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 公示名 捐款金额（元）
上海 梁晓芹 20000

常州

南京 吴兆鼎 1000
南京 妙音居士 3000
南京 金老师 1000
常熟 夏一鹏 500
太仓 张奶奶 2000
合计 32500

2020希诺阳光助学
爱心捐款明细（第三批）

5000
常州市创菲
美焊割设备
有限公司

2020年阳光学子名单（201-384名）

201、柏立升，男，盐城第一中学，录取
江苏师范大学。父亲去世多年，母亲独自
抚养，积劳成疾。

202、卞聪慧，女，灌云中学，录取徐州
工程学院。单亲，姐弟靠妈妈抚养，妈妈出
车祸做两次手术。

203、蔡文迅，男，射阳中学，录取复旦
大学。父亲因病手术，丧失劳动力，母亲打
零工。

204、曹颖，女，高邮中学，录取徐州医
科大学。全家人先后住院，父亲刚出院，靠
各方支持完成高中学业。

205、陈浩，男，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
校，录取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奶奶和
爸爸都中风，妈妈收入仅够买药。

206、陈浩，男，阜宁中学，录取盐城工
学院。两岁时母亲出走，父亲常年劳累，患
严重慢性病。

207、陈江，男，灌南中学，录取三峡大
学。母亲脑干梗死，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照
料无法外出打工。

208、陈露露，女，阜宁中学，录取江苏
师范大学。父亲残疾，爷爷脑梗，母亲不堪
重负。

209、陈鹏，男，大丰中学，录取江苏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母亲病故欠债，父亲脑
膜炎后遗症，种两亩地。

210、陈曙珂，女，高淳中学，录取江苏
第二师范学院。孤儿，父亲车祸去世，母亲
改嫁，爷爷疾病缠身，常年服药。

211、陈爽，男，阜宁东沟中学，录取泰
山学院。母亲二级残疾，父亲体弱，种地为
生，上学全靠借贷。

212、陈雯洁，女，洪泽中学，录取常州
工学院。父亲因病致残，失去劳动力，妈妈
一个人维持家庭。

213、陈旭，男，盐城龙冈中学，录取南
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父亲患肾病，又摔
跤致脊椎断裂，全家靠母亲一人。

214、陈璇，女，响水第二中学，录取淮
阴工学院。父亲心脏病，母亲和姐姐相继
患关节炎，药费开支大，负债。

215、陈雪彤，女，洪泽湖中学，录取南
通职业大学。父亲重病，术后丧失劳动力，
母亲剥虾补贴家用。

216、陈燕，女，大丰南阳中学，录取江
苏医药职业学院。父亲去世，母亲种地，收
入单一。

217、陈莹，女，东台三仓中学，录取江
苏医药职业学院。父亲重病，母亲照顾无
法工作。

218、陈宇，女，射阳县中学，录取苏州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孤儿，父母双亡，祖孙
靠政府补助生活。

219、陈雨婷，女，东台三仓中学，录取
湘南学院。母亲离家出走，叔叔精神残疾，
奶奶身体不好，父亲一人支撑。

220、陈赟鑫，男，如皋中学，录取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母亲患重症，一直依赖药
物，父亲打零工。

221、成彪，男，阜宁中学，录取东南大
学成贤学院。父亲车祸去世，母亲身体差，
无法工作。

222、崔永嬿，女，东台安丰中学，录取
盐城师范学院。父亲手部烧伤，母亲出意
外骨折两次，不能干重体力活。

223、戴雨晴，女，如皋第一中学，录取
湖南师范大学。姐姐先天残疾，生活不能
自理，母亲照顾无业，父亲收入低。

224、戴圆梦，女，盐城第一中学，录取
盐城师范学院。母亲聋哑，父亲体弱多病，
收入低微。

225、单进，男，大丰中学，录取南京理
工大学紫金学院。母亲去年患重病，治疗
欠债，丧失劳动力。

226、邓刘珺，女，阜宁第一中学，录取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母亲重病长期治
疗，父亲务农照顾。

227、丁蕾，女，大丰中学，录取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大学。母亲出走多年，爷爷病
危，父亲务农打零工。

228、丁艺敏，女，大丰南阳中学，录
取山东协和学院。母亲患白血病，引发耳
聋，药费高昂，父亲身体不好，忍痛坚持做
工。

229、方国明，男，新沂棋盘中学，录取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母亲精神二级残疾，
父亲务农，患多种疾病，生活拮据。

