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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 施杨彪及其职工已累计向席桥中心小
学捐资188万元， 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资助留守贫
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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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区席桥镇教育总校关工委借助招商引资之机，成功引来上海一位富有爱心的慈善老板——
—
上海量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杨彪的长期捐助。 十年来，施杨彪及其职工已累计向席桥中心
小学捐资188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资助留守贫困学生。 他的善举，如屡屡春风温暖着无数席桥
人民；他的善举，如涓涓细流滋润着届届席小
“幻苗”成长。 ■

“

招商引资，引来老板捐资助学

2007年春， 席桥镇教育总校关工委
从驻沪招商引资人员处获悉： 上海量健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杨彪的父亲
施启辉，早年下放席桥时，曾在席桥镇中
心卫生院工作多年； 施杨彪是一位热心
公益、关心教育的爱心老板，对席桥这片
土地怀着深厚的感情。
席桥镇教育总校关工委于当年4月
中旬和“
五·一”期间，先后邀请施启辉老
先生的好友李冰清女士赴沪登门拜访，
并请老先生抽时间回席桥看一看。 通过
几番接触，同年5月下旬，施杨彪董事长
亲自来席桥进行考察， 看到席桥镇中心
小学校舍设施陈旧、 教学用房非常紧张
的情况。此后，总校关工委又多次去上海
找施杨彪沟通交流。
施杨彪先生决定， 把席桥中心小学
确定为“量健希望小学”来资助，先捐资
60 万 元 新 建 一 幢 1600 平 方 米 的 综 合
楼——
—启辉楼，解决该校校舍紧张问题。
启 辉 楼 于 2008 年 底 破 土 动 工 。 2009
年——
—2011年， 量健公司连续三年每年
又捐资10万元用于解决综合楼建设资金
不足问题。 启辉楼2011年初竣工并投入
使用。2012年—2017年，量健公司每年都
捐助10万元，为该校援建了“量健情”爱
心食堂、改造了学校大门、新建了门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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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室和校园护栏等。
据统计，从2008年—2017年10年间，
上海量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计捐资
150多万元，支持该校建设，彻底改善了
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变了学校面貌。

牵线搭桥，真情温暖贫困学子
2011年暑期， 当施杨彪先生从席桥
镇教育总校关工委负责人口中了解到席
小学生中有八成是留守儿童、 不少是贫
困学生、有人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时，随
即决定每年对该校留守儿童和贫困学子
开展送温暖活动。
施杨彪于2011年9月30日，亲率公司
员工及公司VIP客户一行150余人来到
席小，举行了一个盛大的“
上海量健希望
之旅”资助活动。该公司27名员工分别与
27名特困生进行了结对帮扶， 为他们送
来文具和学习用品， 并向每人资助1200
元现金，还向校图书室捐赠1000册图书。
施杨彪当即表示： 今后每年都给每位特
困生1200元的助困金。
2012年6月1日上午， 席小校园内又
举办了一场“量健情”资助活动，资助对
象由上年的27名学生增加到48名， 资助
金额仍为每生每年1200元。 2013年—
2017年， 上海量健公司根据学校摸排和
申请情况，分别资助56人、76人、55人、48
人和46人， 每生每年资助金额均为1200

元。迄今为止，量健公司资助该校特困学
生和留守儿童共计300多人次，累计金额
达38万余元。

爱心护航，激励学子奋发前行
上海量健公司的无私捐助和默默关
爱， 为受助孩子们解决了学习和生活上
的后顾之忧， 使得他们能安心地完成学
业， 许多孩子在学校的行为表现明显转
变，学习成绩有较大进步。
受助的学生中有50余人先后或多次
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
员”和
“校园十佳少年”；在近年小学升学
考试中， 六年级学生高梦凡同学考入淮
安市开明中学， 陈嘉怡同学考入淮安外
国语学校，祁成璐、张茂、居灿、朱恒等先
后被淮安市文通中学录取，纪雨露、桂心
安等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淮安市周恩来
红军中学。
这些优秀的受助学子对上海量健公
司的无私捐助和关爱充满感激之情和感
恩之心。陈嘉怡同学在一篇作文中写到：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离不开上海量健
公司的无私奉献和关怀， 我必将努力学
习、积极进取，回报量健。长大后，我也将
努力造福社会，将上海量健公司的“
爱心
事业”接力和发扬下去，帮助更多需要的
人，让我们的世界到处充满阳光和爱。

