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情暖江苏”春节慰问捐款
3,482,502.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江苏通鼎宽带有限公司 1,000,000.00
杨立军 500,000.00
南京贝伦思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欣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019004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20,000.00
2019010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5,000.00
2019021期双色球大奖得主 100,000.00
2019031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20,000.00
2019033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10,000.00

“玫瑰之约”利之乐大奖得主 500.00
2019052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33,000.00
2019053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10,000.00
2019058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10,000.00
2019083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50,000.00
2019086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50,000.00
2019088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100,000.00
2019133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20,000.00
2019135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 38,000.00
情暖江苏网络募捐款 2.00

（六）慈善精准扶贫捐款
17,340,158.75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900,000.0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销售分公司 1,000,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1,000,00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1,000,000.0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000,000.00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 600,000.0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 990,000.00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00,000.0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 600,000.00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400,000.00
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2,000,000.00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400,000.0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0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0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1,000,000.00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000,000.00
江苏现代快报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00
慈善精准扶贫网络捐款 158.75

（七）日常捐款 286,383.25

刘春黎 100,000.00
车灵 100.00
陈建立 100.00
王辛瑞 200.00
三宝 10,000.00
江苏中润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江苏韬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江苏骏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江苏建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
樊立峰 2,000.00
张似龙 1,000.00
陈小媛 陶英明 100.00
张强 田丽 100.00
回立 熊丽 100.00
徐春梅 魏琨 100.00
吉友财（教工新村） 200.00
江苏经天纬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李振文 100.00
李成 100.00
和昌电缆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2,000.00
姚欣然 500.00
江苏天鸣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

仙林实验幼儿园学思路分园思学社 1,955.20
仙林实验幼儿园学思路分园 11,541.20
爱心人士 30,000.00
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 800.00
南京全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于清岚慈善捐赠 200.00
张祖成 2,500.00
江苏省医院协会 2,00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60263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九九公益项目配捐 脱贫攻坚 慈善助老 802.29
沈宁 1,000.00
海安沛霖机电 2.25
南京奥之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6,000.00
江苏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
韩冬也 310.00
爱心人士 30,000.00
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 800.00
郝紫洁 200.00
刘某某 1.00
刘尚海 1,200.00
余丞洋 400.00
中行等网络平台捐赠 59,471.31

（八）创始基金捐款 3,000,000.00

杨立军 1,500,000.00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000,000.00
欣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九）捐赠物资折价收入
2,629,381.70

中脉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中脉远红磁被380床 501,600.00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月饼15000盒 1,336,500.00
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捐赠槐耳颗粒药品2075盒 240,700.00
药大制药有限公司捐赠药品一批 111,537.70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药品一批 439,044.00

二、资助支出部分
145,782,502.70

（一）“扶贫帮困”项目
38,066,381.65

为6个重点扶贫片区248578名贫困人口购买慈善医疗补充保险 12,428,950.00
精准扶贫慈善一日捐资助105个扶贫项目 19,637,431.65
联合“江苏光彩基金会”对徐州、淮安、连云港、盐城、宿迁

市等地开展“慈善安居工程” 6,000,000.00

（二）“护苗行动”原“全省贫困家庭儿童
重大疾病慈善救助”支出

26,804,498.00
救助1504名患重大疾病的贫困家庭儿童医疗费 22,398,525.00
香港善源基金会资助296名儿童大病医疗费 3,002,619.00
华泰紫金之光基金资助93名大病儿童医疗费 1,403,354.00

（三）爱心助孤 1,000,000.00

与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联合开展“关爱贫困孤儿”
项目资助1000名孤儿 1,000,000.00

（四）夕阳扶老 950,000.00

资助南京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150,000.00
资助无锡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60,000.00
资助徐州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60,000.00
资助常州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50,000.00
资助苏州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60,000.00
资助南通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60,000.00
资助连云港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70,000.00
资助淮安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60,000.00
资助盐城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70,000.00
资助扬州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80,000.00
资助镇江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60,000.00
资助泰州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50,000.00
资助宿迁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40,000.00
资助昆山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40,000.00