230、方越，男，大丰南阳中学，录取南
通大学。单亲，母亲患类风湿关节炎，收入
微薄。

231、冯海洋，男，滨海八滩中学，录取
江苏理工学院。单亲，父亲和爷爷相继重
病手术，丧失劳动力。

232、高方昊，男，如皋江安中学，录取
常州大学。单亲，父亲弃家而去，母亲打零
工抚养。

233、高任飞，男，响水第二中学，录取
南通理工学院。父亲去世，母亲年纪大，长
期生病，靠退休金生活。

234、葛洋洋，男，盐城伍佑中学，录取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金城学院。父亲、爷爷
和外公相继病故，欠巨额债务，母亲出车祸
又丧失劳动力。

235、顾佳佳，女，建湖中学，录取南京
晓庄学院。父亲聋哑，找工作困难，母亲体
弱多病，打短工谋生。

236、郭剑伟，男，如皋白蒲中学，录取
南京邮电大学。母亲早年出走，父亲车祸
致残，无工作能力。

237、郭迁，男，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
校，录取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单亲，父
亲患癫痫，节衣缩食供两个孩子上学。

238、郭青青，女，阜宁中学，录取中国
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父亲早逝，母亲改嫁，
爷爷近乎失明，靠叔叔生活。

239、郭薇，女，阜宁第一中学，录取淮
阴师范学院。爷爷坐轮椅，奶奶精神残疾，
母亲今年出车祸，治疗花费数十万元，父亲
照顾无业。

240、韩兆坤，男，高邮第一中学，录取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母亲生病多年，
长期治疗，不能劳动。

241、贺磊，男，洪泽中学，录取无锡科
技职业学院。单亲，母亲患疾多年，坚持做
家政工供上学。

242、侯丽，女，新沂第三中学，录取南
通大学杏林学院。父母双残，母亲无法劳
动，父亲务农。

243、黄佳琪，女，大丰新丰中学，录取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母亲摔伤，丧失劳动
力，父亲右手工伤，收入微薄。

244、黄盛如，女，响水中学，录取江苏
师范大学。四岁妹妹患重病，医疗费高昂，
母亲照顾无业，父亲送外卖。

245、黄雪，女，响水中学，录取盐城师
范学院。父亲车祸去世，母亲改嫁，随年老
多病的祖父母生活。

246、黄宇，男，高邮第二中学，录取苏
州职业大学。父亲去世10年，妈妈独自抚
养。

247、吉雨涵，女，大丰中等专业学校，
录取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母亲重病，
长期治疗。

248、江洪杰，男，响水第二中学，录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自幼父亲车
祸去世，母亲出走，和奶奶大爷生活。

249、姜涵，男，灌南第二中学，录取南
京工程学院。单亲，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
患脑溢血险丧命，药费高昂，生活困难。

250、姜虹宇，女，阜宁中学，录取扬州
大学。母亲先天二级残疾，父亲身体不好，
打零工维持生计。

251、金为诚，男，阜宁中学，录取盐城
工学院。父亲突发意外去世，母亲多病无
工作，生活靠社会和亲友资助。

252、居维佳，女，高邮第二中学，录取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父亲病故，母亲
务农，收入低。

253、李菲，女，泰兴黄桥中学，录取泰

州学院。单亲，母亲先天肢体残疾，母女借
住舅舅家。

254、李昊，男，赣榆中学，录取南京中
医药大学。父亲残疾，行走不便，坚持打
工，母亲也患先天疾病。

255、李泓桥，男，赣榆海头中学，录取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父亲遭车祸心智
退化，需母亲照顾，姐弟两人上大学。

256、李慧雨，女，赣榆中学，录取徐州
工程学院。弟弟生病，欠债十几万元，父母
先后发生意外事故，不能正常劳动。

257、李婧，女，盐城第一中学，录取西
安外国语大学。父亲患遗传性脑疾，时常
发病，母亲独自养家。

258、李梦婷，女，赣榆海头中学，录取
宿迁学院。幼年丧父，母亲一人抚养三个
孩子，赡养两位老人。

259、李善涛，男，丰县民族中学，录取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父亲患精神
疾病，母亲患重病，常年吃药，不能干重活。

