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绎11 月 20 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携

手九堡派出所民警袁 为全校师生开展
野远离毒品 袁珍爱生命冶禁毒知识宣传
讲座活动遥 夏明

绎冈面乡沙排小学组织全体高年
级学生举行禁毒知识专题讲座袁 用鲜
活的事例袁血泪的教训袁教育学生认识
毒品尧远离毒品遥 张上京

绎为提高学生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袁11 月以来袁冈面乡竹
园小学连续开展了以野珍爱生命尧远离
毒品冶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遥 刘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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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绎瑞金市武阳镇敬老院渊法定代表人院邹光煜冤持
有 的事 业单 位法 人 证 书 渊统 一 社 会信 用 代 码 院
123607020564494484冤副本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刘 修 桂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56041468154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飘扬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206673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瑞和珠宝有限公司持有的机构信用代码

证遗失袁证号院G10360781000644607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瑞和珠宝有限公司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

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 :14007101040019860袁 核准号 :
J4296000644602,声明作废遥

30 年袁足够让一颗种子长成大
树袁结出累累硕果遥

30 年袁 足以改写人生轨迹袁点
亮梦想和未来遥

30 年袁 募集资金 150 多亿元袁
援建小学 2 万余所袁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590 多万名要要要希望工
程袁这项社会公益事业交出一份让
人感动的成绩单遥

1989 年 10 月 30 日袁共青团中
央尧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
称野中国青基会冶)发起了以改善贫
困地区基础教育设施尧救助贫困地

区失学少年儿童为使命的希
望工程袁 如今已成长为一个
贡献大尧参与度高尧影响力深
远的公益项目遥

让每个孩子不再因贫穷
而失去课堂

野俺爹穷袁他不让我们念
书袁可是我们还想念书袁念出
书来像你一样袁 做一个对国
家有贡献的人噎噎冶

1989 年袁家住河北省保
定市涞源县桃木疙瘩村的张
胜利 13 岁袁在经历家庭变故
后袁他不得不辍学遥缘于对上
学的渴望袁 张胜利给县里的
野官员伯伯冶 写了一封求助
信遥 这封信辗转到了中国青
基会工作人员手中袁 成为希
望工程的一个发端遥

不久袁 张胜利接到了资
助就读证袁 成为希望工程救
助的首批学生之一袁 他的人

生道路也因此改变遥 1995 年袁张胜
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录取袁两年
后袁张胜利回乡任教袁让希望在家
乡桃木疙瘩村延续遥

为了铭记希望工程袁张胜利给
女儿取名 野张希望冶遥 张胜利的故
事袁 是希望工程 30 年书写的众多
动人篇章中的一页遥

聚沙成塔袁集腋成裘袁滴水汇
成河

野再穷不能穷教育袁再苦不能

苦孩子遥 冶上世纪 90 年代袁希望工
程先后发起野1(家)+1冶结对救助和
野希望小学冶两大公益产品袁组织开
展野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冶袁号召
全社会奉献爱心尧捐资助学袁大家
纷纷为野希望工程冶慷慨解囊遥

截至 2019 年 9 月袁全国希望工
程累计资助家庭困难学生 599.42
万名袁援建希望小学 20195 所噎噎
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爱心的凝结和
汇聚遥 希望工程专注解决青少年因
贫失学尧辍学问题袁为提高农村基
础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做
出重要贡献袁同时助推了全民受教
育意识的提升遥

苏明娟袁 被称为希望工程的
野名片冶遥 30 年前那张著名的野大眼
睛冶照片袁震撼了千千万万中国人
的心遥 在希望工程资助下袁她顺利
完成学业袁现任中国工商银行安徽
省分行团委副书记遥

野希望工程推动了公益平等
化袁 促进了 耶人人公益爷耶全民公
益爷曰推动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尧创
新企业公益理念与公益模式曰也为
许多非专业的个人与组织深入参
与公益创造了机会和平台遥 冶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
长康晓光说遥

从野没学上冶到野有学上冶再到
野上好学冶袁 缩小城乡间教育差距袁
是新时代赋予希望工程的新使命遥
在国家全面实施野两免一补冶政策
后袁希望工程全面升级袁将资助对
象扩大到高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
育阶段袁将野救助冶模式拓展为野救
助要发展冶模式遥 杨 昊

绎11 月 18 日晚袁瑞金二中举行了野2020 届
高三征战高考 200 天誓师大会暨期中考试表彰
会冶袁对期中考试前 500 名的高三学生进行了表
彰袁极大提高了学生迎战高考的信心遥

罗颖异 刘燕玲

绎为确保幼心用餐安全,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制定陪餐制度袁 每天由值日行政轮流到各班陪
同孩子用餐袁 同时还邀请各班家长代表定期定
时和该子一同进餐遥 刘莉琼

绎11 月 21 日袁瑞林镇水口小学开展了野一
颗饭粒尧千滴汗水袁节约粮食尧从我做起冶师生签
字仪式袁增强学生珍惜粮食的意识袁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遥 陈小平

绎近日袁万田中心小学开展学生内务培训袁
进行现场示范和操作袁培养学生讲文明尧讲卫生
的好习惯遥 刘薇

绎11 月 19 日袁瑞林镇民主小学开展了野冬季
防寒保暖安全教育冶系列活动袁普及防寒保暖知
识袁让学生在寒冷的冬季学会保护自己遥 廖道明

绎黄柏乡小学开展学生体能测试袁 从中收
集到学生的体能信息袁 检验每周体育过关训练
的成效遥 刘启华

绎九堡镇珠斗小学利用国旗下讲话尧 班会
活动尧黑板报尧手抄报等各种形式袁向学生进行
冬季流行性传染病宣传教育遥 罗木生

绎11 月14 日袁日东乡小学隆重举行第七届
野师生齐参与袁欢乐满校园冶体艺节活动袁既有文
艺表演袁 还有体育赛事袁 同时还展示了师生书
画尧手工等优秀作品遥 周春鑫

绎11 月 18 日袁武阳镇下洲小学退休教师谢
文贤慷慨解囊袁 出资五千元为下洲小学捐赠了
热水器尧净水器及窗纱等物品袁以改善教师的生
活条件遥 黄茜

绎近日袁 丁陂乡山龙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天的
体育节活动袁 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遥陈拥军

绎近日袁 宝钢希望小学各班班主任分别利
用计算机教室带领全校 2269 名学生进行网上
安全知识答题遥 罗水华

绎11 月 19 日袁黄柏中心幼儿园开展以野垃
圾分类袁从我做起冶主题教育活动袁帮助小朋友
养成野知分类尧懂分类尧愿分类冶的良好生活习
惯遥 尧慧婷

银为营造良
好音乐艺术环境袁
激发热爱学校尧热
爱艺术的情感遥近
日袁八一小学以班
为单位开展了校
歌合唱比赛遥

洪平发摄

托起明天的太阳
要要要写在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