资助泰兴市慈善总会心悦晚霞项目 40,000.00

（五）阳光助学 2,580,000.00

与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联合实施“慈善春蕾班”项目 1,000,000.00
资助扬中校园慈善文化建设 500,000.00
资助云南省漾濞县苍山西镇白章小学建学生食堂 300,000.00
资助南京师范大学超市助学项目 100,000.00
资助河海大学超市助学项目 100,000.00
资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超市助学项目 100,000.00
资助南京旅游学院超市助学项目 80,000.00
资助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超市助学项目 80,000.00
资助南京工程学院超市助学项目 80,000.00
资助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超市助学项目 80,000.00
资助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超市助学项目 80,000.00
资助南京科技职业学院超市助学项目 80,000.00

（六）慈善助困 13,338,1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南京市困难大病患者 4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无锡市困难大病患者 4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徐州市困难大病患者 1,2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常州市困难大病患者 4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苏州市困难大病患者 4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南通市困难大病患者 6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连云港市困难大病患者 1,1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淮安市困难大病患者 1,2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盐城市困难大病患者 1,2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扬州市困难大病患者 7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镇江市困难大病患者 4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泰州市困难大病患者 700,000.00
情暖江苏春节慰问资助宿迁市困难大病患者 1,100,000.00
情暖江苏活动中发放中脉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中脉远红磁被380床 501,600.00
与省发展体育基金会联合开展勿忘我计划资助困难的老

运动员教练员及退役伤残运动员 200,000.00
见义勇为人员困难家庭慈善帮扶项目 1,500,000.00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慰问南京、无锡、苏州环卫

工作月饼，合计15000盒 1,336,500.00

（七）慈心医疗 1,691,281.70

资助南京市慈善总会购血液透析机 300,000.00
资助盐城市慈善总会购血液透析机 300,000.00
资助连云港市慈善总会购血液透析机 300,000.00
中国药科大学制药有限公司捐赠药品一批资助患者 111,537.70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药品一批资助患者 439,044.00
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捐赠槐耳颗粒药品资助患者 240,700.00

（八）应急救助 451,000.00

救助淮安市尿毒症患者彭某某 50,000.00
救助南京市因意外重伤患者樊某 30,000.00
救助沭阳尿毒症患者耿某某 30,000.00
救助淮安市淮阴区尿毒症患者吴某 30,000.00
救助泰州市高港区尿毒症患者张某某 30,000.00
救助涟水县大病患者肖某某 30,000.00
救助南京市肺腺癌晚期患者叶某 30,000.00
救助南京市急性肝衰竭患者张某某 20,000.00
救助南京市恶性尤文氏肉瘤患者张某 20,000.00
救助南京市胸部脊髓病变患者路某 20,000.00
救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白血病患者俞某 20,000.00
救助南京大病患者葛某某 20,000.00
救助连云港市白血病患者王某 20,000.00
救助宿迁市白血病患者蒋某某 20,000.00
救助河海大学物理专业小细胞恶性肿瘤患者秦某某 30,000.00
救助南京工程学院甲状腺癌患者胡某某 20,000.00
救助青海杂多县残疾孤儿周某某 30,000.00
临时救助困难人员李某 1,000.00

（九）“光伏助残”项目 5,000,000.00

资助残疾人家庭购光伏发电设备 5,000,000.00

（十）定向救助 10,823,648.56

捐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陈锦市楼 2,000,000.00
中南定向东南大学助学 500,000.00
扬子晚报阳光助学行动资助304名学子 1,517,674.48

