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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希望工程30年特别贡献奖
海口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
儋州市人民政府
东方市人民政府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旅游
区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
保利（海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
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瓦爱卤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二、海南希望工程30年最具爱心单位
海南日报社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海南省融媒体中心
海口广播电视台
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
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儋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共青团海南中学委员会
百胜餐饮（深圳）有限公司
海南万佳家居装饰广场
海南福安集团
海南高高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新大新华茂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德和投资有限公司
五指山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郭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亭海农同创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万宁华亚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家园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三、海南希望工程30年十大感动人物
曹绍烈 定安县政协退休干部
羊光然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理事长
叶 茂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林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总裁
黄桂提 海南国新书苑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盛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党委书记
谢玟琪 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董事
吴彩丽 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 鹏 儋州市光村镇沙井福和希望小学校长
郑灶文、张学丽夫妇 爱心人士

四、海南希望工程30年最具爱心人士
庄炳聪 中建中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禄安 海南中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小冬 海口宏丰泰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保华 海南人合顶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学富 岩上谦行影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崔坤玄 海南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钦存 海南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 萍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家俊 三亚金思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开慰 澄迈恒鑫广告公司法人

刘 浩 屯昌县屯城李海军诊所医生
王 娟 海南星光龙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喜楷 海南乐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文雄 琼中琼昌隆橡胶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五、海南希望工程30年建设者奖章
文 文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秘书长
吴日新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副秘书长
符文生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副秘书长
朱志兴 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书记
黄景辉 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副书记
李 阔 共青团五指山市委员会书记
李 珊 共青团文昌市委员会书记
林 威 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青年发展部负责人
谢家弟 共青团儋州市委员会青权部部长
叶文智 共青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
王婷婷 共青团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
李文佳 陵水黎族自治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
苏家娟 共青团东方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六、海南希望工程30年优秀乡村教师
唐 彬 儋州市海头镇洋家东希望小学教师
曹传扬 文昌市潭牛镇中心圩小学教师
云 清 文昌市冯坡镇凤栖希望小学教师
陈应信 文昌市蓬莱镇群合宝健希望小学教师
杨培良 万宁市北大镇国家电网爱心希望小学教师
李门门 东方市江边乡可口可乐希望小学教师
林道平 五指山市毛兴（军民）希望小学教师
洪恋恋 五指山市南圣中心学校教师
陆文龙 定安县龙河镇南勋真维斯希望小学教师
邓成遵 屯昌南老海虹希望小学教师
王发茂 屯昌县全球通关朗希望小学教师
陈益彪 屯昌县乌坡镇美华村海尔希望小学教师
陈燕妹 临高县波莲镇带笏日松希望小学教师
许丽颜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福和希望小学教师
黄菊荣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福和希望小学教师
高扬精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长生希望小学教师
陈能飞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丹录小学教师
梁安李 陵水黎族自治县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教
师
周始强 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朗讯希望小学教师
王选辽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希望小学教师
王章庞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教师

七、海南希望工程30年希望之星
张慧琳 共青团儋州市委员会三级主任科员
王靖怡 琼中女足俱乐部队员
黄巧祥 琼中女足俱乐部队员
吴英荣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小纱 海南大学学生
李维祯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生
苏禄丽 三亚市海棠区妇女联合会工作人员
陈 莹 保亭中学教师
陈重佐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语小学教师
黄 锰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
文国琼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法官
梁安琦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学生
符芳丽 东方市天安乡人民政府团委书记
许继儒 中西部计划志愿者
金立英 中西部计划志愿者
庄会娜 中西部计划志愿者
刘 美 澄迈县桥头镇人民政府试用期公务员
吴习官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
吴挺平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董卓雪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见习辅导员
林俏肖 东南大学学生

八、海南希望工程30年模范希望小学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丹录小学
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中海油希望学校
陵水黎族自治县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
海口市龙华区平安希望小学
东方市江边乡可口可乐希望小学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宇喆希望学校
文昌市潭牛镇中心圩小学
五指山市南圣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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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心涓流 传递希望之光
——海南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综述

三十载风雨无阻，三十载春华秋实。筹集资金逾4.2亿元，设立42家长效助学基金，援建希望小学112所，资助
12295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中小学生……海南希望工程成立30年来，向社会交出了一份份沉甸甸的暖心答卷。

三十载初心如炽，三十载爱润琼州。一粒粒希望的种子结出累累硕果，一份份爱心涓流汇聚成江海。回顾海南希
望工程实施的30年，一路走来，有许多重要的时间节点值得铭记，有许多扶贫济困的爱心善举令人感怀，有许多慷慨
解囊的爱心人士令人肃然起敬。

