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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老教师为困难学生捐赠39万元

赵栋贤：“这一生为教育而来”
李靳 张斌 本报记者 鲁磊 （图片由苍溪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提供）

亲爱的儿子：

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你就要参加高考了。虽然你

还有半年才满18岁，但今天也将与同学们一道参加成

人礼，爸爸妈妈和所有的亲人都为你高兴、向你祝福，

祝你在即将开启的人生旅程中健康快乐、平安顺利、心

想事成！

记得6年前，你刚上初中时，爸爸妈妈也给你写过

一封信。当时，我们表扬你爱学习、善思考、懂礼貌，同

时也指出了你磨蹭、邋遢、粗心的毛病。如今6年过去，

你将优点发扬光大，成了班级和学校的学习标兵。虽然

仍有些缺点，但总体上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内涵、有形

象、有主见的男子汉。爸爸妈妈为你的成长进步感到欣

慰，特别是妈妈，每天起早贪黑为你洗衣做饭，不过再

苦再累我们也觉得值得。

古人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加冠。17岁的毛泽东，

已经拜别父母，走出韶山冲，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

不成名誓不还”的铮铮誓言。差不多同样年龄的爸爸妈

妈，已经考上师范，跳出“农门”。如今你也走到了这个

人生旅程的重要节点，过了这节点，你将更加独立自主

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体验“海阔凭鱼跃、天

高任鸟飞”的豪迈与激情。借此机会，爸爸妈妈要对你

再提几点希望：

要踔厉奋发，做笃行不怠的人。成年人的言行，应

是“自觉”而非“自发”的。作为“00后”，你是幸运的一

代，你们赶上了国家繁荣富强、个人大有可为的好时

代。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竞争空前激烈、形势严峻复

杂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往后的

你，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安守本分，将大学生活作为

人生新的更高的起点，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自觉学习，

主动学习，圆满完成各项学习任务。不能将上大学、找

工作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要争取到更高一级学校深

造，将来在更高平台、更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实现人生

的价值。要活到老学到老，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

最好。

要知重负重，做顶天立地的人。成年人尤其是成年

男子的肩膀，将扛起事业和家庭的重担。大学期间，你的

吃穿用度，父母将不遗余力、全额保障。但你不要忘记自

己是农民的后代、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真正养成勤俭

节约、量入为出的好习惯。同时要认真思考、科学谋划自

己的职业生涯，确定一个适度超前、通过努力可以实现

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将来无论就业还是创业，都要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热爱劳动、辛苦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凭真本事吃饭。要以经济独立、思想独立谋

求人格独立，为你爱和爱你的人撑起一片蓝天。

要慎初慎微，做行稳致远的人。俗话说，小心驶得

万年船。年满18周岁的公民，将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往后的你，要一日三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违法乱纪的事情坚决不能做，违背职业道德、社

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事情坚决不能做。要牢记“清白传

家”的祖训，谨小慎微、慬言慎行，时时处处存戒惧、守

底线，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和自觉。“壁

立千仞，无欲则刚”，面对不良诱惑，要耐得住寂寞、稳

得住心神，不畏浮云遮眼。不求平步青云，但求水到渠

成；不求飞黄腾达，但求问心无愧；不求一时虚名，但求

一生平安。

要知恩感恩，做有情有义的人。国无德不兴，人无

德不立。往后的你，要继续保持一颗纯洁的心、善良的

心、谦恭的心、感恩的心，善于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特

别是与老师、同学、亲人和朋友的关系。老师是你的人

生导师，要保持联系，经常问候，定期拜访，执弟子礼；

同学和朋友是你的终身财富，要以心交心，以诚相待，

相互照应，必要时吃点亏、让个步，共同呵护友谊之树

长青；亲人是你的血脉根源，要传承弘扬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的传统美德。我们未来的儿媳妇是你的终身伴

侣，要静待花开，相信缘分，慎终如始，表达感情要用语

言、有行动，重要时刻要有仪式感。

要阳光自信，做笑傲人生的人。自知者明，自信者

胜。成年以后，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代将成为美好的回

忆。往后的人生，有如一道弯弯曲曲的河，有激流也有

险滩，不可能一帆风顺。往后的你，不可避免会遭遇挫

折，经受打击。要善于调整心态，冷静思考，做到每临大

事有静气。要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淡定，也要有退

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的豁达，要相信失败是

成功之母，明白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道理，坚信“阳光

总在风雨后”。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絮絮叨叨说了这许多，希望你认真研读，身体力

