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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老兵， 从四川雅安
到河北秦皇岛、 河南新乡、 湖北
襄樊， 辗转过很多地方， 退休前
却始终和妻子两地分居 ； 他是
“全国先进军休干部”、首届“中华
慈善奖” 获得者、“首都十大公德
人物”、“北京榜样”、 “北京十大
军休榜样”， 家中却陈设老旧没
件新家电； 他是走进贫困地区带
给孩子们求学读书希望， 在危难
来临时坚持守护震区孩子， 帮助
他们重建心灵家园的陈荣超爷
爷。 陈荣超今年87岁， 解放军装
甲兵指挥学院学员大 队 原政治
委员， 1988年退休， 现为丰台区
第十三军休所军休干部， 几十年
来， 他和老伴省吃俭用， 捐资助
学， 为贫困学子点燃希望之光！

退休后省吃俭用捐
建希望小学

1949年底， 16岁的陈荣超从
成都入伍， 比他小1岁的杨玉仙
也在广汉跟上了部队。 此时正值
进军大西南， 两个苦孩子和战友
们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解放雅安
7县 ， 并在此屯驻1年 ， 清匪除
霸、 建立人民政权。 随后， 陈荣
超写血书参加了抗美援朝， 杨玉
仙转业上大学进了军工厂， 直到
1988年离休。

本应安享晚年的老两口闲不
下来， 1989年从新闻上看到 “我
要上学” 的大眼睛女孩， 陈荣超
的心被触动了， 和老伴一合计，
决定把所有积蓄拿来办希望小
学 ， 帮助那些想要上学的孩子
们。 经过打听， 捐建学校至少需
要20万元， 但两人数十年的积攒
尚不足一半， 便千方百计省吃俭
用。 早饭馒头咸菜， 午饭一菜一
汤， 晚上面条稀饭， 一年不买一

件新衣， 连厕纸都用废报纸换。
1999年5月 ， 20万元目标已

近， 陈荣超却突发大面积心肌梗
塞入院抢救。 病危的陈老心中不
甘、 夜不能寐， 给老伴交待： 死
后遗产捐献希望工程， 遗体供医
学研究。 两个多月后， 陈荣超经
抢救转危为安， 两人立即商量启
动助学计划。

当年在雅安 ， 陈荣超发疟
疾 ， 是房东何婆婆端饭送药照
料， 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所以， 希望小学最终选址雅安龙
门乡， 他们曾在此战斗， 200多
名战友埋骨此处， 风雨飘摇的校
舍迎来雪中送炭 。 学校取名晨
阳， 既是两位老人姓氏的谐音，
又寓意初升的太阳， 1700多平方
米的四层楼焕发生机。

成功给了他们鼓舞， 老两口
商量， 再攒20万。 2005年秋， 第
二所晨阳希望学校在内蒙古乌兰
浩特耸立起来。 两所学校他们都
亲自选址、 调研、 监工、 追踪，
如今都成为当地名校。 陈荣超捐
建的学校和书屋都在老少边穷地
区， 多半以上都在红军长征经过

的地方， 陈老说 “当过兵的人都
对长征很有感情”。

助学20年累计捐资
百余万元

2008年5月12日下午 ， 陈荣
超夫妇正在雅安市荥经县荥河小
学同教育局领导、 学校领导商讨
捐建书屋事宜。 特大地震突然来
临， 陈荣超夫妇同领导、 教师们
飞奔各个教室， 以最快速度组织
孩子们撤离到操场， 由于处置有
力， 全校4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
当天， 单位领导和家人都打电话
催促他们火速回京， 但两位老人
坚持要留在余震不断的成都， 并
告诉有联系的震区学校师生 ，
“陈爷爷杨奶奶和你们一起抗震
救灾， 我们和你们的心永远在一
起。” 他们想方设法从出版社找
到百余册小学生救灾知识手册，
分别送到3所学校 。 儿童节前 ，
他们又选购了2800多册青少年读
物， 送给荥经县荥河小学的孩子
们，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
温暖。

