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这一生都在奉献" 这样的精
神值得弘扬# $大坡中学的退休教师
说"陈起贤老人用无私的大爱关心着
下一代# 今年!"岁的陈宗祥老师"退
休前教语文"他说"陈老为人忠厚"热
爱学校"热爱学生%兢兢业业"教学时
学生们的物理成绩都很好%可以这么
说"陈老一生都为别人着想"人的价
值就是在奉献"陈老做到了#

大坡中学副校长沈强说" 陈起
贤是他们学校的光荣" 老人为学校
做了很多的贡献" 在他的关心和帮
助下" 很多学生有了一个温暖的成
长历程" 他是大坡中学甚至是大坡

镇的精神财富#

!父亲有很多心愿"给学校建图
书馆&建会议室&综合楼"他都想这些
事# $陈弘说"多年来"父亲心里的这
些愿望催促着他不断付出"有些他做
到了"但仍有一些是靠他一己之力无
法完成的# 陈弘说"大坡这个地方文
化落后" 父亲一直期望要把大坡的文
化搞上去# 他是解放以来这个地方最
早的一批读书人" 所以他也特别渴望
这里能走出很多大学生" 这就是他这
些年帮助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她说"

现在看到了一种精神力量" 激励很多
学生去读书"她为父亲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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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 勤奋求学
的父亲%在革命浪潮中"坚持真理的父
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面不改色的
父亲''父亲陈继业高大的身影永远
驻足陈起贤的心目中# 他说"!正是在
父亲崇高精神的感召下" 我从小就立
下志向"完成父亲未竟事业"把自己的
一生奉献给党"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

陈起贤世居大坡镇一个名叫亭竹
村的小村庄" 他的父亲陈继业%&#'年
出生"%&"(年投身革命"%&"!年秋和冯
白驹将军等先辈一起加入中国共产
党"%&"$年冬参加琼山工农革命军"曾
任中共琼山县第十区委区委员"于
%&")年%月被反动派诱捕" 英勇就义#

当时"陈起贤不满'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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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起贤曾亲笔写过一篇悼文 (缅
怀父亲陈继业)"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
来"放大字体"贴在!继业图书馆$的墙
壁上# 陈起贤多次向学生讲述自己父
亲在青少年时代勤奋求学的故事"以
勉励自己的学生#

陈起贤的父亲五六岁时" 祖父将
田园家产变卖一空" 抛妻弃子只身闯
南洋"一去杳无音信# 他的祖母"带着
一双儿女艰难度日"生活艰苦"好在祖
母勤劳俭朴"日子逐渐好转#

!祖母出身文昌一书香门第"知书
达理"我父亲后来能够读大学"并投身
革命"祖母居功甚伟# $陈起贤说"!父
亲小时无心向学"祖母忧急成病"父亲
诚恳悔过"收心向学"孜孜不倦"到村时
私塾学习期满"又到离家较远的书院求
学"还学习古人刺股悬梁的故事"找来
一根尖锥" 临睡前就在书上扎一个小
洞" 一定将锥尖扎到页数看完才休息#

父亲%&%&年考上琼山中学"%&"'年考入
广东政法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

受父亲的影响"接受高等教育"是陈
起贤的人生梦想之一#在高中毕业后"他
一度放弃被聘为大坡中心小学校长的大
好前程"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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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起贤的父亲在琼山中学读书
时"正是五四运动轰轰烈烈之时"他的
父亲热情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陈起贤说"!父亲到广东政法大学
读书后" 经常同在广州地区的琼籍进
步学生来往" 和他们一起谈论革命斗
争的形势和发展前景" 研讨琼崖革命
的出路和方式" 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大
量进步书刊# %&"(年底"父亲毅然退学
返琼"投身于琼崖革命斗争的洪流"成
立三门坡农民训练所"并亲自授课"为
农协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农民运动骨

干" 为迎来革命高潮打下了良好的群
众基础# $

受父亲的影响"陈起贤大学毕业后"

毅然回到家乡海南再执教鞭# 他不仅为
学生授业解惑"还热衷成为传道者"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信念和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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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亲信念坚定"斗争勇敢"在
当时的大坡地区很有影响"很受群众依
赖和拥戴" 所以当局把父亲视为眼中
刺#%&")年"父亲被捕"敌人妄图迫使父
亲投降"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但父亲
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 严刑拷
打"父亲不为之屈"高官厚禄"父亲不为
所动"敌人恼羞成怒"父亲从容就义# $