1992年 5月 23日，《海南省希望工
程实施方案》获省政府会议通过。6天
后，一位辗转了多趟公交车，一路打听

“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的老者走进团
省委大院，从口袋里掏出了100元纸币
递给工作人员，“这是我的退休金，以后
我每年都捐，希望能帮到失学的孩子
们。”这位老者名叫吕英杰，是海口港的
一名退休职工，也是海南希望工程的首
位捐款人。

同年7月7日，一曲《童年的小船》拉
开了海南希望工程第一场募捐晚会的序
幕。当3名来自五指山的失学孩子诉说
着他们想重返校园的愿望时，一位前来采
访的记者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了出来。
就在这一年的12月，刚刚成立的海南省
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宣布，面向海内外募集

捐款，用于开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活
动，海南共青团举全团之力开展的助学大
行动由此开启。

“以我所有，助你所困。”在社会各界
的关注下，助学大行动赢得了积极响
应。一时间，少先队员捐出了零花钱，残
疾小伙捐出了打工钱，一批爱心企业家
慷慨解囊、捐资助教……一笔笔捐款如
点点星光汇集到一处，照亮了万千贫困
学子前方的路。

令人难忘的是，1994年3月的一天，
海南省人大19名白发苍苍的离退休老党
员聚在一起，他们中既有琼崖革命功臣、
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老战士，也有为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大半辈子的老干
部，他们作出了一项共同决定——为希望
工程交纳特殊党费。他们并不富有，却毫

不吝惜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时光荏苒，进入新世纪，就在海南希

望工程实施11年后——2003年，海南首
个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工程“有爱就有希望
——海南资助贫困大学生活动”推出，汇
聚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让优秀学生不再
因家境贫寒而与大学失之交臂。海南资
助贫困大学生活动，便是海南省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的前身。

“目前，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
成为我省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助学公
益品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海
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理事长羊光然说，
在团省委的指导下，海南希望工程将资助
贫困大学生的活动纳入其中。20年间，
我省困难学生的助学金额从起初的数百
元逐渐增加至5000元。

爱心熔铸“希望”品牌

“孩子，不要哭，叔叔送你去读书”。
1995年7月的一天，面对一双双渴望读书
的眼睛，与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工作
人员一同调研的企业家吴旭当场决定资
助1000名失学儿童。

耄耋老人曹绍烈，省吃俭用每月拿出
退休金，21年如一日，已为58名贫困学子
捐款56万余元。曹绍烈说：“我愿奉献自
己的爱心，直至离开人世为止。”

2006年，金鹿集团与海南省青少年
基金会携手设立的“金鹿农机助学基金”，
成为我省本土企业在海南希望工程设立
的第一家专项助学基金。

海南省军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
会、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以及庄炳聪，郑灶文、张学丽
夫妇等31家爱心单位（爱心人士）陆续设
立的长效基金，有力推动海南省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2008年至2022年连续15年筹
款额超千万元。

……
在海南，这样的爱心故事如同奔流不

息的万泉河水。希望工程助力琼州大地所
有的孩子拥有了同一片蓝天，困难学子的
心因此被照亮。他们正在用感恩的心回报
社会，延续这段难以割舍的“希望”情。

“希望工程在我困难之际向我伸出了
援助之手，在我的心中播下理想的种子。

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将这份爱与希望传递
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就读于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的梁安琦是一名孤儿，在去年9
月前往大学报到前，顺利收到了来自海南
希望工程的善款。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
他，如今正在尽力发光发热，志愿服务时
长累计超过900小时。

“如果不是希望工程的雪中送炭，我
很可能无法跨入大学校门，也无法通过公
开选拔的方式成为一名公务员。”2008年
获得资助的张慧琳，现任职于共青团儋州
市委员会。“我选择公务员作为终身职业，
是希望工程给予的动力，即为社会作出贡
献。这个职业，让我有充足的机会为青年
办实事、解难题。”

携手播撒希望种子

翻开海南希望工程成长记录，映入眼
帘的不仅有捐助者的慷慨解囊、受助者的
感恩回报，更有希望小学的接续贡献、乡
村教师的默默耕耘……社会各界的持续
接力，为海南希望工程注入了不竭动力。

1993年5月的一天，五指山腹地，黎
族苗族聚居区，村民们奔走相告：“我们的
孩子要有新学校喽！”在社会各界关注下，
红毛希望小学破土动工，仅历时一年多，
占地面积为370亩的崭新校舍拔地而起。