这些年来， 陈荣超最感欣慰
的是看到学校一年年的发展变
化， 学生一批批的茁壮成长。 他
和老伴捐建的芦山晨阳希望学校
和乌兰浩特义勒力特小学， 从普
通的山村学校成长为教学质量和
学校全面建设都取得优异成绩的
当地知名学校。 从学校走出的毕
业生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
应有贡献， 有的成为大、 中、 小
学教师， 有的回母校任教， 有的
成为学校爱心天使， 组织师生在
爱心传递上做出良好成绩。 他们
捐建书屋的学校在开展读书活动
方面也成效显著， 多名学生在全
国、 省、 市、 县的读书活动中受
到奖励。 孩子们用一支歌表达对
陈爷爷杨奶奶的真情———“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

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 20
年间陈荣超夫妇数十次跋山涉水
赶赴学校， 查看建设工程质量、
看望师生、 关心孩子们成长。 他
们坚持捐资助学20年， 累计捐资
110余万元， 在四川、 内蒙建立
了2所希望学校， 为老区、 山区、
灾区的35所学校捐建爱心书屋，
先后资助48名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 他们的先进事迹， 受到了中
央 、 地方和军内媒体的高度关
注， 获得社会各界、 人民群众的
广泛好评。

制订“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三年计划

陈荣超常说： “老牛自知夕
阳短， 不待扬鞭自奋蹄。” 他和
老伴日前制订了 “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三年计划， 作为对党100
岁生日的献礼。

在落实三年计划的第一年 ，
他们在康巴地区、 凉山地区和雅
安市为4所学校捐建书屋， 共捐
赠图书11000多册 。 回访了已捐

建书屋的6所学校， 奖励优秀学
生、 读书之星、 书香家庭、 模范
家长等192名， 希望他们能在学
生和家长中发挥模范带头的表率
作用。

陈荣超夫妇的子女并不富
裕， 多年来捐资助学， 子女们渐
渐理解了父母对孩子和教育事业
的热爱 ， 让陈荣超夫妇欣慰的
是， 他们孙子辈的后代们也表示
以后要像爷爷奶奶那样， 投身公
益事业。

今年， 两位老人已经助学20
年， 陈荣超87岁， 杨玉仙86岁。
为了就近方便， 他们在成都找了
一家养老院， 当作 “前进基地”。

事实上， 他们的身体情况早
已不适合如此奔波。 陈荣超的心
脏下壁部分纤维化， 并伴有多器
官衰竭； 杨玉仙患有心衰， 后背
无法直起， 胳膊只能勉强抬到与
肩平齐……

“我们老两口都有一种紧迫
感， 怕自己坚持不到三年期满，
所以趁现在干得动， 能多干一点
就多干一点。” 杨玉仙说， 如果
在家闲着， 或者去医院躺在病床
上， 他们不甘心， 宁愿倒在捐资
助学的路上 ， 因为那是他们的
“战斗岗位”。

不久前， 又一次助学途中，
他们给家人留下遗嘱 ： “开春
后， 我们又要到山区为孩子们做
点实事了 ， 你们担心我们的身
体， 是对我们的关爱， 我们十分
欣慰， 现再一次表达我们的两点
想法： 第一， 万一在助学过程中
发生意外， 由我们自己负责， 这
是我们践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的誓言， 我们会含笑九泉。 二是
青山处处埋忠骨， 何必马革裹尸
还， 无论在何地去世， 遗体捐献
当地医学机构。” 朴素的语言里
饱含了老党员对教育和孩子拳拳
赤诚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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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威

