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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阳光·慈善·福彩”
助学行动启动，179 名寒门学子急需援助

请帮助他们早日撑起一个家
7 月下旬，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南通日报社、市慈
善总会、市福彩中心联合启动了 2018 年“江海阳光·慈
善·福彩”助学行动，截至 8 月 9 日，主办方共收到来自
各县（市）区录取本二以上家庭贫困学生求助申请 214
份，审核通过 179 人，通过走访，主办方发现这些孩子的
遭遇令人心酸，但他们的拼搏努力更让人振奋，希望社
会好心人能够帮助他们圆梦。

石宇奇创个人历史新高
男单世界排名升至第二
谌龙、林丹分居第 7、第 14

“想多陪陪妈妈，想撑起一个家”
“还是想多陪陪妈妈，上学后，陪伴妈妈
的时间就少了。”家住崇川区城南小苑的王
鼎，今年高考发挥稳定，以 351 分录取东北农
业大学。
王 鼎的 父 亲 在 一家私 企打 工 ，每 个 月
3000 多元收入，母亲患有尿毒症和乳腺癌，
医疗费用巨大，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为此，王
鼎曾想打份暑期工，
但为了照顾妈妈，他还是
留在了家里，
计划到了学校再勤工俭学，
减轻

家里的负担。
陪妈妈去医院透析，给妈妈喂水、翻身，
烧饭做家务，抽空预习大学课程……王鼎的
这个暑假，过得忙碌而充实。儿子的懂事、孝
顺，
让饱受病痛折磨的妈妈宽慰了许多。
“最担心妈妈病情恶化，担心妈妈没钱治
病，希望妈妈能早点好起来。”谈到未来，王鼎
说，
“我会珍惜大学时光，学好专业，将来找一
份好工作，
支撑起这个家。
”

“好好学习，早点工作，让父母弟弟过得好一点”
“我们一家是河南人，很早就来南通了，
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爸妈在这里开了一
家馒头店。”见到石理想时，这个高高瘦瘦的
阳光男孩正在下蒸笼。
暑假里，石理想每天帮着父亲打理早餐
店，做馒头捏包子、上笼下笼，
忙得满头大汗，
“父母每天很早就起来做馒头，为了养活我和
弟弟，付出了很多。
”
家住港闸区的石理想，今年高考被太原
工业学院录取，全家人高兴之余，
却为学费发
起了愁。石理想的父亲身体有残疾，找工作
不易，一家人只能守着馒头店生活，
馒头店是
薄利行业，辛辛苦苦一个月，才挣三四千元，
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天很热，
没有空调，
待在蒸笼边上，
真的
非常闷，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当慈善总会
工作人员心疼地让他擦擦汗时，石理想笑着

说，
“好在家里还有一台电风扇。
”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
的屋子，两张床铺、一张桌子，因为没有家
具，书籍和衣物杂乱地堆放着。从小到大，
石理想和弟弟挤一张桌子写作业、挤一张床
睡觉；也因为没有钱，兄弟俩没有上过一天
补习班。
“开学后，弟弟就上初三了，也需要钱。”
说到这里，石理想的声音低了下去，但马上
又振作起来，
“ 家里的情况确实苦，所以我
会好好学习，早点工作，让父母弟弟过得好
一点。”
临别时，石理想的父亲说，理想很懂事，
家里条件不好，他从不嫌弃，平时还抽时间帮
忙干活，这次考上了大学，自己苦点没事，但
不能耽误了孩子，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伸出
援手，帮帮孩子。

179 名寒门学子盼望您的援手
都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
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79 份通过审核的助学申请，179 名急
需帮助的寒门学子，他们用优异的高考成绩
为自己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能否顺利迈
入大学校门，
却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希
望社会各界爱心单位、爱心个人积极参与到
“江海阳光·慈善·福彩”助学行动中来，可以
通过一对一（一个单位或个人结对资助一名
同学）、一对多（一个单位或个人结对资助多

名同学）、多对一（多人共同资助一名同学）等
方式参与。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相信，只要
全社会共同携手，就一定能帮助困难学子渡
过难关，圆梦大学。
记 者 了 解 到 ，市 民 可 登 录 南 通 慈 善 网
（www.ntcs.org.cn)，查 询 2018 年“ 江 海 阳
光·慈善·福彩”助学项目求助学生名单，并拨
打助学热线 59003268、59003267，来了解具
体捐赠方式。
本报记者龚丹

晚报讯 8 月 9 日，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公
布了新一期各单项世界排名榜，南通籍运动
员石宇奇凭借上周在世界锦标赛取得的男单
亚军佳绩，其男单世界排名上升到第 2 位，创
个人历史新高。
上周在南京举行的 2018 年世界羽毛球
锦标赛，石宇奇先后击败了林丹、周天成、谌
龙等好手，
决赛不敌日本名将桃田贤斗，
最终
获得亚军。根据世界羽联制订的积分规则，
奥运会、世锦赛亚军可获得积分 11000 分，
这样石宇奇最新世界排名分上升到 80772

