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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学子靠知识改变命运， 社会从体制上和资金上给予了
很大的帮助。

据悉，今年高考，巨鹿中学除了出现“双清华”，还有 30 余名
学生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985”“211”重点院校录取，本
一上线人数比去年增加 45%，本二上线人数比去年增加 10%。

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巨鹿享受教育部推出的
三项高考优惠政策：高校专项计划政策、国家专项计划政策、地
方专项计划政策。 高考优惠政策为贫困县学生增加了一次低门
槛录取的机会， 凡具有国家级贫困县户籍和贫困县当地高中三
年学籍并在当地高中就读的学生均可享受。

据了解，对于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爱心企业或者爱
心人士每年都会提供资助，本报每年都会给予报道，这些社会资
助帮助学子们成就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为梦想读书
让知识改变命运

贫困志不短
社会助力梦想实现

� � � 尼杰硕正在准备去北京的行囊， 一周以后，他
就要去清华读大学。 暑假期间， 他自办了高考补习
班，基本凑够了大学的学费。 知识，不仅改变了尼杰
硕的命运，还给他带来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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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杰硕的家在巨鹿县巨鹿镇城南街，乡亲们谈到他
都会竖起大拇指，今年，他以理科 678 的高分，考入了清
华大学。

尼杰硕是普通的农家子弟， 父母从事传统的农耕生
活。他父亲养了六七十只羊，母亲种植金银花。“如果不读
书，我还是传承父母的生活方式，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生活。 ”尼杰硕说。

他的家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门窗矮小、屋里几乎不
透光。与周围的其他家的新房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尼杰硕
介绍，他的小学和初中的很多同学，都已经打工挣钱，他
一直上学花钱，所以家里的房子没有翻盖。

尼杰硕母亲觉着家庭的付出是值得的， 她说：“孩子
选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有好的将来， 我住什么房子都高
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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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是他
报到的日期， 尼杰硕
计划早走几天， 熟悉
一下环境。

对于即将到来的
大学生活， 尼杰硕也
有了初步计划。“听说
大学更自由， 学习更
要靠自己。 我没去过
大学， 要趁着军训的
时候尽快熟悉校园，
然后再制定具体的计
划， 我有信心能适应
大学生活。 ”

他在学校选的是
自动化专业， 还没有
去已经有了全面的了
解。“这个专业包括电
子计算机，数控机械，
自动化等内容， 应用
相当的广泛， 是我非
常感兴趣的科目。”他
如数家珍地说。

填这个志愿完全
出于兴趣， 并没有考
虑过将来的就业。 他
表示， 在上学的过程
中，会考虑就业。

“我喜欢读书，从
小就有读大学的梦
想， 并且一直坚持了
下来。”读书对于尼杰
硕来说， 已经不仅仅
是为了改变命运，更
是在实现自己的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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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杰硕学习很好，头脑灵活。
高考后， 他想到高考培训机构应
聘做辅导老师， 可辅导班不再招
聘。“给人打工工资不高，不如自
己办补习班。 ”他想到。

于是， 在自家一处不用的门
市，他办起了补习班。借来十几张
课桌， 从工地上捡来一块三合板
当黑板。 课程设置为数学、物理、
化学和生物。

当时，他已经声名鹊起，很快
就招收了八九个学生， 每位学生
每月收费 500元。“我全天给他们
补习，课程也全，算下来比其他补
习班要优惠。 ”尼杰硕说。

通过对学生的辅导， 尼杰硕
发现这些学生基础都不太好，用
他的经验来说， 只要跟着老师学
好课本知识，都能有好的基础。但
是，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都
存在基础知识不扎实的问题。

一个月下来， 这位巨鹿县的
高考状元， 用知识和经验提高了
这些学生的水平， 也给自己带来
了不小的收入。 尼杰硕说：“挣了
4000 多元，再加上以前我的奖学
金，差不多够学费了。 ”

■本报记者 米京涛

� � � � 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巨鹿中学
今年出现“双清华”， 还有 30 余名学生被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985”“211”重点院校录取。 这
其中，不乏一些贫困学生，小小年纪就已经自立自
强，他们渴望通过上学改变命运。

�
早
当
家

尹德顺是巨鹿县东韩
庄村人，今年高考 550 分，
考入了河北金融学院。

在他 7岁时， 父亲因
车祸去世， 母亲打零工抚
养他和妹妹长大。 深知母
亲的不易，高中时，他为了
节省费用不住宿， 舍不得
到食堂吃饭， 中午回家吃
饭后，熬到晚自习放学，22
时后才吃晚饭。

从小， 他就开始帮衬
母亲打零工。在街上摆摊，
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
源。无论是三伏酷暑，还是
数九寒天， 母亲都会骑三
轮车，沿街卖小东西，虽然
每天挣不了几十元钱，但
是， 这已经是全家最大的
收入。 母亲心酸地说：“孩
子知道生意不好做， 假期
就会陪我一起摆摊。 ”

在尹德顺家的院子
里，堆着一些饮料瓶、旧纸
箱等废品。 尹德顺说：“妈
妈捡的最多， 我和妹妹在
路上看到饮料瓶也会习惯
性地捡回来。 ”

自己考上了大学，尹
德顺考虑更多的是家庭的
未来。 只要有空他就给妹
妹补习功课， 他说：“妹妹
今年读初一了， 我希望她
也能考上大学。 到时候我
就大学毕业了， 就能供妹
妹读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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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县巨鹿镇庙王庄村今年出
了两个大学生，王兵和她的同学，前
者考上了河北工业大学， 后者考上
了天津职业学院。在村里，他们的一
些同龄人，已经打工多年。

“像我们，也只有上学才会有转
折点，走的路不一样，将来的世界也
会不一样。 ”王兵说。

作为 90后的王兵，对事物很有
主见，听说记者做“贫困学生知识改
变命运”的选题，她一开始婉拒了记
者的采访， 坦言其他的学生比她更
优秀，更值得去报道。

实际上，在高中上学时，王兵已
经自立，不再花家里的钱。“考上高
中后，父亲说过不让上。”她说，为了
不给家里添负担， 她每年都努力考
到年级前几名，“考到年级前十名，
就不用交学费了。 ”

高考后，她开始打工。先是在商
场卖衣服收入了几百元，现在，又给
高中学生做家教每天收入 50元。 9
月 9日是开学报到的时间， 学费杂
费预计将有 7000多元。王兵并没有
透漏费用是否凑齐， 自立自强的她
说希望媒体多关注其他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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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米京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