上学才走出来的，现在
回归农村，我深知教育对于农村孩子
的重要意义，它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余晓波说，谢谢大河爱心助学特别行
动，集全媒体之力，通过“媒体+社
会+第一书记”把精准扶贫落到了实
处。

“大河爱心助学行动，表达的是
爱心，传递的是感恩。”同时，余晓波
也寄语受助学子，最好的感恩不是语
言而是行动，希望孩子们通过自己的
努力，改变自己的家庭，改变自己的
乡村，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涓涓细流可汇成大海，滴滴爱
心能成辉煌事业

今年的助学活动期间，河南东洲
置业有限公司经与大河报·利群阳光
爱心助学办公室多次沟通后，决定向
家庭困难的 10 名学子资助 5 万元。
这是一份疾驰而来的爱心，让助学的
名额得到覆盖更多寒门学子。

对此，该公司董事长刘海洲在仪
式现场致辞说：“善举创造和谐，爱心
传承美德。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慈善事业，是中华民
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在新形势下的
发扬光大。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海，
滴滴爱心能够成就辉煌事业！”

他说：“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奉
献爱心是每个企业、每位公民的良
知，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我们坚信，每一份爱心，都会为同学
们带去温暖、坚强和信心，并化为同
学们日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巨大
精神力量。”

有阳光，就能看见未来！
大河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暨励志报告会举办
这是一场爱的仪式，每年夏天跟河南寒门学子相约

□记者 王迎节 谭萍 樊雪婧 牛洁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有光，有未来！8月19日下午，2017年大河报·
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暨励志报告会举行。来自全
省的119名寒门学子，每人领取5000元助学金。

这是一场饱含爱的仪式。受助学子说，谢谢你们为了社会的
美好以及心底那份善良所做出的诸多努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说，爱不是施舍，而是发自内心的给予，是点燃希望的力量。

汗滴下土，谷物进仓。带着满满的爱，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
向着未来出发！

现场，刘登悦和李同汉作为受助学子代
表发言，虽然励志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感恩
的心却十足相像。

18岁女孩刘登悦站上讲台，眼眶红红，
深深的鞠躬代表了她全部的谢意。父母双
双患病无法外出工作，年幼的弟弟妹妹要上
学，这让刘登悦的家庭陷入困境。

但面对困难，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用
优秀的成绩来战胜。3年前，她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宏志班，如今，她被
本科一批院校北京物资学院录取，即将成为
一名大学生。“谢谢你们，未来，我一定会更
加努力，不辜负这份爱心。”

来自周口市扶沟县的李同汉则更阳光
一些，他说：“要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回报
社会，回报帮助过我的人，给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带去温暖。”

今年夏天，李同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郑
州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全家人正在为学费发

愁之时，利群阳
光助学行动犹
如雪中送炭，对他伸出
了援助之手。

6年前，李同汉的父亲因车
祸去世，肇事司机逃逸，剩下年幼的
他和妹妹，仅靠妈妈一个人在饭馆当服务员
的微薄工资生活。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李同汉学会了坚
强。“爸爸不在了，家里境况一落千丈。我是
家中的长子，虽然很痛苦也很迷茫，但我更
得保护妈妈和妹妹，扛起这个家。”从那时
起，家里的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学习上也
更加努力，如今，拿到助学金的他笑起来，开
心得像个孩子。“上了大学，我得更努力，才
有能力照顾好我妈和妹妹，有能力把这份爱
心传递下去。”

感谢

感恩化作鼓励
唯有努力才不负希望

爱与感恩相携相伴。几年来，
每年夏天，受过资助的阳光学子都
变身“反哺志愿者”，继续爱的接
力。助学金发放现场，依然可以看
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6月初，重庆大学大一学生杨智
文早早打来电话，想要“预约”暑期
助学志愿者的名额，他反复叮嘱大
河报记者：“老师，请一定给我留一个
名额。”去年，这个来自周口太康县的
18岁男孩成为2016大河报·利群阳
光助学活动的受助学子之一。

和杨智文一样，通过“预约”，
2016年受助学子买甜、孙浩也加入
志愿者队伍。“每天要看近百份材

料，找出其中欠缺的材料，然后反复
打电话核实通知，有的时候一天要
打上百个电话。”孙浩坦言，大多数
时间，小伙伴们都会忙成一团，为了
核实一名学生的材料，要接打数十
个电话，有时候大家会变得没有耐
心。“好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现在
觉得自己都变成熟了。”孙浩说。

因为接打电话过多，买甜的嗓
子一度发炎失声，不得已暂停工作，
休息的几天里，她觉得无比愧疚。

“感觉自己好没用，连这些忙都帮不
好。”

“相比忙和累，更多的是成长，
原来看似简单的助学背后，有这么

多枯燥繁琐的工作，需要这么多人
的付出。”在昨天的活动现场，杨智
文代表反哺志愿者们发言，直言一
切苦累都值得。

他说：“因为来当志愿者，再一
次感受到温暖，并把温暖传递给他
人的感觉真好。也希望未来能因为
我的存在，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和
幸福。”

对此，沈炯也说，每一位利群阳
光学子，总能带给我们感动和温暖，
成为我们前进的力量和人生榜样。

“因为，只要心存阳光、满怀爱心、永
葆激情，美好的未来就一定在不远
处。”

行动 爱的反哺，受助学子自发成为志愿者

“在我看来，寒门学子的未来，
当然主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但也
需要国家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掌
灯、合力托举。”助学金发放仪式现
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在致辞中
说道。

现场，他向与会嘉宾与
同学们介绍 2017 年大河

报·利群阳光助学行
动的情况。

今年，为汇
聚 更 多 力
量，同时也

为履行精准扶贫的媒体责任，7月
17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扶贫
办、省驻村办联合推出大河爱心助
学特别行动，向全省1.2万名驻村第
一书记开启“爱心助学绿色通道”，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条件的贫
困学子进行精准救助。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调动全集团的传播平台，集
中发力，立体报道，引发全国性关
注，被网友盛赞“正能量爆棚”。

8月8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
合省委、省政府有关单位举行“第一
引力·驻村第一书记脱贫攻坚助学
活动座谈会”，共同总结教育精准扶
贫经验。与会嘉宾们纷纷表示，大

河爱心助学特别行动为广大贫困学
子求学深造解决了后顾之忧，也为
第一书记帮扶贫困群众提供了有效
渠道，对于凝聚我省脱贫攻坚合力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7 年大河报共募集善款
739.5 万元，能够救助寒门学子
1239人。可以说，2017年的阳光是
这7年来最耀眼的，它点亮了更多
贫困学生的心路。”王自合嘱托同学
们，汗滴下土，谷物进仓，无论生活
如何困苦，请一定不要放弃梦想，总
有一天，所有的荆棘都会成为坦途，
所有的苦难都会变成宝贵的人生经
历。

无论生活如何困苦，请一定不要放弃梦想寄语

孟超为受助学子颁发助学金奖牌

余晓波为受助学子现场发放助学金

刘海洲为受助学子现场发放助学金

贾旭为他资助的学生送上助学金

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