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齐鲁晚报阳光助学拟资助名单
姓名 录取高校 高中

魏曦雨 德州学院 章丘四中
杜泽昌 山东科技大学 章丘四中
王永梅 山东财经大学 曲阜一中
褚衍潇 山西大学 曲阜一中
翟福祥 新疆大学 曲阜一中
孔凡周 防灾科技学院 曲阜一中
于金燕 山东中医药大学 曲阜一中
孔鑫琰 泰安学院 曲阜一中
徐文化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曲阜一中
周乐 上海师范大学 高唐二中

董之将 江南大学 高唐一中
路逸海 山东理工大学 高唐二中
李洋 山东农业大学 微山二中

何松林 延边大学 微山二中
赵庆爽 山东财经大学 微山二中
杨舒云 山东中医药大学 微山一中
隗龙 滨州学院 微山二中

刘盛世 山东科技大学 微山二中
张欣莹 曲阜师范大学 东营一中
孔庆康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东营二中
孙龙溪 青岛滨海学院 东营二中
耿云秀 中国石油大学 平原一中
李敏 滨州医学院 平原一中

许修迪 山东农业大学 东明一中
王腾 延安大学 东明一中

史文希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东明一中
崔子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 山东省实验中学
林子杰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栖霞一中
吕浩伟 山东交通学院 栖霞一中
杨晓宇 潍坊科技学院 栖霞一中
慕亚平 江苏师范大学 栖霞一中
杨明玺 山东政法学院 寿光现代中学
马良田 鲁东大学 寿光第二中学
王刚 兰州大学 寿光现代中学

罗旭冉 山东理工大学 宁阳一中
宁方哲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宁阳复圣中学
宁昊 山东财经大学 宁阳复圣中学

张旭坤 山东师范大学 垦利一中
李佳瑶 山东师范大学 垦利一中
岳梦涵 山东女子学院 垦利一中
李东旭 天津大学 垦利一中
秦文迪 山东师范大学 垦利一中
杨丽军 曲阜师范大学 冠县实验高中
李延生 齐鲁工业大学 冠县一中
任玉晶 东北电力大学 冠县一中
郭梦寒 德州学院 冠县武训高中
胡文佳 青岛大学 冠县武训高中
李文宁 青岛大学 寿光现代中学
郭新雨 山东大学 济阳一中
李代鑫 山东中医药大学 历城一中
王海洋 齐鲁工业大学 平阴一中
李佳瑞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平阴一中
信廷学 太原理工大学 临邑一中
杨絮 东北农业大学 平阴一中

魏道杰 齐鲁工业大学 冠县武训高中
崔玉婷 济宁医学院 冠县一中
徐振朝 山东师范大学 冠县实验高中
杨耕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冠县武训高中

朱俊星 山东科技大学 枣庄一中
张政 山东师范大学 枣庄一中

韩政艳 西安邮电大学 枣庄一中
郭文龙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平邑曾子学校
阮凤强 济南大学 平邑曾子学校
李延萍 菏泽学院 平邑曾子学校
方聪慧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长清一中
赵会 沈阳农业大学 邹城市兖矿一中
王勇 潍坊学院 邹城二中
田润 聊城大学 邹城一中

周传蕾 枣庄学院 邹城市实验中学
惠德沈 北京交通大学 邹城一中
相龙鑫 南阳理工学院 邹城市实验中学
王过 南昌航空大学 禹城一中

周子逸 山东师范大学 禹城一中
崔丽美 南昌大学 禹城一中
杨鑫垚 山东大学 禹城一中
姚龙飞 华北理工大学 禹城综合高中
张学金 齐鲁医药学院 禹城综合高中
冯真 济南大学 寿光现代中学

陈秋蓉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泰安市岱岳区职业教育中心
王文豪 齐鲁工业大学 金乡二中
张致远 鲁东大学 金乡二中
李柯娴 广西艺术学院 金乡一中
张雨童 菏泽学院 金乡一中
刘丙浩 宁波大学 金乡二中
李龙鹏 中国地质大学 金乡二中
杨忠震 沈阳工程学院 滕州一中
孙俊杰 东北林业大学 滕州一中
刘文礼 临沂大学 滕州一中
刘春雨 山东师范大学 滕州一中
张心怡 青岛大学 滕州一中
马丽珍 菏泽学院 滕州一中
朱舒雅 山东师范大学 嘉祥一中
马爱玉 青岛科技大学 沂水一中
湛瑞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长清一中
刘金宝 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 长清一中
周培喜 山东理工大学 长清一中
魏宝亭 山东工商学院 长清一中
袁冉 滨州学院 长清一中