分，从上期的第 3 位上升到第 2 位，这是他出
道以来最高的世界排名位置。丹麦名将阿塞
尔森以 83754 分继续保持领先。中国选手谌
龙、林丹分居第 7、第 14。
其他 4 个单项排名榜头名被 4 个国家和
地区分享，中国选手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
黄东萍位居混双前两名，中国台北名将戴资
颖继续在女单排名榜保持领先地位，排在男
双第一的是印尼名将费纳尔迪/苏卡穆约，日
本选手福岛由纪/广田彩花升至女双排名榜
第一。
记者王全立

税务干部与代表委员面对面
凝聚智慧力量，促进南通税改工作

晚报讯 上月，我市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迈出关键一步——市级和县级国税、地
税机构相继合并挂牌。连日来，我市税务干
部通过走访和座谈的方式，与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谈改革、话税收，听取意见建议，凝聚智
慧力量，促进南通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向纵深
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江苏省工
商联副主席、江苏综艺集团、江苏综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昝圣达认为，税务机构改革
后，职能和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办税不再
“两头跑”
“ 两头管”
“ 两头查”，行政效率提
高了，执法尺度统一了，减轻了企业负担；而
对广大职工而言，改革将社保费和非税收入
也交税务局统一征收，职工的个人保障权益
更能得到充分保护。对于税收改革，昝圣达
建议适当降低社保费综合费率，进一步减轻
企业负担，扩大社保参保面，他同时希望能

够分地区设置个税起征点，适当调高经济较
发达地区的起征点，并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的
力度。
市人大代表、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彩红认为，此次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企业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
几年，我们不断感受到税务部门实实在在的
变化，税收政策、办税服务、宣传辅导等各方
面都越来越给力，相信这次合并还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利好和惊喜，让办税变得省时省
力更省心。
”
市人大代表、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咸华表示，新税务机构的设立，是
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符合纳税人的期盼。
他希望税务部门把这件好事做得更实、更细、
更到位，让企业感受更多便利、享受更多优
惠，
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联合党委书
记、局长佘元原表示，对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将认真梳理好、研究好、回应好。在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努力展现新作为，让
纳税人和缴费人充分享受到改革的红利，体
会到更多的获得感。
记者张亮

海安一店主坚持“爱心助人，善心育人”

15 年捐款捐物价值逾 30 万元
晚报讯 8 月 8 日晚，在海安市南莫镇
洁明眼镜配镜中心成立十五年庆典上，该配
镜中心店主徐兵再现慈善义举，向 1 名抗战
老兵、1 名重度残疾人和 2 名贫困学生分别
送上 1000 元爱心款。据不完全统计，15 年
来，店主徐兵、胡晓琴夫妇用于公益事业的
捐款捐物累计价值超过了 30 万元。
15 年前，海安市南莫镇黄陈村青年徐
兵创办洁明眼镜配镜中心。15 年来，他在
创业打拼的同时，始终秉承“爱心助人，善心
育 人 ”的 初 心 ，默 默 奉 献 乡 村 慈 善 公 益 事
业 。他先后为贫困农家孩子、老人赠送几
千副“洁明”爱心镜，结对扶助 10 多名贫困
农家孩子读完义务教育，资助多所学校建设
校园文化，免费为 800 多名困难学生矫正视

力，捐赠护眼眼镜，义务为敬老院老人、中小
学师生举办爱眼护眼讲座，赠送科学护眼宣
传资料，受益数万人。长达 15 年的坚持，徐
兵做过多少善事已无法统计，他用他的“正
能量”感染身边人，引导教育他人，书写着
“爱无止境”的人生篇章。他先后获评海安
市首届慈善楷模、海安市第六届十大优秀青
年等殊荣。
当天，海安市南莫镇民政办、海安市老
促会南莫分会、海安市老科协科技工作者
协会南莫分会分别向洁明眼镜配镜中心授
予“双拥服务示范点”
“ 志愿服务中心”
“科
普宣传站”铜牌。
通讯员谢立平
记者李波

记者昨日获悉，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剧院芭蕾舞团将于 10 月 4 日在更俗剧院上演经
典舞剧《天鹅湖》。马林斯基首席达尼拉·科尔松采夫（Danila Korsuntsev）、叶甫根尼·伊
万琴科（Yevgeny Ivanchenko）、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首席玛丽亚·阿丽莎（Maria Allash）
将同台合作，南通观众将有幸一次性“围观”三大芭蕾舞坛巨星。图为该芭蕾舞团以往演
出的舞台照。
记者黄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