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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会”举行 2020 年“润苗筑梦”助学金发放仪式

市政府副市长赵闻斌出席仪式并讲话

市“三会”理事长秦厚德主持会议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重要

指示精神，强化助学扶贫举措、凝聚社会各界合力，加快推进助学

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南通市老区开发促进

会、老区扶贫基金会、扶贫开发协会（简称“三会”）2020年“润苗筑

梦”助学金发放仪式于 8月 22日上午在市行政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南通市“三会”理事长秦厚德主持。市政府副市长赵闻斌出席会

议并讲话。

市政府扶贫办主任朱进华、市教育局副局长姜学勤；市“三会”

执行理事长王昀，副理事长王乃儒、陆善平、杨自度、程信武；崇

川区副区长周卫平、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陆建新；市“三会”

各区分会负责同志、各区相关部门和街道负责同志，以及受助学生

代表等计 100 多人出席了会议。

“润苗筑梦”助学活动，是南通市“三会”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通过使用老区扶贫基金增值部分和动员社会各界爱心捐款，

切实为困难家庭解决子女上学“燃眉之急”。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市“三会”

积极推进“润苗筑梦”助学活动，帮助解决了一大批困难家庭子女上学

难问题，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社会好评。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

来，市“三会”系统先后发放助学款 1699.84万元，惠及贫困学子 10188

人（次）。2017年至 2019 年，南通市区“润苗筑梦”活动共发放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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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52.3 万元，受助学生 1000名（人、次）。

今年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南通市“三会”坚持疫情防控和扶

贫工作两手抓，持续策划并组织实施“润苗筑梦”助学活动。今年市区

崇川区（含原港闸区）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会计划安排“润苗筑

梦”助学资金 89.7 万元，已审定资助学生 466 人，其中，大专及以上

171 人，高中生 34 人，初中及以下 261 人。其中，参加集中发放仪

式的受助学生代表共 80人，其中崇川区 65人，开发区 15 人；受助

学生代表均为就读大专以上。

会议首先由主席台上就坐的领导及向来自崇川区、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 80名贫困学子代表集中发放助学金；接着三位受助学生

代表王天、高徐洋、黄天恩先后发言，分别表达了对受到资助的感

谢之意，表示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加倍努力，立志成

才，回报社会。

赵闻斌副市长在讲话中阐述了助学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对市

“三会”“润苗筑梦”扶贫助学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就深入

开展扶贫助学工作提出要求和希望。他说，“润苗筑梦”助学活动是一

项爱心满满的社会公益项目，也是市“三会”多年一以贯之实践扶贫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市“三会”

坚持疫情防控和扶贫工作两手抓，持续强化助学扶贫工作统筹功能，

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润苗筑梦”助学活动的领域和内涵。赵闻斌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让每一个

有远大理想、有美好梦想的学子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是党委政府

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做大做强社会助学平台，是建构完

善全社会教育支持体系的有力举措，是帮助困难学生圆梦人生、成

就未来的有力推手。希望受到资助的同学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



— 4 —

勇气，珍惜十分宝贵的学习机会，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以优异成绩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回馈家庭，努力铸造具有“志存高

远、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一代新人。赵闻斌指出，助学扶贫作为事

关民生、惠及子孙的德政工程，市“三会”要持续放大老领导、老同志

觉悟高、经验多、接触广的优势，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多元筹措

资金，增强平台实力，强化规范建设；要将助学扶贫活动与决胜全

面小康有机衔接，与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使命有机

结合，努力把“润苗筑梦”助学活动铸造成为南通老区扶贫开发工作的

特色品牌。社会各界要积极支持参与“润苗筑梦”扶贫助学行动，健全

协作和长效机制，齐心协力开创全市老区扶贫助学工作新局面。

秦厚德理事长在会议结束前作总结讲话。他就贯彻赵副市长讲

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助学扶贫工作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进一步深

化对南通老区和助学扶贫工作的认识。南通老区是江苏最早、坚持

时间最长、历史贡献最大的革命老区，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和新中

国建立作出重大贡献。希望同学们对南通革命老区有个新认识。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脱贫攻坚取得较好成效，

但工作做得好不代表没有相对贫困。目前，市“三会”扶贫重点就是拾

遗补缺，主要是项目扶贫、教育扶贫还有健康扶贫。促进革命老区

发展，帮助老区人民脱贫，对南通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

进一步完善“润苗筑梦”助学活动长效机制。要充分认识助学扶贫工作

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清醒地认识到今年底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后，各

