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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把阳阳当成自己孙子了”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顾雅芬奶奶的颁

奖词是这样写的：“从一张报纸的留意，到寻
人牵线结对，再到张罗身边更多人助学，这个
七旬老人用满腔善意和满怀期许，给千里之
外的异乡学子送去温暖和希望。得知结对男
孩辍学，老人急了，她想尽千方百计，奔走助
力。那个素未谋面、毫无血缘的孩子，让她牵
肠挂肚。不抛弃、不放弃……老人的信念和
付出，让孩子终于重返校园。相隔千里，默默
守护，老人就像一束遥远的温暖的光，陪伴这
些困境中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

让阳阳重返课堂，宁波“助学奶奶”顾雅
芬忙碌了整整一个多月，这期间本恩根爱心
团队负责人潘焕军多次接到老人的求助电
话。

两人住在同一个小区，4月21日一早，
老人找到潘焕军。“我孙女结对的阳阳辍学
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能不能联系下当
地学校的老师，让他们去他家里了解下情
况。这么小的孩子不上学，以后怎么办？我
一晚上都没睡着……”老人的这句话，潘焕军
记忆犹新。

联系阳阳所在的贵州昆寨乡民族小学班
主任和校长，但迟迟没有得到消息。最后，老
人从潘焕军那里要到了贵州都市报记者赵惠
的电话，想借助当地媒体帮助阳阳重返课堂。

老人的这份用心，把潘焕军感动了。“在
我们爱心团队，有900多人结对，但像老人这
样年纪这么大，又这么认真负责的，我真是没
见过。有些人多次沟通未果，可能就放弃

了。但老人却不肯放弃，无论如何都要让孩
子回到学校，她真的把阳阳当成自己孙子
了！”

“只要孩子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上顾雅芬本人时，她

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只是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

她说，本报报道刊发后，“失联”很多年的
朋友辗转找到她，为她点赞。有一次，她在小
区晨练时碰到一位邻居，对方当场认出了
她。“原来你就是宁波晚报报道的那位助学奶
奶啊，你太厉害了！”

“最近好多朋友联系我，等过段时间，我
好好和他们说一说助学结对的事。只要他们
有能力，都会愿意帮帮那些孩子。”顾雅芬最
大的期望，就是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项公
益行动中来。“扶贫不如扶智，好好念书，这些
孩子总会有出路的！”

电话里，老人三句话不离阳阳。“第一次
通话的时候，我和阳阳约定好了，每周四9点
我们通一次电话，了解他的近况。等期末考
试的时候，我让他把考试卷发给我看看，其实
我是想给他一点压力。”

原本昨天是他们通话的日子，但班主任
老师告诉她，阳阳因为家里有事请假了两天，
这又让老人担心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什么
事，等他上学了，我再打个电话问问看……”
说完，老人还给记者发来一段贵州老师拍的
视频，是阳阳在课堂上的画面。“只要孩子好
好的，我就放心了！”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高秀慧 陈菲 文/摄

本报讯（记者 王悦宁） 6月19日晚，“奋斗新征
程 万家传党情”宁波市家庭红歌联赛鄞州赛区海选
将拉开帷幕，我们邀您来参加比赛！

鄞州赛区海选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总工会
指导，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都市报系主办，鄞州区东胜街道办事处承办。

以嘹亮的红歌，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
感悟光辉历程。前段时间，宁波市家庭红歌联赛消息
一经发出，不少市民的热情就被点燃了，大家纷纷打
进晚报热线报名。

家住鄞州区东柳街道华光城的周秀莉、毛长裕夫
妇就是其中一组。“平时我们俩的业余爱好就是唱歌、
弹乐器，这次的红歌赛太适合我们了，当然要报名参
加！”他们年近七旬，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周秀莉会唱
歌、会吹笛子、吹葫芦丝、弹琵琶，还会跳舞；毛长裕拉
二胡技能已经有十级。每天早上和晚上，夫妻两人都
会在公园里练习，风雨无阻，已经默契十足。

因为对音乐的一腔热爱，两人还在小区里组了个
乐团。周秀莉负责教唱歌和弹拨乐器，毛长裕负责教拉
二胡。在两人的教学下，这个平均年龄65岁的乐团，才
艺已经相当了得，经常出现在各个社区的表演活动中。

“如果有需要，我还可以把我的乐团带来，给比赛暖暖
场！”周秀莉笑着说。

有夫妻档，还有母女档，东胜街道王家社区的常秀
月和李波也报名参赛了。“我们家是红色家庭，我们也
想借此机会唱支红歌给党听。”常秀月今年已经86岁
高龄，是名老党员，丈夫是离休干部。当得知家庭红歌
联赛即将举办时，他们家第一时间就填好了报名表。不
过因为老伴年过九旬，不方便出门，常秀月就叫了女儿
李波一起来参赛。

除了大朋友踊跃报名，小朋友们也不甘示弱，惠风
书院105班的秦梓萱也来了。“女儿很喜欢唱歌，还参
加了学校的合唱活动，老师们都说她的音色很不错。”
秦梓萱妈妈陈金洁告诉记者，这一次带着女儿参加红
歌赛，一是想让女儿感受下气氛，二是想找舞台给女儿
练练胆量，增加她的自信心。

宁波市家庭红歌联赛分海选、复赛和决赛，将持
续至7月。比赛中的优秀歌曲将被选用在甬上APP进
行展播。

目前，奉化赛区海选已经于6月6日落下帷幕，5
个家庭率先晋级；6月12日晚，北仑赛区海选也将举
行；接下来还有鄞州、海曙、江北和镇海赛区；鄞州赛
区海选的时间为6月19日下午5点半，地点在集盒广
场（鄞州区东胜街道徐戎路39号）。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们可根据赛区就近报名，报名
热线0574—87777777，报名时请留下您的姓名、联
系方式及报名区域。本次比赛获得雅戈尔（宁波）野生
动物园大力支持，凡参赛家庭均可获得动物园门票。

“如果有需要，我把我的乐团也带来！”
鄞州红歌海选报名火热进行中，这场比赛让人期待

《结对的贵州男
孩中途辍学，72岁宁
波“助学奶奶”急了
……》，前几天，宁波
晚报报道了“助学奶
奶”顾雅芬的故事，感
动了无数人。

6 月 10 日，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第
388期周评奖结果出
炉，经全国媒体评委
和正能量合伙人评委
投票、网友点赞，顾奶
奶高票当选本期正能
量奖，宁波晚报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为她颁发正能量证书
及5000元奖励，点赞
老人的信念和付出。

宁波72岁“助学奶奶”
感动了很多人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老人5000元

72岁“助学奶奶”顾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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