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叫陈荣超，今年 70 岁，现
在是北京市丰台区军队离退休
干部第十三休养所军休干部，我
时常牵挂着我在解放地的晨阳
希望学校。 四川省雅安市龙门
乡，就是我当年为之浴血奋战的
地方， 我对这片土地充满着挚
爱。

60 年多前， 当时还不到 20
岁的我在四川入伍，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但还有部分地方
亟待解放。

1950 年 1 月，我和杨玉仙所
在部队奉命“进军西康，解放西
康”。 在雅安，我和杨玉仙两人从
相识到相恋，并肩战斗。

我的前大半辈子都奉献给
了革命， 后半辈子就献给教育。
我和老伴先后拿出毕生积蓄数
十万元，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龙门乡和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义
勒力特镇建起了两所“晨阳希望
学校”，我于 2005 年获得首届中
华慈善奖， 老伴获得了 2008 年
的中华慈善奖。

在这次雅安芦山地震中，四
川芦山县龙门乡晨阳希望学校
有所受损， 那是 10 年前我们用
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20 万捐建
的，所以谢绝了身边亲戚朋友的
好言相劝，我俩执意要到学校看
看。

2013 年 5 月 30 日这一天，
我们终于站在了学校的操场上。
站在这里，我想讲讲我和老伴与
这所希望学校的不解之缘。

梦难圆

说起我的建校梦，这还要将
时间拉回到 20 多年前。 那是在
1991 年一天的晚上，我和老伴早
已办理退休在家休养，电视里一
则公益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广告中播放的正是在“希望工
程”那个大眼睛女孩儿，她手中
攥着笔头渴望上学的眼神看着
让人揪心。

这幅照片当时影响了很多
人去做公益，其中就有我俩。 我
们从小就是依靠国家，在军营里

面成长锻炼，现在有点积蓄也想
着回报国家。

当时首先想到的还不是捐
建学校，而是想去资助一些贫困
地区的学生，但随后觉得可能这
个想法有些狭隘，因为在解放西
康后，我们随着抗美援朝的部队
撤出了四川芦山县龙门乡，但有
的战友就牺牲在那里，也有些就
留在了当地，他们后代就一直在
西康成长和发展，我和老伴商议
后还是觉得在当地建立一所学
校比较合适。

当时仅仅是坚定这个想法，
没想到真正实施起来还是会遇
到很多困难的，但是那时候我们
想着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当
地这些孩子们，就一定要将龙门
乡的这所学校建起来。

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政策，根
据当时国家的相关政策，捐建一
所希望学校个人最少需要投资
20 万，政府再出资 20 万，这样总
共 40 万就能建成了。 但是那时
候，20 万对我们靠拿退休工资的
俩老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我们从
1991 年看到希望工程广告开始，
近十年间省吃俭用攒下 10 多
万，还不到 20 万，我也咨询过，
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希望学校挺
多手续都没法完成。

时间到了 2000 年正月，经
过和当地政府多方协商，决定如
果捐建费用上没有问题，就可以
在当年的正月十五日签署建校
合同，就在此时，不知是我建校
心切还是其他原因诱发了心肌
梗塞。 当时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
书，也没啥准备，不过心里早也
做了万全的准备，我把老伴叫到
床边对他讲，如果我走了，你一
定帮我们完成心愿，将遗体捐给
国家进行科学研究，将积蓄捐献
给希望工程。

转机

没办法，眼看着合同因捐资
不足而无法签署，建校梦即将破
碎，老伴赶紧给当时我们单位中
国兵器集团总公司打电话，看能

不能想办法。 当时的领导特别支
持我们这一想法，赶紧从单位财
务借款 10 万元给了我们用于学
校建设， 这点我一直心存感激。
就这样我们顺利凑足了 20 万元
和当地政府在 2000 年正月十五
日前签署了建校协议。

也许是我放不下亲眼见证
这个学校诞生的梦想，经过医院
的全力救治和老伴家人的精心
照顾，两个月后我的病情又奇迹
般地由忧转良，这也许是老天对
我要完成建校梦想的最好回报，
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俩建
校的初衷。