吴智远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 齐河一中
张华鑫 山东大学 齐河一中
高颖 滨州医学院 齐河一中

马草原 北京大学 济南市外国语学校
林桂翠 烟台大学 五莲中学
朱亚宁 临沂大学 邹城一中
郭龙梅 山东交通学院 山大附中实验学校
商开明 中山大学 嘉祥一中
王延良 保定学院 禹城综合高中
张明明 聊城大学 齐河一中
孙欣慧 齐鲁工业大学 枣庄一中
潘兴泽 齐鲁工业大学 兖矿一中
刘正气 滨州学院 鄄城县职业中专
吕珊珊 青岛理工大学 定陶一中
马生广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平明湖中学
梁宇 山东政治学院 东平明湖中学

马庆帅 哈尔滨理工大学 成武一中
刘晨 山东交通学院 成武二中

宋嘉贞 山西医科大学 成武二中
房领顺 新疆科技学院 成武二中
李聪 山东理工大学 成武二中

常忠珂 中南民族大学 鄄城一中
张晗 南阳理工大学 定陶一中
魏玮 黑龙江工程学院 张湾中学

王艳慈 青岛大学 成武一中
牛灿 山东艺术学院 定陶一中

王莲俊 齐鲁师范学院 定陶一中
武婷 烟台大学 宁阳一中

古慧玲 德州学院 宁阳一中
方素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宁阳一中
殷彩虹 山东德州学院 宁阳一中
李玉含 南京河海大学 宁阳一中
郭旭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东平高级中学

袁传东 聊城大学 东平高级中学
陈亚文 曲阜师范大学 东平明湖中学
马世豪 汉江师范学院 成武二中
吴铭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定陶一中
颜琳 济宁学院 宁阳复圣中学

郭昊元 山东中医药大学 寿光现代中学
对以上名单有异议请致电组委会，电话：0531-8519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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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

助阳光学子圆梦，137位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2020齐鲁晚报阳光学子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将于9月10日举行

本报济南9月3日讯(记者 尹明亮)
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青年，经过近两个
月的寻访，2020年齐鲁晚报阳光助学活
动也接近尾声，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齐
鲁晚报记者与力诺瑞特等爱心企业，以
及全省各地的阳光助学志愿者一起，在
全省各地寻访阳光学子的故事，最终确
定了137位拟资助的阳光学子名单，现
予以公示。

在过去的两个月，2020年齐鲁晚报
阳光助学直通车先后走进了山东各地
20多个县(市、区)，走访了数百名2020
年高考考生。来自各地公益组织的上百
名阳光助学志愿者一遍遍地核实着阳
光学子的信息。

在阳光助学直通车探访活动中，我

们也一再被学子们的阳光故事所感动。
为了大学梦想，他们有的刚刚高考结束
就踏上了打工的路。很多阳光学子的家
庭都遭遇了各种变故，但他们用自己的
成绩给家人带来希望。他们有的身有重
疾，但依然坚持学习，只为了圆梦大
学……在2020年阳光助学活动中，我们
随着阳光助学直通车将阳光洒满齐鲁大
地，同时也被阳光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
所打动，他们其实也都是阳光的化身。

助阳光学子圆梦大学，许多爱心人
士和企业也在和我们一起努力。济南一
家爱心服装企业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
年资助阳光学子。

已经年逾八旬的济南老军人姚光
武、淄博老人任文贞，青州老人王发

祥……他们发挥着自己的余温，点亮一
个个阳光学子通往梦想的路。“他们是
社会的未来，只要我还活着，就要继续
资助学生们。”任文贞老人今年已经虚
岁87岁了，每听到阳光学子的消息，都
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经过近两个月的探访及筛选，
2020年阳光助学组委会从数百名报名
学子中选出了137位拟资助学子。其中
部分学子已通过阳光1+1助学接受了
来自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的资助，其
余的100余位学子的助学金将在济南
发放。根据组委会的安排，2020年齐鲁
晚报阳光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将于9
月10日上午9:30在济南市历下区文化
中心三楼报告厅举行。

妈妈腿上的钢钉
一直是他的“心病”

在大纸坊村算得上相对偏僻的家
里，看着妈妈右腿膝盖处高高的突起，
王延良很是心疼。“一到下雨阴天，就不
舒服，但好几年了，我在上着学，妈妈也
一直不舍得花钱做手术把钢钉取出
来。”王延良说。