行。再过几个月，你将告别父母，离开家乡，走进大学的

殿堂。希望你怀揣梦想，带着父母、亲人和朋友的牵挂，

坚定执著，勇毅前行，开创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并期

待早日“如闪电般归来”！

儿子，加油！

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2022年5月7日

“小杨，农村娃儿上大学不容易，一

定不能放弃哦！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

法。”想到当年赵栋贤慷慨解囊资助自

己完成学业，如今已是中山大学教授的

杨奇林都会热泪盈眶。他说赵老师的鼓

励，是他一生中听过的“最动听的声

音”。

学生时代的杨奇林，因为父亲亡

故、母亲生病、兄弟残疾，几度走到了辍

学的边缘。每当“山穷水尽”之时，“赵老

师和苍溪县关工委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让我心无旁骛地读书。从兰州大学、北

京大学、中科院，到清华大学、中山大

学，我走到哪儿就帮到哪儿，我今天的

成绩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和付出。”

1991年，退休后的赵栋贤来到苍溪

县关工委，发挥余热。

担任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期间，

他看到不少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和

读书成才失之交臂，便提出了关心下

一代工作“科学理论领在前”“调研工

作走在前”“关爱工作干在前”“特困

学生帮在前”四个“在前”工作思路，

并发起成立了“救助特困学生基金”，

带头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 3 万元作为

启动资金。

赵栋贤还上广元、下南充、去成都、

到北京募资，无数爱心人士被他的执著

感动。当年，他便筹集善款200多万元，

帮助100余名残疾、生病、特困学生继续

学业，还帮助薄弱学校修建了学生宿

舍，改善办学条件。

在赵栋贤和苍溪县关工委的帮助

下，近年来，全县有1000多名像杨奇林

一样的困难学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看到家乡后生走出大山、学业有成，

赵栋贤甚是欣慰，资助学生的劲头更足

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热烈的掌声中，赵栋贤颤巍巍地接过苍溪县委、县政

府授予的牌匾。“人民币来自人民，最后也要用于人民！”赵栋贤幽默的发言，让在座师生时而

忍俊不禁，时而热泪盈眶。

4月25日，苍溪县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会上，93岁的退休老教师、原苍溪县师范学校

校长赵栋贤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去年以来，他两次累计向困难学生捐款390452.56元，

设立“良才奖”，这也是苍溪县关心特困学生协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数额的个人

捐款。伴随着经久不息的掌声，深受触动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现场捐款近万元，

“我是一名有着68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生教书育人，我就是为教育而生的。”赵栋贤说，

自己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最好的投资是教育，我捐

出毕生积蓄，就是为了帮助困难学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让更多有识之士关注支持教育。”