2000 年 10 月， 一座占地
1743 平方米的白色四层教学楼
在四川省芦山县龙门乡建成了，
当地政府将学校命名为“晨阳希
望学校”。 这个名字，既取了陈荣
超、 杨玉仙我们俩姓氏的谐音，
又象征着学校向初升的太阳朝
气蓬勃。

希望学校在当年建成，顺利
开学。 开学那天，我们和当地龙
门乡适龄入学的孩子们一同感
受了校园文化的洗礼，我深知在
我们 50 年前解放的这块土地上
建设一所学校，对于生长在这片
土地上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
么，这意味着他们有着和在校园
里读书的孩子们一样有着公平
赛跑的机会，这种机会今后会指
引并改变孩子们的一生。

两次强震中的希望学校

我们是早上乘坐的第一班
航班从北京到成都，然后再经过
3 小时车程到的龙门乡晨阳希望
学校。 我和老伴每年都要来学校
看看，顺便带来一些必要的教学
用品。 别看这所学校现在面积这
么大，它已经是经历两次地震的
大考， 每次震后我们都非常揪
心，总想赶着第一时间到这里来
看看，十年前我们种下的一颗种
子，如今已经枝繁叶茂了。

在 2008 年“5·12 汶川地震”
发生时，我们俩当时就在四川的

一所小学与当地教育局领导商
讨在该校建立爱心图书室事宜，
当天下午 14 点 28 分，房间开始
剧烈摇晃，我知道这是地震了。

当我们在震后几日赶到龙
门乡的学校时，看到的是一个个
的帐篷，孩子们都在帐篷里面学
习和生活，那时候也正值夏季刚
到，气温有些偏高，看到孩子们
在帐篷里学习的劲头，心里很是
欣慰但也有些心酸。

五年后的今天，2013 年 5 月
30 日，我和老伴来到经历过 2 次
强震的晨阳希望学校，看到部队
为孩子盖起了板房学校恢复教
学， 孩子们从 08 年重建的教学
楼中搬到板房学校后仍然精神
抖擞， 乡上有的教师住房坍塌，
但他们情绪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从北京中科院来的精神干预专
家也在学校开展积极心理干预
和疏导，我们很欣慰。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欣慰的
是， 有两个当初我资助过学生，
即将从四川内江师范大学毕业，
他们中已经有一个孩子表示希
望回到芦山中学实习，完成实习
后就到曾经她就读的晨阳希望
学校来教书，回报社会。

说起今年的芦山 7.0 级强
震，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 我们
俩在今年 4 月中旬就准备来龙
门乡晨阳希望学校看看， 但当
时单位临时通知我们参会，主
要是老伴获得了第八届中华慈
善奖。4 月 19 日参加完表彰，20
日早晨我们就知道四川芦山地
震，当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通
过新闻报道得知震中正好在龙
门乡，我们当时心里非常着急，
只想着赶紧能跟学校联系上，
但是当时通讯受阻， 怎么都联
系不上学校。

过了三天后， 通讯逐渐恢
复，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
信，这正是晨阳希望学校主任发
过来的， 只有 4 个字“没事，谢
谢！ ”，我们心里才稍稍放心。 后
来校长也发来邮件，“2 名学生遇
难、2 名学生受伤 、5 名老师受
伤”， 告知了师生伤亡和学校受
损情况。

现在中考已经结束， 我希
望晨阳希望学校的孩子们都能
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 继续学
业， 我们也将和他们共渡震后
的难关。

“

”

你听，铃声响了，5
月 30日这一天上午的
课程结束了，孩子们兴
高采烈地从板房跑出
来， 阳光有些刺眼，孩
子们大多低着头快速
从我们身边跑过。我想
他们之中肯定很多人
都不认识我俩，但我俩
知道他们有着一个共
同的身份，晨阳希望小
学的学生。

■ 陈荣超 口述/张明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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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地与我的助学梦

更正说明

第 116 期， 总第 2560
期《公益时报》第 9 版“保护
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
表处（2012）年度工作报告
摘要”中“基金会注册机关”
显示内容有误， 现更正为：
基金会注册机关———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州政府。

地震后晨阳希望学校在板房中迅速复课

� � 陈荣超和杨玉仙两位老人在部队中相识相恋、并肩战斗，携手
走过 60 多年，捐建希望小学又成了两人晚年共同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