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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 陈弘住进了陈起贤的
家! 目睹陈起贤真实生活的内容!让
她更了解了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爸爸家很简陋" $陈弘说!一间
房子被分割成两部分!前面部分放了
一张办公桌!当作#客厅$!后面放了
两张床!一个狭窄的过道!房子的后
面还有一个小厨房!厨房边搭一个偏
间可以煮饭洗澡! 而让她吃惊的是!

一起住在陈起贤家里的还有一个男
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住在厨房里%

&他们也是父亲临时收养的学
生% $陈弘说%

陈起贤对家境贫困却成绩优秀的
学生特别偏爱和照顾%他为了让他们能
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特地把他们接到
离学校很近的家中!下班后给学生辅导
功课!晚上他亲自下厨给学生们做饭%

&吃住我都给你们搞得好好的!

你们就放心学习吧% $陈起贤总是特
别豪气地跟孩子们说%

尽管工资不高! 每个月仅#!!多
块钱工资!陈起贤还是努力能保证孩
子们每顿吃上一点肉%

虽然是收养的义女!陈起贤对陈
弘视如己出!为了供陈弘读书!陈起
贤也偷偷勒紧了裤腰带省钱%

$%&&年!陈弘考上了南京机电学
校! 这在大坡镇这个小地方并不多
见%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陈起贤
特别高兴%

&我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可
是我得到的爱比其他姐姐还要多% $

陈弘说!父亲不仅养育她!还供她读
书!直到中专毕业%中专毕业后!陈弘
在海口找到了工作并有了家庭%几乎
每个星期!她会和大姐陈玉美轮流回
去探望陈起贤%老人现在不能洗衣服
了!她们得回家帮他做点饭洗衣服%

在陈弘的记忆中!那些年!热心
的陈起贤先后把十多个这样的贫困
学生接到了他家里吃住%

!!"#$%&'(#")*+,-"-./01)*23456# $

!!789:"'0;<=&";<9>?"@;5AB9CDEFGH# $

!"

IJK"L6MNOPQRSTUVWX4YZ5[\%]^#

9_I^2G`abcdef"gX4ChijekGlmn"9opqGrs#

©ª«'¬w"

$%&'年大坡中学新学期开学! 陈起
贤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谢玉雪了%

一年前!谢玉雪的父亲病逝!她成
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为此她休学一段
时间% 没过多久!原本指望着能给谢
玉雪出点学费的大姐也离开了人世!

谢玉雪彻底失学了%

开学报名已经进入了最后期限!

陈起贤还是在学校里看到了谢玉雪%

她跟着别的孩子来报名!当别人交钱
的时候!谢玉雪就在一旁掉眼泪% 陈
起贤把她叫出去%

&你怎么哭呢' 想读书吗' $

&当然想!怎么不想读书呢' $谢
玉雪泪眼未干%

&住我家里吧! 我来接济你的生
活% $陈起贤平静地说%

在陈起贤心里!谢玉雪一直是一
个读书用功的孩子!可却偏偏遭遇家
人接连离世!$(岁就成了孤儿% 他心
疼这个孩子%

&这()怎么说呢' $小女孩有些
羞涩!有些惊喜!半信半疑!一个非亲
非故的人!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呢' 但
陈老师当时温和如慈父的话语!像一
股清泉!让颓丧无助的她看到希望"

&如果你想读书我教你!老师收养
你!你以后就和老师生活在一起" $陈
起贤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毫不迟疑!很
快!他替谢玉雪交了学费"

&我现在无父无母了! 老师就是我
的父母了"$谢玉雪跟陈起贤说!她要把
名字改了!跟陈起贤的姓!叫陈弘"

&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叫自己*陈弘+

呢' 她告诉我,*弘! 就是弘扬宽大的热
爱+- $陈起贤说!那一刻他特别欣慰%

&弘字有发扬光大的意思!当时我
就是想把父亲的这种精神发扬光
大% $陈弘回忆%

当年$(岁的陈弘把那份感恩!深深
记刻在她后来的人生里%她改口把老师
陈起贤叫做了&爸爸$%而陈起贤也让这

个孤儿有了家!成了自己的女儿%

无论日后岁月怎么流逝! 陈起贤
多么年迈健忘!在记者采访时!当年入
学前父女之间这段对话! 他总能清晰
记得% &这个孩子特别善良% $

在陈弘人生中的那一刻! 老师是
什么' 是灯%

多年后的一天!有一次丈夫开玩笑
地问陈弘,&$!万块! 我们要攒很久才
能攒到这个数呢% 当你看到你爸爸把
一叠叠钱捐出去的时候你是什么心
情' $

&如果没有他! 我就不能读书!不
能有工作!也不能遇见你!也不会有女
儿!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幸福的家% $多
年后再重拾这段记忆! 陈弘依然泪湿
眼眶% 她说!除了感恩和报恩!她没有
别的他念% 陈弘脸上露出了幸福%

&这样的人太少了$! 陈弘说!&我
相信父亲会把这件事一直做到他百年
之后!会伴随他的生命走到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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