“发光的乡村”-乡村儿童关爱计划项目 637,817.08
先声药业员工 江苏天优公司定向资助青海玉树孤儿学校学生 199,200.00

紫金保险为9966名贫困群众购慈善扶贫保险 498,300.00
拨付浦发银行定向帮扶沭阳县精准扶贫项目 500,000.00
拨付省人保财险定向帮扶泗洪县扶贫 950,000.00
南大校友定向捐赠患病校友李某某 505,000.00
定向资助法布雷患者贡某 320,000.00
定向资助商洛市商州区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学生 118,000.00
爱心人士定向捐赠四川宜宾地震 1,000.00
腾讯公益日工作经费 84,264.00
中华慈善总会微笑列车手术费884例 2,693,230.00
中华慈善总会微笑列车管理费项目费 10,899.00
中华慈善总会药品发放经费 288,264.00

（十一）冠名基金专项救助支出
45,077,592.79

1、“郑钢爱心基金” 623,000.00
资助南京栖霞区残疾人联合会助残项目 33,000.00
资助122名台湾青年学生实习助学金 590,000.00
2、“计生关爱救助基金” 230,000.00
资助江苏省思源工程生育关怀行动连心家园帮扶项目 230,000.00
3、“香港善源助学基金” 35,890,000.00
资助苏州大学助学 23,000,000.00
连云港市恩玲光明行 500,000.00
资助徐州幼儿师范助学 120,000.00
资助扬州江都区敬文小学助学 50,000.00
资助南京大学助学 1,000,000.00
资助苏州大学助学 1,180,000.00
资助南京师范大学助学 955,000.00
资助扬州大学助学 978,000.00
资助江苏师范大学助学 5,668,000.00
资助南京中医药大学助学 406,000.00
资助安徽师范大学助学 743,000.00
资助陕西师范大学助学 500,000.00
资助苏州科技大学助学 500,000.00
资助重庆大学助学 250,000.00
资助张家港大新中学助学 40,000.00
4、“瑞华慈善基金” 1,681,500.00
资助明珍实验学校 100,000.00
资助新沂慈善助孤项目104人 202,000.00
资助睢宁慈善助孤项目102人 181,500.00
资助赣榆慈善助孤项目57人 99,000.00
资助东海慈善助孤项目53人 101,500.00
资助盱眙慈善助孤项目33人 70,000.00
资助淮阴慈善助孤项目39人 82,500.00
资助滨海慈善助孤项目41人 76,500.00
资助阜宁慈善助孤项目48人 107,000.00
资助沭阳慈善助孤项目171人 315,500.00
资助泗洪慈善助孤项目111人 200,000.00
资助江宁慈善助孤项目30人 65,000.00
资助金坛慈善助孤项目38人 81,000.00
5、“树滋助学基金” 134,000.00
树滋助学基金帮助困难学生168名 134,000.00
6、“苏食爱心基金” 157,000.00
苏食爱心基金资助138名困难职工 157,000.00
7、“多伦科技安东慈善基金” 250,000.00
定向贵州省普安县扶贫项目 200,000.00
拨付多伦科技安东慈善基金定向捐赠上海复星公益基金

会健康暖心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 50,000.00
8、“中行扶贫基金” 400,000.00
帮扶沭阳县大房村扶贫项目 400,000.00
9、“果是爱心基金” 80,000.00
果是爱心基金定向捐赠困难群众 80,000.00
10、“镜恺月芳助学基金” 50,000.00
拨付扬子晚报“希诺阳光助学行动”项目款 50,000.00
11、“99公益腾讯配套专项” 1,440,167.19
拨付常州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

经费、线下激励 ￥8,934.26
拨付淮安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

经费、线下激励 ￥1,199.49
拨付昆山市慈善基金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

作经费、线下激励 ￥865.11
拨付连云港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

作经费、线下激励 ￥16,393.72
拨付南京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

经费、线下激励 ￥1,532.52

拨付南京市高淳区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
工作经费、线下激励 ￥4,394.27

拨付南通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92,284.61

拨付沭阳县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29,984.50

拨付苏州市慈善基金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
经费、线下激励 ￥25,195.32