清晨的第一缕霞光掠过校园操场，教
室中传出朗朗读书声，希望小学里孩子们
的梦想被悄悄点亮，命运正在悄然改变
……从海南企业家冯驹捐建的我省第一

所希望小学被掀开红盖头的那一刻起，海
南希望工程注定又多了一个备受社会关
注的品牌资助项目。

当香港中业校友会捐建的陡水河希
望小学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落成的新
闻传回香港后，香港陈廷骅基金会、香港
益美工程（国际）有限公司等纷纷捐款，在
海南援建10多所希望小学。

用爱心铸造丰碑的还有艺术家、体育
工作者：著名表演艺术家王铁成在五指山
捐资援建“学周希望小学”，奥运冠军李
宁、李小双、郭晶晶等募集资金在东方市
援建“中国运动员希望小学”……

2019年，儋州市光村镇沙井福和希

望小学开学之初只有24名学生，为了让
孩子们就近上学，在校长王鹏的动员下，
4名教师加入其中。他们每天从9公里
外的光村镇中心学校出发，到希望小学
给孩子们上课。“我们要用知识改变孩子
们的命运，把每个孩子培养成才，同这些
孩子们一起，守护初心，追逐梦想。”这些
教师说。

海南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何坤介绍，如今，海南希望工程已建成
112所希望小学，让农村少年儿童与城里
的孩子一样，享受着丰富多彩、寓教于乐
的多元化课程，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阳光
雨露。

倾心助力“上好学”

蓝色的心形海浪上升起一轮朝阳，希
望工程的标志意为“托起明天的太阳”。
30年来，海南希望工程始终践行着初心：
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境困难而失去课堂。

一批困难学子的命运得以改写，贫困
地区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助人为乐的优
良传统持续弘扬……爱与希望的暖流在
琼州大地汩汩流淌，浸润心田。

2009年，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首
获省民政厅授予全省唯一一家5A等级的
公募基金会。同年，海南希望工程启动助
医计划，第一所希望卫生室在澄迈县永发
镇龙楼村落成并投入使用。2010年，海南
希望工程创办了海南第一所全免费的中职
学校——三亚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当脱贫攻坚的战役打响时，海南希望
工程铆足干劲超额完成团中央下发的“10
万+”资助任务。海南希望工程“实施教
育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案例被国务院
扶贫办评为“2019年社会组织扶贫50佳
案例”。

“百万爱心大行动”“1+1助学行动”
“志愿者劝募大行动”“爱心储蓄行动”“圆

梦行动”……海南希望工程探索、实践了
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公益理念、公益模
式，对我省公益文化的培育与传播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团省委的指导下，海南希望工程积
极推动市县（区）团委将其创办的“希望工
程办公室”依法注册为青基会或希望公益
服务中心，依法健全希望工程专业化实施
体系的改革工作已全部完成。截至目前，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成立了市级青少
年希望基金会，其余15个市县均已成立
县级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与海南省关爱留守儿童协会合作，对
留守儿童进行全面系统地救助；启动希望
工程助医项目，开展希望工程先心病患儿
全免费救助活动；开展希望工程职业教育
资助计划，为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提供
全免费的职业教育；向乡村学校选派志愿
者支教老师，为乡村学校充实优质的教育
资源……30年来，海南希望工程坚持线
上线下齐发力，不断创新筹款模式，拓宽
募款渠道，逐步扩大服务范围和实施领
域，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益生态圈”正在

日渐形成。
“30年来，海南希望工程的体系建

设、运作模式、品牌开拓、项目发展不断完
善，社会公信力和公益项目的服务能力和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共青团海南省委书
记陈屿表示，海南希望工程的实施主体海
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不断推进机构治
理体系的健全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的公益
理念，依托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
道等平台，不断创新项目设计，探索多元
化社会动员方式，形成了良好的项目落
地、执行管理等机制，为海南希望工程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东风浩荡春潮涌，扬帆远航正当时，
新时代海南希望工程吹起了开拓进取、创
新改革的号角。“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
筑梦大道”希望工程“筑梦公益一起来”
公益平台的建设开启了海南希望工程又
一轮爱心的征程。新时代海南希望工程
公益大行动已经启程，助学育人、希望同
行、紧急救助、“及时雨”救助等一批公益
项目将引领海南公益事业乘风破浪、一路
前行。 （撰文/沈安珈 文文）

构建“公益生态圈”

连续捐款多年的曹绍烈老人获评海南希望工程十大感动
人物。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常年支持海南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的爱心企业。

2015年7月17日，由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资助的琼中女足首获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2女
子组冠军。

关注海南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

海南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