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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酒·我的大学”201
2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会邀你参加
时间：6月25日下午 地点：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
⊙本报记者 卢奕林
中学、贵阳实验三中、贵阳清华中学、贵阳民
其实也是有一些途径可以实现留学梦的。
利群阳光直通车
族中学等多所省内示范性高中的资深高三
当天的志愿填报指导会上，华樱出国、
本报讯 6月25日，2012 届高三毕业 老师将和大家一对一交流，给您最中肯、最
艾迪留学、东方国际，贵阳新东方学校的专
全省搜索阳光学子
生刚刚拿到新鲜出炉的高考分数，为帮助毕
有经验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
家们，将用他们丰富的留学指导经验，让你
业生们填好高考志愿，顺利升入理想的学
对于全球本科升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
国内高校专家团：
府，本报教育周刊特主办“‘习酒·我的大学’
201牌中学的高三老师、数家全国高校的招生老
2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会”，数十位省内名 帮你合理挑高校 解。
师，以及留学专家组成的强大专家团将亲临
当天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会上，不仅有
现场进行志愿填报和升学指导。而且本次活
名牌中学高三老师志愿填报指导团亮相，清
动全程公益，学生、家长入场不需任何费用，
华大学、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
如果你对自己的高考志愿还是有些拿不准，
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
下周一不妨来现场“取经”吧。
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同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众多国内知
名牌中学专家团：
名高校的招生老师也将来到现场，现场接受
家长学生的咨询，为同学们带来最新最权威
详解各分数段填报细则
温馨提示
的专业信息，填报建议。
大多数家庭面临填报志愿的关口，总会 留学顾问专家团：
本次活动为本报举办的公益活动，
请教身边一些填报过志愿的家长或是学生，
不收取家长学生的任何费用。
或是找学生的高中老师咨询。这些当然都是
高考成绩如何申请海外高校
时间：6月25日(周一)下午13：
可行的，但是在25号的活动上，我们特别邀
00—18：00
请了贵阳市多所示范性高中的资深高三老
可能很多家长和同学还不知道，现在，
地点：贵阳市北京路贵州饭店国际
师，考生和家长可以和资深老师们面对面交
中国的高考成绩，同样可以用来直接申请澳
会议中心
流，根据自身情况，获得老师们更全面，更多
大利亚、新加坡、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知名大
咨询电话：0851-6625166
角度的分析和建议。
学。另外，如果你拿到高考成绩后，不想在国
18984011823。
届时，贵阳一中、贵州师大附中、贵阳二
内读大学，希望去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中、贵阳六中、贵阳八中、贵阳九中、省实验 读大学，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准备语言成绩，

王晓义：助学金发放那天我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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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奕林

观坚韧的生活着，看到这一个个
教。每周一次，去武汉一个脑瘫
故事时，我真的觉得一下子特别
儿童的家里，陪伴这个孩子，并
本报讯
“去年发放助学金
温暖，特别有勇气面对未来
教他一些简单的算术和生活常
那天，具体的流程，现在我已经
了。”
识。另外，他还当上了学院社团
不太记得了，但我还是很激
王晓义2011年毕业于贵州
联合会的副会长，下学期，他还
动，”2011年利群阳光学子王
师大附中，他是毕业地区一个村
准备竞选班长。从刚进入大学时
晓义说，“激动的原因，不仅仅
镇上农村家庭的孩子，因为中考
还有小小的自卑，经过一年的认
是因为得到了
5
千元的助学
成绩优秀，考进了师大附中。高
真学习，经常和优秀的学长学姐
金，减轻了家里很大的压力，最
中三年，因为家境贫寒，父母种
交流，他现在渐渐有了自信，更
重要的是，当天我们每个人都观
地，姐姐还在读技校，师大附中
喜爱自己在武大的生活了。
看了利群阳光活动的视频资料。
将他的学费全免了，每学期还给
王晓义说，本来是想一毕业
在那份资料里，我看到了许多曾
他一些生活补助。王晓义很争
就赶紧工作的，但进大学后才知
经的利群阳光受助学子，很多已
气，去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道，这个专业，如果能读研究生
经毕业了，通过自己的成绩和努
了武汉大学水利水电专业。
的话，以后当工程师，找好工作
力，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改变了
进入大学后，王晓义没有忘
的机率是很高的。过两年，姐姐
自己和家庭的命运，甚至有的还
记奖学金发放仪式上的一幕幕，
毕业了，家里条件会改善些，自
申请到了奖学金出国。另外有的
他很努力的投入他的大学生活
己还是想考研究生，研究生有一
还在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在学
中。为了感谢利群阳光的帮助，
定的补助，还可以接课题，有收
校里勤工俭学，或是自己创业，
他毫不犹豫的参加了武汉大学青
或是自己做课题，像阳光一样乐 年志愿者协会，做起了爱心家 入，应该生活会越来越有希望
的。