地仍然存在相对贫困人口。为此，一是要完善助学举措。要针对助

学扶贫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工作调研，拓展筹资

渠道，扩大救助规模；建立健全助学档案和跟踪帮扶制度，避免助

学金发放“大水灌溉”导致部分困难家庭无法享受到“精准滴灌”，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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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润苗筑梦”成为一项民心工程。二是要创新助学载体。市“三会”

要积极探索，开展捐资助学、志愿者一对一结对帮扶等活动，宣传

发动全社会力量，动员鼓励更多有识之士饮水思源，及时主动伸出

温暖之手和关爱之手。三是浓厚助学氛围。“润苗筑梦”是市“三会”

助学扶贫的有力抓手，是党委、政府做好助学扶贫的有益补充，要

充分利用市级各种新闻媒体、宣传阵地，认真总结推广好经验、好

做法，大力宣传助学扶贫活动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典型经验，不

断扩大爱心助学工作的影响力，为擦亮南通“教育之乡”“慈善之乡”

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三，进一步增强改变命运回报社会的信心

和决心。市“三会”的帮扶来自于社会还有爱心人士的共同付出，希望

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脚踏实地。秦厚德说，习总书记强调：“展望

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

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由于种

种原因，困难学生比同龄人更多地、更早地品尝到生活的艰辛和不

易。但困难只会是一时的，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远大的志向

抱负，用信心和勇气去克服人生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希望受助

学生常怀感恩之心，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在接下来的学业

中勤奋刻苦，在生活中积极向上，在工作上努力拼搏，以优异成绩

报效祖国、回馈社会，争取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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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三会”2020年“润苗筑梦”助学金

发放仪式上的讲话

赵 闻 斌

（2020年8月22日 行政中心第二会议室）

同志们，同学们，朋友们：

今天，南通市老区开发促进会、老区扶贫基金会、扶贫开发协

会（简称“三会”）“润苗筑梦”助学活动 2020 年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这

里举行。在此，我谨代表市政府，向精心组织这次活动的市、区“三

会”系统的老领导、老同志，向关心支持助学扶贫事业的各位同志和

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受到资助的各位同学致以美好的祝愿！

“润苗筑梦”助学活动是一项爱心满满的社会公益项目，也是市

“三会”多年一以贯之实践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合理使

用老区扶贫基金增值部分和动员社会各界慷慨解囊，为家庭困难学

生献上一份爱心、为社会传递一份真情、为教育增添一份助力，在

全社会弘扬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倡导全民重视教育、

支持教育的时代风尚。党的十八大以来，市“三会”系统先后发放助学

款 1699.84 万元，惠及贫困学子 10188 人（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市“三会”

在秦厚德理事长的组织协调下，坚持疫情防控和扶贫工作两手抓，

持续强化助学扶贫工作统筹功能，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润苗筑梦”助学

活动的领域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让每

一个有远大理想、有美好梦想的学子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是党委

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做大做强社会助学平台，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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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完善全社会教育支持体系的有力举措，是帮助困难学生圆梦人生、

成就未来的有力推手。今天受到资助的同学，既是“润苗筑梦”活动的

受益者，更是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希望你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

勇气，珍惜十分宝贵的学习机会，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以优异成绩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回馈家庭，努力铸造具有“志存高

远、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一代新人。当前，南通作为处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机遇“风口”上的城市，发展势头和前景非常看好，是年

青人逐梦圆梦的热土，希望大家学成后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南通

增光添彩。

助学扶贫作为事关民生、惠及子孙的德政工程。市“三会”要全面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和扶贫开发思想，坚持扶贫先扶智，

持续放大老领导、老同志觉悟高、经验多、接触广的优势，积极探

索，勇于创新，多元筹措资金，增强平台实力，强化规范建设。要

将助学扶贫活动与决胜全面小康有机衔接，与弘扬老区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的时代使命有机结合，努力把“润苗筑梦”助学活动铸造成为

南通老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特色品牌。社会各界要积极支持参与“润苗

筑梦”扶贫助学行动，健全协作和长效机制，齐心协力开创全市老区

扶贫助学工作新局面。

最后，祝愿同学们学习进步、学业有成！祝愿各位老领导、各

位同志、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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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学生在“润苗筑梦”助学金发放仪式上的发言

（摘要）

（一）

我叫王天，很荣幸可以作为学生代表站在这里发言，借此，我

想向关心爱护我们的领导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今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同时也考上了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研究生。几年前，因为父亲的一场大病，耗光了