赵鹏跃：电力战线绽芳华

陈荣超：为贫困学子点亮希望之光

提到电力企业， 我们想到的
是什么？ 是崇山峻岭上耸立的铁
塔？ 是延伸天际的根根银线？ 是
黑暗中的万家灯火？ ……供电企
业呈现给外界的， 都是阳刚的一
面。 然而， 在这个阳刚气十足的
企业里， 越来越多的女电力人通
过 不 懈 努 力 ， 在 各 自 的 岗 位
上 发 光发热 ， 将家国情怀和社
会责任这片 “天” 顶得更高， 托
得更稳。 国网顺义供电公司农电
中心主任赵鹏跃便是这群女性的
缩影。

嗓门大、 工作细， 泼辣胆大
干实事， 说到这些特点， 顺义供
电公司的员工都会想到赵鹏跃，
她是这条 “钢铁战线” 上少有的
女性。 工作泼辣， 务实细心， 敢
说敢干 ， 始终一股不服输的劲
头， 是她的人物标签。

当记者问到刚上任时候是什
么心情， 赵鹏跃脸上却掠过一丝
尴尬， 坦言道： “我是文科女 ，

又 一 直 在 管 理 岗 工 作 ， 对 于
一 线 业务知识和人员都比较生
疏。 顺义辖区内的供电所所长又
都是男同志， 突然来了我这个女
主任， 还是很担心大家一时不能
接受我。”

面对这些困难 ， 能不能服
人， 行动说了算。 上任的第一时
间， 赵鹏跃就走遍了十多个供电

所， 在了解了基层供电所现状和
员工实际需求的基础上， 对农电
队伍的299人的基本信息进行了
统计和梳理 ， 一切做到心中有
数。 “不参与一线工作， 就永远
不会知道事情操作的步骤、 花费
的时间， 就做不好管理工作” 为
了尽快熟悉业务知识， 她跟着员
工一起下现场工作， 一起入户调

研。 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获得了
领导和员工的一致认可。

工作中， 赵鹏跃带领着供电
所员工服务地区， 保一方百姓用
电安全。 电网运行、 低压线路表
计抢修、 地区优质服务、 电力志
愿服务 ， 样样不落空 。 与此同
时， 她发挥女同志细致入微的特
质， 倾心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
环境 。 “这两年公司号召打造
‘全能型’ 乡镇供电所， 我就想
供电所的全能， 追根究底是人的
全能。” 于是， 赵鹏跃带着19位
所长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员工培训
竞赛工作。 从前期为员工正向引
导， 鼓励大家报名参加； 到中期
绞 尽 脑 汁 协 调 车 辆 、 物 资 等
帮 助 员工顺利完成学习 ； 再到
后期制定奖励机制。 短短一年的
时间， 农电员工申报职业技能鉴
定技师等级的人数就从12人一跃
增至64人。

很多时候， 大家会粗暴解读
“女强人”， 认为她们只顾事业不
顾家庭， 而赵鹏跃就选择了 “逆
流而上” 不认 “怂”。 她每天应

对着紧张忙碌的工作， 依旧有条
不紊的兼顾家庭和生活。 既不当
“纯粹的家庭主妇” 也没有成为
“不顾家庭的事业女强人”。

为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 ”，
让百姓温暖度冬， 她曾经一度以
企为家， 每天忙碌于 “煤改电”
工程的结算和决算工作， 以及打
造 “精品工程”。 两个女儿没人
管， 就索性带到单位来。 她专心
工作， 两个女儿就在一旁， 大女
儿写作业， 小女儿画图画。 可能
是从小受到母亲的感染， 两个女
儿都乖巧懂事。 已经上学的大女
儿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很少让人
操心。 “女儿们从小就陪着我生
活和工作， 对我的工作很理解很
支持 ， 这也是我的一个重要动
力。” 赵鹏跃笑着说道。

“只要百姓和员工都满意
了 ， 我才会感到自己更幸福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赵鹏跃都
用自己的行动和成绩， 证明了这
份情怀与担当。 更加证明了， 青
春无关年华， 它是你勇往直前，
永不认输的每时每刻。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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