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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爱心，寄托了孩子们的希望
� � 69 年前， 他们是解放军 62
军的战士，恰风华正茂，为解放
雅安浴血奋战；30 年前， 他们从
岗位上退休，在花甲之年怀抱初
心，开启了一段偕行希望工程的
路途；19 年前，他们重返雅安，在
古稀之年用历经 10 年存够的 20
万元捐建一所希望学校； 而今，
在希望工程启动 30 年后的今
天，他们又在耄耋之年践行“三
年计划”， 将爱心继续倾注进希
望工程。

他们是陈荣超、 杨玉仙夫
妇。 风华正茂时，他们参军入伍
保家卫国，为革命事业倾力奉献
40 载，雪鬓霜鬟时，他们省吃俭
用捐资助学，为希望工程播撒爱
心 30 年。

陈荣超、杨玉仙夫妇与希望工
程的故事，还要从 1989年讲起。

1989 年，正是希望工程发起
实施的日子。

那一年，在革命岗位上工作
了 40 年的陈荣超、 杨玉仙刚刚
退休。

“感恩党，感恩解放军，感恩
人民，我们想继续我们的初心。 ”
怀着感恩的初心，陈荣超最初和
老伴儿杨玉仙商量资助家境贫
困的失学孩子，但偶然在电视上
看到一条关于希望工程的公益
广告，改变了二老的想法。

那是一张大眼睛女孩的照
片，眼神中流露着对于上学的渴
望。

陈荣超、 杨玉仙被深深触动
了，他们决定捐建一所希望学校，
让更多家境贫困的孩子受益。

“我们一了解，捐建一所希
望学校， 个人至少需要捐资 20
万。 20 万，对于我们而言简直是
一个天文数字。 ”陈荣超回忆说。

工作 40 年，陈荣超、杨玉仙
辛苦攒下的存款也不到 10 万元，
距离 20万元，还有着巨大差额。

然而， 既然下定了决心，陈
荣超、 杨玉仙没有动摇、 退缩。
“再苦再累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
杨玉仙说道。

从那时起，本该颐养天年的
宽裕生活， 因为省吃俭用攒钱，
变得异常拮据。

面对每月几百元的退休工
资，为了加快存钱速度，陈荣超应
聘到一个乡镇企业， 赚着每天 4
元钱的工资， 杨玉仙则返聘原单
位 5年，一点一点存起爱心款。

“存钱不容易，因为当时还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心愿，也
没对别人讲。 ”杨玉仙说，那时去
上班， 就是带个馒头就咸菜，大
人的衣服改小了再给孩子们穿。

对于陈荣超、杨玉仙夫妇的
“抠”，无论是同事朋友，还是邻
里亲戚，虽看在眼里，却始终无
法理解。

而这一切，只有两位老人心
知肚明，他们为的是一个藏在心
底的愿望。

攒够 20万，对于陈荣超、杨玉
仙而言，这的确是一场意料之中却
又意想不到的持久战、攻坚战。

意料之中， 是因为 20 万元
数额巨大，需要积沙成塔；意想
不到，是因为积攒的过程曾遭遇
几次“困境”，差点功败垂成。

陈荣超将其总结为“三个难
关”。“一是因为数额巨大，那么
多钱怎么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
去解决。 ”陈荣超说，另两个难关
则来自于家庭的变故。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陈荣
超、 杨玉仙夫妇儿子因病下岗，
秉持着“大家小家都要顾”的原
则，两位老人从自己身上挤出生
活费用来补贴照顾孩子，既帮助
孩子治好病， 又找了临时工作，
接济他们渡过难关。

1999 年，20 万元终于胜利在
望。 然而，这一次，陈荣超突发大
面积心梗，倒在了病榻上。

卧病在床，虚弱的陈荣超叮
嘱照顾自己的老伴儿，不许取出
存给希望工程的款项，并留下了
人生第一份遗嘱：遗产捐献希望
工程，遗体捐献医学研究。

陈荣超说，这是他作为一名
老党员的最后一笔党费。

终于，经过一番抢救，陈荣
超与死神擦肩而过， 转危为安。
陈荣超说， 他患病时曾感觉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病好后则要
“不待扬鞭自奋蹄”。

2000年，是雅安市解放 50周
年。对于这片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陈荣超、 杨玉仙怀有深深的眷恋
之情，称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陈荣超回忆说，在解放雅安
的战斗中， 他不幸染上恶性疟
疾，发热时高烧不退，发冷时又
全身抖个不停，是负责照顾他的
老乡何婆婆为他端水送饭、喂汤
喂药，经过悉心照料，硬是将他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对于老区人民的感恩之情，
数十年没齿不忘， 也促使陈荣
超、杨玉仙将心回馈。

于是，通过四川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和四川省雅安市地方
政府的协助，陈荣超、杨玉仙将
首所希望学校选定在雅安市芦
山县龙门乡一个偏远的山区。