家中的积蓄，父亲同时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开销由我母亲一

人承担。就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对我的家庭伸出了援助

之手，给予了我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精神上的鼓励，这

使我树立了战胜困难的决心，使我感受到了党的伟大。使我没有了

后顾之忧可以专心的投身学业之中。

在大学里，我努力学习，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而感到自卑。我

想用自己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父母，回报各位领导，回报社会。四年

里，在学习上我没有丝毫的放松，获取了校长奖学金以及一些学科

竞赛奖项，业余时间我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积极面对人生，曾担

任学生会副主席，也多次获得先进个人的称号。

在大学期间，我还没有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决心在研究生学

习期间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时，我也

依然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家里人的期待以及党和政府的帮助。在

完成学业后，我会回到这里，为家乡的未来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可以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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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发奋学习，刻苦钻研，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用真情回报社会，

用行动报效祖国，并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将爱心传递下去，尽力积

极主动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们。

（二）

我是来自崇川区（原港闸区）唐闸镇街道的高徐洋，去年考取

了南通大学病原生物学的硕士研究生。很荣幸能够作为受助学生代

表站在这里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原港闸区所有接受南通市“三会”

资助的贫困生对长期以来关心和帮助我们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诚挚的敬意!同时，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学表示由衷的祝福!

我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们一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家庭经济较为困难。我的母亲一直以来身体状况不好，需要长期吃

药进行调理，没有工作能力，而我的父亲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临时

工，全家的开支几乎由父亲一人打散工进行维持。尽管家庭贫困，

但我并不因此而放奔自己的梦想。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奇语青年

“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对此，我始终

铭记于心。高考时，我之所以选择医学方面的专业，就是要立志当

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深造，通过努力，既圆了自己的研究生梦，

也为今后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自己，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提供了更广阔

的舞台。而攻读研究生一年来的学习，又使我在各个方面有了新的

提高。由此，我联想到:在几年的大学和研究生生涯中是南通市“三会”

和各级党政组织、社会各界人士，给予我亲切的关爱和无偿的资助，

使我这个寒门学子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并跨入了研究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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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我的家庭不因我的求学，而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全区人民

一起在共奔小康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在大学期间，由于自己政治上

积极上进和学校党组织的悉心培养，我于 2018年 11月光的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我始终告诫自己一定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尽自己的全力帮助他人，为此，我主动参加各种志愿服

务活动，经常在南通火车站等地当春运志愿者，多次获得“优秀志感

者”称号。大四在南通附属医院实习的一年里，我坚持微笑服务，耐

心帮助病患，获得“附院优秀实习生”称号。在校学习时，我自觉做到

学习态度端正、注重刻苦钻研，每年均获得一等奖学金，并被学院

授予“三好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同时我还积极报名参加各项竞赛，

先后获得国家医检在线读片大赛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去年入学硕土

研究生班后，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当年即获得“研究生新生奖”。

全年又协助老师参加了多个课题的研究，并和师姐联合在医学杂志

上发表了数篇论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关心和帮助我的各级领导

和家乡的人民交上了一份较为圆满的答卷。

在今后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中，我一定要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

刻苦的钻研，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好新知识、掌握真本领，不

断创造新的业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放飞

自己的青春梦想，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各级组织对我的关心关怀、

回报父母对我的养有之恩，并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人民，为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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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海街道海棠社区的黄天恩，我

的父亲身患严重的肌肉无力，母亲一人的微薄工资难以担起家庭重

任，我在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对我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

数字，幸运的是，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热情且耐心地提供了助学

金申请的引导和帮助，最终我获得了南通市老区开发和扶贫“三会”

的资助。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感动、喜悦，同时也深受鼓

舞。感动的是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莘莘学子的眷念和厚爱；喜悦

的是自己可以为并不宽裕的家里减轻一部分经济负担；鼓舞则是因

为助学金不只是一种奖励，更是社会对于我们的一种关注和肯定。

感谢党和政府的助学政策，因为有你们的关怀，许多贫困学生踏上

了大学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因为有你们的帮助，许多贫困学生能

安心的学习，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才使我们这

些家境并不宽裕的学生们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充满信心地大步向前

走，才能更有底气的踏上社会。这份爱心资助，不仅是物质上的，

而且是精神上的鼓励和鞭策，因为我们深知它所承载着很多关心我

们的人的期望，在它帮助我们实现大学梦的同时也将一份厚重的责

任交到我们的肩上，那就是将爱如火炬传递一样接力下去，去用心

感恩，去回馈社会。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今后将积极参加社区志

愿者活动，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心。同时，我想与各位受

资助的同学们分享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出生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

人生，但绝不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贫穷并不可怕，历经磨难是难

得的财富。奋斗的人生才注定无悔且有意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祝愿大家成为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的新时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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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529229（兼传真）、 85126409
办公地点：市桃坞路 44 号内

邮编：226006

“南通老区”网站已开通，专设老区新闻、扶贫开发等 8个板块，欢迎上网点击

网址：http://laoqu.zgnt.net 电子信箱：ntlqc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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