拨付泰兴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112,572.31

拨付泰州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22,553.07

拨付无锡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636.85

拨付宿迁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4,379.58

拨付徐州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627,102.13

拨付盐城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46,438.89

拨付扬州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147,950.39

拨付镇江市慈善总会2019腾讯99公益项目配捐款、工作经
费、线下激励 ￥297,750.17

12、“扬子公益” 7,194.00
为伊利小朋友换新装 7,194.00
13、“壹圆爱心基金” 50,000.00
资助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50,000.00
14、“网络项目” 2,018,758.06
聚荔爱-展翅翱翔的希望项目拨款 581.00
聚荔爱-尿毒症女孩的自强项目拨款 1,168.00
聚荔爱-让生命不再无力项目拨款 1,288.51
聚荔爱-宝贝活下去项目拨款 7,166.00
聚荔爱-谁来拯救家里最后一棵独苗项目拨款 5,670.66
聚荔爱-帮我重新站起来项目拨款 2,374.00
聚荔爱-意外带不走我们一家项目拨款 2,473.00
聚荔爱-姐姐的抗癌日记项目拨款 7,566.00
聚荔爱-奇迹少女项目拨款 3,800.00
聚荔爱-幸福的守望项目拨款 5,288.00
聚荔爱-走出自闭的世界项目拨款 21,955.32
聚荔爱-怒放的生命项目拨款 7,865.00
聚荔爱-舐犊情深项目拨款 690.00
聚荔爱-心佑工程项目拨款 1,978.13
聚荔爱-两个孩子先后癫痫项目拨款 20,552.98
聚荔爱-请给我活下去的希望项目拨款 37,618.42
聚荔爱-不离不弃的患难夫妻项目拨款 19,841.20
聚荔爱-抗白家庭的团圆梦项目拨款 77,720.42
聚荔爱-救救这个5岁的孩子项目拨款 70,968.12
聚荔爱-古稀老人的救孙路项目拨款 44,124.90
聚荔爱-救救12岁的乐观女孩项目拨款 114,253.83
聚荔爱-拯救“玻璃人”少年项目拨款 6,878.44
聚荔爱-宝贝，吃饭吧项目拨款 177,711.37
聚荔爱-梦园要圆梦项目拨款 10,433.95
聚荔爱-坚强母亲负重前行项目拨款 25,153.23
聚荔爱-老师我们等你回来项目拨款 17,978.32
聚荔爱-十三年的救生路项目拨款 8,071.16
聚荔爱-一个都不能少项目拨款 17,018.18
聚荔爱-别回头前面有光项目拨款 117,000.00
聚荔爱-给爸爸妈妈的三封信项目拨款 4,540.00
聚荔爱-你永远是我的女儿项目拨款 13,070.00
聚荔爱-宝贝，坚持住项目拨款 13,500.00
聚荔爱-坚强母亲+为爱前行项目拨款 22,680.00
聚荔爱-我们是一家人项目拨款 2,237.66
童享阳光公益计划项目拨款 176,705.16
我才25岁，我想好好活下去项目拨款 650,555.90
生命可贵、爱心无价-为东大博士续写生命项目拨款 300,281.20
15、“圆梦大学项目” 1,122,473.54
与瑞德冠名基金 腾讯99公益携手募集开展圆梦大学项目

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 1,122,473.54
16、“瑞德爱心基金” 943,500.00
资助江阴市慈善总会用于扶贫济困 500,000.00
资助张家港乐余镇庙港村75周岁以上老人及困难家庭237人 128,500.00
资助聚荔爱项目别回头前面有光患者 30,000.00
救助困难家庭大病群众10人 28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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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两个故
乡、爱我们的两个母校，扎西德勒！”21日，一场
特殊的毕业典礼在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举
行，该院院长常绿和西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采
守宽一起，为35名藏族学生送上祝福。

“幸福是等不来的，是手机刷不出来的，而
是靠双手创造、打拼出来的，奋斗永远是青春最
靓丽的底色。”常绿希望同学们做一个有宽阔视
野、有爱国自觉力的人，争做民族友谊的使者和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践行者，做一个志存高远、有
益人民的人。采守宽对学生们说：“你们一定要