经过数月紧张施工，2000 年
10 月， 一栋 1700 多平方米的崭
新四层教学楼落成于邛崃山麓、
青衣江畔。

落成典礼那一天，一个孩子
抱着陈荣超哭泣道，“爷爷奶奶，
今后我们再也不用在不避风雨
的教室里上课了。 ”听着孩子的
哭诉，陈荣超、杨玉仙也是热泪
盈眶。

新学校命名为“晨阳希望学
校”。 陈荣超说，校名的寓意，其
一是指早晨的太阳， 代表希望，
其二是取自陈荣超、杨玉仙的姓
氏谐音，以作纪念。

完成了捐建希望学校的心
愿，陈荣超、杨玉仙却并没有停
下倾心倾力希望工程的脚步。 时
隔 5 年，两位老人再次拿出刚攒
够的 20 万元， 在内蒙古乌兰浩
特市义勒力特镇捐建了第二所
晨阳希望学校。

从 2006 年起，陈荣超、杨玉
仙夫妇开始着手捐建爱心书屋。
陈荣超说，“捐建爱心书屋周期

不用等那么久，每攒够两三万元
就能建一个，我们会根据需要选
购 3000 册图书。 ”

如今， 在老少边穷地区，在
长征路沿线，陈荣超、杨玉仙已
经捐建了 39 所爱心书屋。

而迄今为止，两位老人已经
累计捐资 130 余万元，先后资助
48 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为了播
种希望，他们几乎倾囊捐赠了一
辈子的积蓄。

陈荣超、杨玉仙还不顾年迈
定期回访。 今年 8 月，两位老人
刚刚返回芦山晨阳希望学校一
趟，去了解学校建设，奖励优秀
师生。

杨玉仙说，芦山晨阳希望学
校，自挂牌以来他们已经回访了
28 次，位于乌兰浩特的晨阳希望
学校，也去过了十几次。 39 所爱
心书屋，他们回访了 20 所，19 年
间， 共奖励教师 90 余名、 学生
600 余名、学生家长 100 余名。

时光易逝。 伴随着希望学校
和一座座爱心书屋的建成，是两
位老人渐趋年迈。

为了未来不留遗憾 ，2018
年，已近 90 高龄的陈荣超、杨玉
仙在党的生日那一天制定了新
的“三年计划”，以迎接 2021 年建
党 100 周年。

“三年计划”中这样写道：为
四川凉山、 甘孜和雅安等地八所
学校捐建爱心书屋， 计划捐书约
两万册； 回访十四所建有爱心书
屋的学校，奖励读书之星、优秀学
生、书香家庭和模范家长；以“喜
迎建党 100 年，深情颂党恩、坚定
跟党走”为主题，同学校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师生代表互动，用我
们入党 60 多年的亲身经历和大
家交流；采用多种形式，在当地进
行“我的家乡谁解放、当好革命接
斑人”的传统教育……

陈荣超说，制定“三年计划”
的根本目的就是“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多年来，陈荣超、杨玉仙先后
获得中华慈善奖、 首都十大公德

人物、 全国军休系统先进军队离
退休干部、北京榜样等多项荣誉。

如今，在陈荣超、杨玉仙夫
妇与老区孩子们之间已经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 在老人家里，珍
藏着孩子们为老人制作的一本
本相册和一封封书信，照片上的
镜头记录着一个个温暖的瞬间，
书信上的文字则承载着孩子们
的感恩和祝福。

一次， 芦山晨阳希望学校的
孩子们来北京看望陈荣超、 杨玉
仙， 特意从田地里摘了新鲜的棉
花和野花，扎成花束送给老两口。

看到野花很快干枯了，两位
老人就用塑料袋把花包了起来，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得好好保
留。 ”陈荣超说。

难能可贵的是， 陈荣超、杨
玉仙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
儿孙们对于希望工程的了解和
参与。

“我的两个外孙女放假经常
回来看我，我会带着她们俩一起
去看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杨
玉仙说，孩子们在艰苦环境下依
然渴望读书、 渴望知识的精神，
让外孙女深深为之感动。 回家
后，外孙女主动将自己积攒的零
花钱寄过来， 捐给希望工程，传
递爱心。

如今，希望工程走过 30 年，
陈荣超、杨玉仙夫妇也尽己之力
投入、参与了 30 年。

今年 11 月 20 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寄语希望工程时强调：全
党全社会要继续关注和支持希
望工程，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
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温暖，努力成长为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此，陈荣超、杨玉仙夫妇
深有感触。“前 40 年保卫国家，
后 30 年播种希望， 除了物质上
资助孩子， 更多是要做好传承，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后继有
人。 ”陈荣超说，“在入党申请书
上曾有一句话：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身。 ” （据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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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陈荣超、杨玉仙会经常翻看孩子们给他们制作的相册（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川/摄） 老区孩子们给陈荣超、杨玉仙写了很多祝福卡片（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