陈起贤%&('年大学毕业之后"满
怀对家乡的挚爱"回到海南乐会县*现
在的琼海市+温泉中学当教师"正待施
展才华"回报社会之时"不料于%&()年
被错划为右派"劳动教养'年后回乡务
农"一直到%&)#年才平反昭雪#面对人
生的不公"陈起贤没有怨天尤人"他如
自己的父亲一样"拥有坚定的信念#在
平反当年即重返讲台"再执教鞭#而且
积极递交入党申请书#

%&)*年$月%日" 年届六旬的陈起
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那
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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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日" 大坡镇教育促进
会第三次会议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
大坡镇文化广场举行" 其辖区内(%

名考上大学的学生& *名考上省市重
点中学的学生和获得"#%"年全国中
学生田径锦标赛女子*##米栏冠军的
大坡籍学生郑芸分别获得助学金#

自"#%#年捐资%#万&"#%%年捐资
(万后"在今年捐资助学仪式上"阿公
再次捐资%#万元# 大坡镇教育促进会
成立后"阿公捐资达"(万# 其实"阿公
从"##%年就开始捐资助学#他的慈善
行为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月)日"记者在大坡镇街头随机
采访了%#个人"他们都知道陈起贤老
人# 经营食品超市的林琼玉女士说"

!听说好像是捐了几十万" 现在还住
在大坡中学里面"你去了就可以找到
他# 前几天在镇上见过他"看起来比
以前更瘦了# $她为大坡能有这样的
好老师感到骄傲#

在路边摆水果摊的许玉萍"刚好
就是从大坡中学毕业的学生# 她说"

!那时候"我们的宿舍就在陈老师的旁
边"隔了两间房"但那时他已经退休不
教书了"但经常会有老师讲他的故事#

近几年"听说他每年都捐%#万元"帮贫
困学生上学# $许玉萍说"自己%&&(年
从大坡中学毕业"!陈老师现在的身
体好不好, 你们要去学校看望他吗"

帮我带点水果给他# 老人很节俭"一
个月花不了%##元"又不喝茶"又不抽
烟"又不出来买肉# 一个月的工资都
存下来"捐给学生上学了# $

亭竹村的村民陈宋海说"!这位
老师我知道"跟我是一个村的"村里
的老一辈都会讲他# 逢年过节时"陈
老师的侄子也会将其接回家" 一起
过节# $在大坡镇开三轮车拉客的吴
恩勇说"!这老师让人佩服" 一辈子
积攒的钱都捐出去了# 现在这样的
人难找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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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坡镇经济情况还不错"但是
考上大学的学生不多" 很多都读完
初中就打工去了# $陈有许说"受到
陈起贤老人的影响" 很多当地比较
富有的人都纷纷捐款助学" 让想读
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 现在"当地村
民也更重视教育了" 只要孩子能考
上"就一定要供孩子上大学#

对于乡村小镇来说"这是一个思
想的转变" 也是好兆头# 陈有许说"

!大坡镇教育促进会成立后" 至今已
运作'年" 每年都资助(#多名学生上
大学#教育促进会以奖励和扶贫救助
为主"目前"基金会有**万元固定资
金"可以持续资助学生上学# $

据悉" 大坡镇教育促进会自成
立以来" 社会各界人士自发捐款助
学"并发动大坡籍各界人士&个体工
商户等积极为家乡教育事业捐款"

并制定完整的助学金管理和发放制

度# 每年收集当地学子考录的信息
资料" 帮助大坡籍的贫困学子走入
校门" 并对成绩优异的学子给予奖
励# 截止目前"大坡镇教育促进会'

年来共筹资$%"&)!元# 其中"#%#年
第一次会议共筹集了捐款')&"#*

元" 资助学生*&人" 共发放助学金
$'###元%"#%%年第二次会议筹集资
金%(%(*!元" 共向大坡镇!#名学生
发放了助学金&!"##元# "#%"年第三
次会议筹到捐款%$""'!元" 共发放
助学金)"%##元# 此外""#%#年至
"#%%年间"共向)名申请困难补助的
学生发放资金!!##元#

当年陈起贤资助过的两名学生也
参与了捐款"他们捐资'万元反哺教育#

!在陈老的感召和带动下" 越来
越多人加入到爱心助学的队伍"并在
众多学校和地区掀起了捐资助学的
风潮# $大坡镇教育促进会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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