93岁与39万元

最好的投资是教育

我喜欢逛超市，丰富的商品

让我流连，而作为一个主妇，瓷

器、餐具区更是让我忘返。在精

美的餐具卖场里，自然少不了儿

童餐具，颜色、图案、造型，鲜艳

可爱，吸引着我驻足欣赏。

可是我发现，儿童餐具绝大

部分采用的都是不易碎材质，五

花八门的材质说明里，都标榜

“安全，无毒”。我相信随着科技

的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安全无

毒，可是我却不赞同给孩子用摔

也摔不坏的餐具。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下手没

有轻重，而把陶瓷、玻璃物品收

藏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再把孩

子用的碗盘、水杯、汤勺，通通换

成不锈钢、塑料等不易碎的。这

种担心我也曾有过，但是当孩子

发现碗、水杯即使掉到地上也不

碎的时候，之后吃饭时会更加漫

不经心、粗暴地对待它们，随意

地推来推去，甚至扔过来扔过

去。

有一次，我买了一个漂亮的

咖啡杯，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慢

慢饮。儿子看到了，非要喝不

可，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个

杯子很贵的，掉地上就碎了，一

定要轻拿轻放。儿子若有所思

地点点头，只见他端坐在桌子

旁，轻轻地用两只手拿起咖啡

杯，“优雅”地呡了一口。

我心里一动，忽然之间若

有所悟，如果大人总是从方便

角度考虑，给孩子用不易碎用

品，孩子很难有意识地控制自

己的行为，更不会想到为自己

的失误和过失负责。与其禁止

他们碰易碎品，不如教他们用

好易碎品，只要我们大人在一

旁用心观察保护，还能让孩子

练习精细动作，提高他们的智

力水平。

孩子天生对日常用品感兴

趣，我们小的时候也一样，爱往

厨房跑，爱碰那些神秘的锅碗瓢

盆，爱自己动手倒水、切水果，但

总是在母亲一声声的斥责下，不

情愿地离开。

人的天性决定了我们对有

秩序、真实自然、充满美感的事

物更有好感，比如拥有了一个漂

亮的笔记本，我们会尽量把字体

写得漂亮点，不舍得在上面乱写

乱花，仿佛只有充满情韵的诗才

配得上它的美。

给孩子挑几件美丽、干净、

适合他们尺寸的精美瓷器或玻

璃制品吧，递给孩子，告诉孩子

“要爱护它们哦！”孩子自然会加

倍小心，由此，从吃饭到日常生

活，一定会慢慢变得细致起来，

也能从中获得真正的价值感，形

成“我做到了”“我有能力使用

它！”的内在信念。

在没有身体伤害的前提下，

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和信任，让孩

子在有准备的环境下去实践和

反复练习，通过让孩子操作“真

实”的东西，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和对物的敬畏心。

30年与1000人

最动听的声音是关爱

苍溪县城嘉陵路老河街上，有一

处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由

于年久失修，墙面已很难看出本色。每

一栋房共8层楼，没有电梯，楼梯旁边

的铁栏杆已锈迹斑斑。

我们敲了敲3楼一间油漆斑驳的

小门，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开门迎接。

屋内，暗红色的木质座椅横靠在客厅，

上面铺着简易的布织靠垫，屋内家具

家电很少，整整一面墙壁被书架占据。

赵栋贤脚穿一双白底黑帮布鞋，

身着褐色衬衣，虽然陈旧，但干净整

洁。记者伸手向他致意问好，发现他的

袖口处已经毛边、遍是线头。

在交谈中得知，赵栋贤的两个儿

子、一个女儿都已退休，老伴去世 20

多年。他不愿跟子女同住，说习惯一人

独处，“吃得简单清淡，能写字看书，做

自己喜欢的事。”

赵栋贤的孙子赵全民也是一名教

师，他说爷爷生活非常节省，最大的爱

好就是书法，最大的开支就是买纸买

墨，“他用练字的纸绝不浪费，写了正

面又写背面，袖口的毛边就是练字磨

出来的。”

“每月的退休金、各级的奖励、撰

写稿件的稿费……”赵栋贤细数“巨

款”的来历。准备捐款前，他还专门召

开了家庭会议，“我对儿孙讲，自己命

运就是因为党的教育政策改变的，也

希望更多孩子的命运因教育而改变。

好在，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决定！”

赵全民说，爷爷年幼时家庭十分

贫困，上世纪 50 年代初，被选送到西

南人民革命大学（现西南政法大学）政

治教育系就读，1953年8月毕业后便

开始了教书育人的事业。在赵全民的

印象中，爷爷总是舍不得吃、舍不得

穿，帮助学生却不遗余力。“在他的影

响下，我们一家人都保持了节俭朴素

的作风，很多后辈都走上了教育岗

位。”

“我没有房产，现在住的这个房

子，已经租了 20 多年了，我是真正的

无产者，我感到光荣！”赵栋贤乐呵呵

地讲述着自己的生活，一旁的赵全民

却几度哽咽。

“我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践行

当一个彻底的无产者，所以生活中没有

那么多顾虑。”赵栋贤说，他现在正在写

自己的回忆录《奋斗，永远奋斗》，“如果

能活到100岁，我希望自己的书能写到

100万字。”

“奋斗，永远奋斗”，是赵栋贤一生

的真实写照。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

下，中学时第一个参加了共青团；高考

时，如愿考入重庆大学冶金系，梦想着

科技报国；后来，学校保送他到西南人

民革命大学政教系学习，他毫不犹豫接

受组织安排，与教育结下深厚情缘。

教育生涯中，赵栋贤辗转多所城乡

学校担任教师、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总结出首抓思想政

治、狠抓教学质量、必抓劳动教育的“三

抓”办学思想，每到一所学校，就办“红”

一所学校。

苍溪是革命老区，上世纪30年代，

仅有 20 余万人口的苍溪县就有 3 万多

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共有 2.5 万多人为

革命献出生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苍

溪，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迹和动人的

红色故事。

2013年，84岁的赵栋贤离开关爱工

作一线岗位，他仍然退而不休，做起了

“五老”志愿者，走进县内的中小学，给

师生们讲述“红色苍溪”故事。他拖着年

迈的身体，每年行程上万里，讲红色故

事，助学、劝学，苍溪的山山水水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

为了给青少年思想培根铸魂，赵栋

贤坚持每年写一个小册子，内容包含红

色故事、教育智慧、家教经验等方方面

面。他说，良好的教育不能单纯依赖学

校，要做到“三结合”：“家庭教育打基

础，社会教育优环境，学校教育育新

人。”

虽然年近百岁，但赵栋贤思路清

晰，不急不喘，“人要活得有精神，我之

所以没有老年痴呆，能基本正常读书写

作，应该同信仰有关、同学习有关。”他

说，“党的二十大就要召开了，到时，我

积极报名，争取成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员。”

100岁与100万字

最动人的文章是践行

给高三儿子的信
■ 杨驰云

2021年以来，两次累计向困难学生捐款390452.56元。

赵栋贤给学生讲述“红色苍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