260、李雅怡，女，灌云中学，录取常熟
理工学院。父亲因病去世，姐妹四人上学，
母亲务农抚养。

261、梁迅，男，高邮第二中学，录取南
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母亲爷爷均患重
病，奶奶残疾，靠养老金生活。

262、刘程程，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一户多残，父亲
耳聋，又因跌倒引起强直性脊柱炎，不能劳
动。

263、刘倩倩，女，阜宁东沟中学，录
取新疆伊犁师范大学。单亲，母亲股骨坏
死，二级残疾，靠做手工活和低保维持生
活。

264、刘翔，男，射阳县中学，录取江苏
医药职业学院。本人先天脑瘫，肢体二级
残疾，父亲陪读无业，母亲一人工作。

265、刘小龙，男，响水第二中学，录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父亲重病治
疗中，全家靠母亲种田、捕鱼生活。

266、刘艳，女，建湖上冈中学，录取金
陵科技学院。母亲严重肝病，常年服药，无
劳动力。

267、刘洋臣，男，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录取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单亲，奶奶
常年卧病，父亲照顾无法打工。

268、刘莹，女，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录取三江学院。自幼母亲出走，父亲残
疾，在福利厂上班，收入微薄。

269、芦强婷，女，洪泽湖中学，录取湖
北大学知行学院。单亲随父，父亲工地做
杂工，无房，住在船上。

270、罗莎，女，阜宁陈集中学，录取盐
城工学院。单亲，父亲手部残疾，打零工勉
强养活自己。

（下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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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诺阳光助学阳光学子名单公示
今年资助384名学子，超越去年；捐款总额、帮助学子人数连续3年攀升

(3)

“今天截止吗？那还来得及。”9月5
日下午，90岁的叶庆云奶奶坐着轮椅，在
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扬子晚报，捐款5000
元。至此，扬子晚报2020年希诺阳光助
学行动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共募集社会
捐款192万元，资助学生人数达到384
人，每名入选的阳光学子将得到5000元
助学金。捐款总额、帮助学子人数连续3
年攀升。

阳光学子请查收5000元助学金

9月2日、3日，本报分两批公示了
2020年希诺阳光助学1-200名阳光学子
名单，今天公示第三批201-384名阳光
学子名单及第三批爱心捐款名单（第一
批、第二批爱心捐款名单分别见8月19日
A5版，8月30日A5版）。至此，所有阳光
学子明细及捐款明细已全部公示完毕，捐
款也随之截止。三批爱心捐款的金额加
上网络平台捐款的金额，就是今年发放的
助学金总额，敬请爱心人士监督。

今年因疫情原因，将不举办助学金

统一发放仪式，慈善总会稍后会把5000
元助学金汇到每位同学报名时提供的
银行卡上，请阳光学子知悉并查收。

慈善总会网络平台收到捐款56万元

2018年8月，江苏省慈善总会成为
扬子晚报阳光助学活动的合作支持单
位，并为阳光助学开辟了微信二维码捐
款通道，截至2020年9月7日，慈善总
会平台的捐款总额为111.5万元，减去
2018年及2019年发放的支出，可用于
2020年阳光助学的捐款为56万元，7日
之后的捐款，将滚动到下一年，用于
2021年阳光助学。

在此提醒爱心人士，通过微信扫描
二维码的网络捐款明细不在报纸上刊
登，爱心人士可关注“江苏省慈善总会”
公众号，在阳光助学页面的收支明细中
查看所有捐款名单，并可下载慈善总会
颁发的电子捐赠证书，留作纪念。

实习生 刘凌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夏亚明

9月12日，我们将在美丽的
南京玄武湖公园樱洲草坪举办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 2020年扬
子晚报希诺阳光助学行动追梦
分享会”，将邀请部分阳光学子
代表来到现场，分享精彩追梦故
事。同时欢迎爱心人士和阳光
学子自愿前来参加。今年，助学
行动还跟拍制作了 4 位往届阳
光学子的视频微纪录片，该纪录
片将在追梦分享会首发。

时间：2020 年 9 月 12 日
13：00

地点：南京市玄武湖公园樱
洲草坪

咨询电话：025-58681345
夏老师、025-58681350冯老师

追梦分享会邀请函2020 希诺阳光·助学行动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
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