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用勤劳智慧建设
家乡，为建设新西藏、建功新时代贡献更多力
量。”

从2016年起，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校
领导就率队前往拉萨，开启两地在人才培养、
师资交流、产教融合、教育信息化等领域的合
作。如今，35 名藏族学生中有 10 名将进入
拉萨北创产业技术研究院工作，12 名学生进
入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工作，13 名学生
返藏创业。

“毕业了，就要离开母校了，感谢所有老师
一路给我们的谆谆教诲，感恩两所母校的共同
培养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扎西德勒！”优秀
交流生次仁顿珠的眼中满是笑意，一如雪域高
原炽热而奔放的阳光。 本报记者 王 拓

“感谢母校的培养，扎西德勒！”

本报讯 20日，2020“盛泽杯”江苏省服
装院校学生设计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苏州
市吴江区举行。

江苏省服装院校学生设计大赛已举办17
届，是行业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赛事。本次设计
大赛由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江苏省服装协
会、江苏省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办，中国东方丝
绸市场管理委员会协办。大赛以“锦绣江南”
为主题，旨在向世人展示绸都盛泽的传承创新
之美、灵秀江南之美，以及现代化盛泽的生态
时尚之美。

本次大赛历时5个多月，共征集到来自省
内36所院校的1028份优秀作品，经过活动征
选、作品审阅，25件作品闯入决赛，并在当天角
逐出金、银、铜奖作品。决赛当天，组委会还为
盛伟紫荆花、米星纺织科技等10家企业颁发了

大赛优秀面料供应商奖。
中国东方丝绸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孙健

华认为，此次大赛将为院校师生进一步探索产
教融合协同发展及设计成果转化的更多可能
性。吴江区委常委、吴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盛泽镇党委书记王益冰表示，近年来，盛泽镇
加大设计创意对纺织产业的提升引领，为设计
师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创意设计到产品转化提
供有力支撑。 （付 奇）

江苏服装院校学生设计大赛落幕

这几天，我省高校毕业生们陆续到了告别校园的时
候。每年此时，大学校长们的致辞总会引起关注。疫情下
的毕业季，作为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堂课，“奋斗”“责任”成为
高频词。校长们的毕业寄语为学子们的大学生涯画上一个
完美的句号，也将成为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

谈情怀，留住时光传承母校品质

毕业典礼是相聚四年的师生欢聚一堂的最后一次
机会，因此讲“母校”情怀便成了校长致辞中必备的“一
道菜”。

“始于一张录取通知书，系于一份毕业证书，这中
间是同学们的南大时光，是百年南大薪火传承与南雍
学子青春成长的互动交融，也是同学们与时代同行、与
南大同路，砥砺青春、奋楫勇进的成长历程。”6 月 22
日，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毕业典礼上聊起了学子和母
校的关系。

吕建说，今天的毕业典礼是特殊的，它是在特殊的
时代背景下，以特殊的方式，为特殊的一届南大人举办
的一次毕业典礼，但蕴含其中的“焕哉郁郁兮”的南大人
文精神却是永恒的。一如隐藏在同学们毕业证书“姓
名、学校、校徽、时间、专业”等要素背后的那些厚重而丰
富的内涵，它将同学们定格在时代与南大的坐标上，是

“时代—大学—个人”相互交融的产物。
6 月 20 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采取了“户外现场+

网络直播”的形式举办毕业典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校长李北群以“三 A”硬核信大精神相赠毕业生，他勉
励学子说，硬核担当塑就出彩人生，硬核道理助力成功
人生，硬核心态延展健康人生，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传
承南信大品质，做“硬核”南信大人。

谈精神，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状态

6 月 19 日，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国祥以“开启一
场青春的逆行”为题发表了讲话，为本科毕业生送上祝
福。

“望你们把疫情大考中获得的人生历练，转化为今
后战胜困难、应对考验的无穷力量，开启一场青春的逆
行！”陈国祥希望同学们要始终保持迎难而上的勇气，
要坚信，没有天生的成功者，哪怕是锦鲤，也要中流击
水，跃过禹门才能化龙。