SHI JUE XIN WEN

1月8日， 江苏省公路管理局
专程到淮安开展“送温暖”活动，
走访慰问淮安区公路管理站困难
党员、困难职工、失独职工家庭，
把组织关怀、 党的温暖送给需要
帮助的人。 图为慰问人员上门看
望身患肺癌的朱建花和患脑萎缩
的马文祥夫妇，并送上6000元慰
问金。 ■

建堂要霖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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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 淮安供电营业部副总
经理徐顺刚、 楚光农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宗立一行亲临建淮供电所， 参加基层
供电所安全活动。
在听取供电所2017年安全工作汇报
后， 宗立强调了当前主动做好用户安全
管理的重要性，要求供电所深入街道、社
区广泛进行安全宣传，做到履职到位、提
醒到位、巡视到位、排查到位、督查到位、

整治到位； 对2018年安全工作要培养五
种能力，即：安全履职能力、基础管理能
力、风险防控能力、隐患整治能力、应急
实战能力。
徐顺刚作了四点强调： 强化设备运
维管理，严防外力破坏；强化设备安全管
理，防止设备超重载和低电压现象发生；
强化春节保电服务工作、 将服务重心前
移；强化首保人身安全，天寒地冻，无论
报修还是日常各项工作，要做好防滑、防
冻、防摔跌工作，确保自身安全。

入冬以来，冰雪等恶劣天气增多，对道
路交通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为确保冰雪等
恶劣天气条件下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
淮安区交警二中队未雨绸缪，全力迎战。
该中队制订处置预案， 积极落实雨、
雾、冰、雪等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措施，
做到早预警、早预防、早行动、早处置；积极
备足防冻防滑物资，在桥梁坡道堆放黄砂、
石子等防滑材料， 在队部储备大盐等融冰
化雪物资；实行战时勤务，中队领导带班，
除正常值班警力外， 备勤警力全部吃住中
队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发生险情，确保队伍
）
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

李龙柱郎钟鸣

楚州中学做好新增
校级特困生认定帮扶工作
连日来， 楚州中学认真做好一年一次
的新增校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审批
工作。
该校严格确定认定范围， 重点困难家
庭孩子重点照顾。该校严格申请资助程序。
他们落实好对校级特困生的资助政策：一
方面免除特困生在校三年学习期间每学期
的代办费， 另一方面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
等资助。该校建立特困生档案资料库，对受
助特困生进行动态管理，跟踪服务，当贫困
生毕业后， 将贫困生的资料推荐给所在院
校，使其完成基本学业。该校本次认定帮扶
（
）
的新增校级特困生共有70人。

金国春

淮安区交警五中队
全力保畅通
视觉新闻

淮安供电营业部领导深入基层抓安全

淮安区交警二中队
未雨绸缪迎战恶劣天气

连日来，淮安区雪后道路结冰严重，为
维护正常行车秩序， 有效预防交通事故和
交通堵塞， 淮安区交警五中队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全力投入到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中。
该队全力做好辖区防堵工作， 所有值
班备勤民警、 队员全部到辖区路面， 在路
口、弯道、桥梁等交通事故易发路段定点执
勤，并重点加强了对路口、学校、大型商业
网点等易堵地段的疏导力度； 加强路面巡
逻管控， 执勤民警分段负责， 加大巡逻力
度，并增设临时岗执勤；做好民警自身安全
防护，全体执勤民警、队员按规定操作，确
保自身安全。
(
)

张杰钟鸣

博里镇教育系统
举行教师诗词创作赛
为了将学习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推向深入，昨天起，淮安
区博里镇教育系统利用该镇诗教
文化深厚之优势， 面向教师开展
“学习十九大，唱响中国年”诗词
竞赛活动。
竞赛向全体教师征稿，在
2018年元月底截稿， 届时将评出
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
（
）
八名。

博讯

前天上午，淮安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积极参与在漕运广场举行的“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110守护新时代美好生活”
主题宣传活动，共接待群众出国境旅游、劳
务等咨询30余人次，向群众散发各类宣传
■
材料12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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