特别邀请：征集爱心志愿
不包
者，一起上路寻访寒门学子 公办大学本科录取新生(
含：免学费专业、独立学院
，品学兼优、家
⊙本报记者 卢奕林 和民办大学)
庭贫困。2.提供资料：(
1)申请表
或申请书1份(
贴
1张1寸近
本报讯 2012 年高考录 照)(3；)贫(2困证明1份(
)身份证复印件1份；
取即将开始，一些品学兼优
户口所在
的寒门学子，又要开始为学
地乡镇、街道以上民政部门
费发愁了。别太担心，说出
出具)
；(4)可高在通知书到达后
考录取通知书复
你的困难，拿出你的高考成
印件1份(
绩，就有机会得到201
2 年利 补交)相关资料请寄：贵阳市
。
群阳光助学活动5000元的
资助。下周起，2012 年利群阳 宝山北路372号贵州日报报
业集团贵州都市报1
031办公
光直通车即将起程，奔赴全
室(
请
用EMS快递或挂号信
省各地寻找
100 位寒门学 邮寄)
。1 。咨询报名电话：0851
子。我们真诚号召全省读
-9681
者，积极推荐你身边的符合
征集爱心志愿者
条件的寒门学子，同时，我
一起寻访寒门学子
们也征集爱心志愿者，或者
从5月下旬开始，本报
您自己，或者带上您的孩
启动利群阳光助学活动后，
子，和我们一起去山村寻访
有许多市民也打来电话，要
最需要帮助的大学新生，相
求加入助学行动中来，有的
信这也是一次让您和孩子体
希望能资助一些寒门学子，
会良多的爱心之旅。
有的要求做我们的志愿者。
报名仍旧继续
下月起，我们将启动利群阳
每人资助5000元
光助学直通车，奔赴全省寻
“只要追求，就有阳
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符合
光——
—
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
条件的寒门学子，我们在这
青年”，这是利群阳光助学
行动1今年，我们将继续在贵
1 年来不变的理念。 里，真诚的征集爱心志愿
者，希望你们自己，或是带
上孩子，与我们的直通车同
州省范围内选择100个高考
行，与我们一起感受寒门学
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的201
2
子奋发向上、贫且不堕青云
年高考生，作为“利群阳光
之志的精神。
学子”，浙江中烟工业有限
如果你的孩子学习生活
公司将一次性为每位受助学
在城市，条件优越，对社
子提供5000元助学金。
会、对乡村不了解，或者你
除了阳光直通车所到县
愿意资助寒门学子，想真实
市之外，我们还接受全省寒
了解他的学习生活情况，欢
门学子的报名，如果你是今
迎联系我们。我们的要求仅
年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如
是，您需要自己备车，准备
果你身边有符合条件的高考
油费以及路费。有意愿参与
贫困生，欢迎你拨打本报热
者，可编辑“利群阳光直通
线96811.报名条件：今年高考
1 报名。
车志愿者”发送到我们的短
信平台13985436561。

中美青少年聚贵阳
共话生态文化

⊙梁光斐 本报记者 卢奕林 摄
6月15日，以“生态文化与青少年
参与”为主题的2012中美青少年国际能
源联盟环境会议在贵阳一中举行。该活动
由贵阳一中、国际青少年能源联盟、中美
青年环境会议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承
办。现场，世界能源问题专家、南加州大
学终身教授Naj
medin Meshkati 先生向与
会者介绍了国际环保新理念和新能源知
识。中美学生代表就能源问题、环境保护
等内容作主题发言，并和参会的贵阳市多
所初、高中学生交流互动，探讨如何在现
实生活中身体力行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
(左一为活动发起人贵阳一中毕业生罗
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