在20日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陈国祥分享了自己
对生命温度的一些感悟。“面对疫情，每一个人都不是孤
岛。希望所有的毕业生同学，今后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
角落，都能通过美德善行，让厚待生命、保护自然的南师

‘厚生’之花向阳而生，绽放光彩。”他说，把握生命的温
度，要多一份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在波澜不惊的

生活中，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状态，不断朝着理想迈
进。生命不息，追求理想的脚步不止。”

“求学期间，你们不仅见证了近几年国家改革开放
取得的巨变，也见证了矿大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建
校 110 周年、开启能源资源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奋斗历
程的重要发展节点。”毕业典礼上，中国矿业大学校长
宋学锋说，这几天，他漫步校园，随处可见同学们合影
留念的场景，“你们用最美好的青春装点矿大校园，矿
大也留下了你们坚实的奋斗足迹。”

宋学锋说，纵览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看到了矿大
学人“开发矿业、开采光明、建设祖国、造福人类”的坚
定初心。希望学子们秉承“好学力行、求是创新、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立大志，做大事，成大业，
以民族复兴时代使命画定人生坐标。

谈奋斗，让“后浪”奔涌向前

作为给毕业生们上的“最后一课”、步入社会的“第
一课”，高校校长的毕业赠言通常很大篇幅都会聚焦在
对同学们前程与未来的建议与希冀上。

“祝愿你们的未来——前程似锦，行稳致远。当代
青年既享受着先辈们创造的安定和谐的生活，同时也
肩负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光荣使命。”江南大学校长陈卫
说，此次疫情中，曾经被质疑“缺乏社会责任感”的 90
后群体已站上舞台，他们纷纷选择“逆行”，成为抗疫的
深度参与者。90 后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挺身而出，
与国家并肩而行。“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充满不确
定性的将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找到未来的方向和
前行的力量！”陈卫说,在国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而开展的扶贫工作中，也有学校教师的身影，他们深
入国家级贫困县贵州从江，真正将自己融入到改变贫
困的伟大事业中。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棣将毕业生们比喻为奔涌
向前的“后浪”。“时代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
担当。将在学校里转录合成的知识‘基因’，在广阔的
社会实践中充分‘有义表达’。时代是出卷人，历史与
未来是阅卷人，同学们要努力做好时代变革的答卷
人。”他说。

“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与价值冲突等不断对我们
提出新的挑战，希望大家都能慎思明辨。大学赋予
你们的不仅仅是术业上的精通，更多的是为善去恶
的能力。”陈发棣满怀深情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就将
从南农毕业生转变为社会“练习生”了，“当你们步入
社会后，无论经历怎样的遭遇，都要守住底线。请坚
信正直、诚信、善良，在任何时代都更拥有打动人心
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 拓 杨频萍

毕业季里

，高校校长深情寄语

—
—

﹃
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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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学子前行路

特 写

本报讯 22 日上午 8 点 53 分，从西宁开
往南京的 Z166 次列车缓缓驶入南京站，来
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华旦尼玛、文博、
启晨 3 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抵达南
京，接下来，这3名孩子将在南京市儿童医院
接受爱心手术治疗。

江苏省援青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陈明介
绍，由江苏省对口支援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由于高原缺
氧等自然条件原因，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在高

原地区发病率相对较高。针对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突出问题，江苏省援青前方指挥部
联合江苏省卫健委、青海省海南州卫健委，实
施精准健康扶贫战略，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救治作为健康扶贫的重要突破口，依托南京
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组
织开展“心佑工程”公益活动。自 2017 年以
来，共有54名先心病患儿获得免费手术救助
且全部康复。

（付 奇 冯广清）

青海病童来宁接受爱心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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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近400名学生
日前在九龙湖校区现场参加
了仪式感满满的毕业典礼。

本报通讯员 唐 瑭
本报记者 刘 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