在王延良还小的时候，爸爸因为脑
出血导致整个左侧身体偏瘫，妈妈便一
直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三年前，王延
良参加中考前不久，在一场交通事故中
妈妈右腿骨裂，钢钉也便是从那时候开
始留在了妈妈的腿里。

“这些年，主要靠政府和社会的帮
助，上高中的学费其实也是免了的，但
爸爸妈妈都干不了什么重活，让她把钢
钉取出来，都以先供我上学为由一直这
么拖着。”妈妈说起自己的腿一副无所
谓的样子，但王延良每看到妈妈腿上那
块高高的突起，心里就不舒服。

平时天气好的日子，妈妈会带着爸
爸走街串巷收废品，这是一家人主要的
收入，妈妈没上过学，稍微复杂点的账
就算不清，爸爸的主要职责就是算账。
收入不高，两人的花费也总是十分节
省，爸爸这些年的拐杖就是一根木棍，
现在用的拐杖还是前不久当地志愿者
到家探访时给送来的。

王延良今年被保定学院录取，他觉
得大学生活可能会非常忙碌，也不能经
常回家。“所以就想在我上大学前，把妈
妈的腿给治好。”

刚高考完就去打工
一月赚了三千块

“之前我还小，做不了什么，但现
在也是个成年人了，就要担起这份责
任。”王延良说，家里没钱，所以他刚
高考完就筹划着自己去打工挣钱，先
把妈妈取钢钉的手术给做了。“也咨
询过别人，都说钢钉越早取出来越
好 ，再 等 几 年 ，妈 妈 就 要 多 受 几 年
罪。”

高考结束后，王延良在家待了两
天，随即便到了济南，在一家饭店当
起了服务员。除了志愿填报的那两
天，王延良没休一天假，直到8月底，
他干了一个多月时间，发到手的工资
差不多有3000块。“工作其实也不是
很累，能多干几天就多干几天，妈妈
的手术一定得做。”

“其实还可以干几天，但一方面
有些开学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更重要
的是，妈妈手术需要早做，最好是在
我开学前能康复出院，要不然爸爸照
顾不了她。”王延良说。

虽然妈妈一再拒绝，但打工回
家，王延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妈
妈去了医院。“医生说什么时候准备
做手术了随时去医院就行，但手术费
比我预想的要高，需要五六千块钱，
而且医保没法报销，手头的钱还不大
够。”王延良说 ,“再想想办法，只要我
在家，什么活我都可以干，但我不在
家了，身体健康的妈妈就是家里的顶
梁柱。”

生活要自立
家里倒塌院墙都是他砌的

9月2日，带着妈妈在医院住了两天
院后，妈妈执意不再做手术，王延良只
得又带着妈妈回到家。“原本计划2日
上午做手术的，但费用比较高，又听大
夫说钢钉现在暂时不取也不会有什么
大问题，妈妈就坚持不做了。”

“孩子其实挺孝顺，这就够了。”王
延良妈妈说，这几年，虽然家里状况不
太好，但最让她欣慰的就是儿子懂事又
贴心。“只要他在家，什么活都是他干。”

王延良家里的房子在村子里算是
比较老的，家里用红砖砌的院墙也显
得有些简陋。“你看砖缝那么宽，这都
是王延良自己砌的，东边院墙年久失
修原本都倒塌了，去年暑假找了个邻
居帮忙，他就把院墙、厕所都给砌了起
来。”

“虽然两个大人身体不好，挣不了
什么钱，但孩子挺争气，我们也不能给
孩子丢脸。”王延良妈妈介绍，虽然是建
档立卡帮扶的贫困户，但这些年，捡田
螺、收废品，她和丈夫能自己干点事也
都没想过要闲着。

“不指望家里能为我做些什么，未
来肯定都得靠我自己，生活就要自立。”
王延良说，对大学的生活很期待，他也
非常感谢这些年来自政府和爱心人士
的帮助，但上了大学，他更想依靠自己。

“到了学校里看看能有什么样的机会
吧，至少寒假里还得去打工，也减轻点
父母的负担。”

上大学前要先取出妈妈腿里的钢钉
为妈妈赚手术费，山东禹城准大学生高考结束就去打工了

大学新生开学的日
期慢慢靠近了，在山东禹
城市李屯乡大纸坊村，今
年考上大学的王延良忙
碌于开学前的准备之外，
还在为妈妈的手术奔走。
几年前妈妈因为车祸骨
折，右腿里的钢钉至今留
在身上，自己去赚钱，帮
妈妈做个手术，把钢钉取
出来，是他这个暑假最大
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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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良和妈妈在一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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