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噩耗从天而降，多少人不敢去面对！ 

可是，事实它竟从不说谎！茫茫黑夜里， 

一只蜡烛燃烧殆尽！ 

  我们走过的瞬间，前后都是黑暗。 

  我们走过的道路，左右散布了烛火。 

  慈善就是这烛火。 

  这烛火，微，而不弱。 

  多少人借助它温柔的光，点亮了自己； 

  多少人燃烧了自己，点亮了他人； 

  多少烛光相映，点亮了这个社会。 

  这烛火， 

  该代代相传。 

  胡爷爷， 

  我们会把这烛火传递下去， 

  愿您在天国永远快乐。 

浙江财经大学 2016 级  赵兰  

……………………………………………………………………………………………………………… 

胡爷爷您好！ 

 

 我知道这次您是再也看不到我的写的邮件了，可是我现在却有很多很多话要说。我第一次见到

您时是刚刚进入高中不久，我被您幽默话语触动了，顿时觉得爷爷是多么平易近人。高中三年见

到您一次，每次都显得活力十足，我觉得您就是个“老顽童”，永远不会老，每次您的到来都会

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到了大学您是我的指导员，于是和您的邮件互动多了起来，不论我问什

么问题或有什么疑问，您都给我耐心地解答，建议是那么的全，我可以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小

到最初的邮件格式，有时同样问题您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让我腼腆的女孩渐渐地健谈起

来。      

  8月 27号早上九点过史启权学长在群通知说：爷爷您永远和我们永别，这个是多么沉重的事

情，太过于突然，当时我五味杂陈，特别不是滋味，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不知道我能什么，更

多的是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事实，我前几天才和您在邮件上互动，您还鼓励着我，关心着我。更没

有想到的是那封大二下学期的生活报告即是最后一次与您联系。 

 您与我们慈恩学子长辞是因为操劳过度，深夜一点过还为我们贫困学子工作，前一刻还为我们

这些学子汇款，您却在这个义工的身份与我们阴阳相隔；也许是老天不忍心您再为我们操劳，让

您到另一个世界歇息。可我现在是多么的自私，希望您不要歇息，继续与我们邮件聊聊天，说说

话。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不可能了的。 

 

 这十几年来您一直在为我们贵州贫困学子奔波，跋山涉水只为我们这些贫困学子的读书问题，

不管路程有多远，天气有多恶劣，路途有多艰苦，您从不抱怨一句。我只希望爷爷您一路走好，

在另一个世界好好休息，我会把您这无私奉献给传递下去的。我们都知道爷爷是个和蔼可敬可亲

的，现在没有爷爷作陪的我们会更加坚强起来。 

 



 愿胡奶奶及胡爷爷的家人节哀顺变，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好人一生平安！ 

 

                                   胡爷爷一直陪伴的李茂艳--贵州大学林学专业 2014 级 

……………………………………………………………………………………………………………… 

胡爷爷，现在记得您的仍是那和蔼的笑容，以及您对我们的鼓励，想不到这么快您就走了，让我

们现在都不能相信，愿您在天堂安好！ 

 

天津财经大学 2014 级 刘召松   

……………………………………………………………………………………………………………… 

    爷爷，您怎么能就这样走了，您不是说要看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吗？ 您还没吃过我做

的饭呢！我们不是说好有时间一起讨论人生的吗？爷爷怎么能丢下我们了呢？原来爷爷也是会撒

谎，也是会骗人的。 

 爷爷，好想您您啊！您放心，我们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更加努力，去继承您伟大的慈善事

业，去传播您的爱心。我们会努力尽快成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爷爷您将一直陪伴着我们，

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 

  最后愿爷爷在天堂永远开心快乐，健康平安！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经济与管理   2015 级   安静 

 

……………………………………………………………………………………………………………… 

 

  我的世界突然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突然，只是一条信息发送之间。就像两年前班主任突

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就像您温暖柔软的大手突然握住我，我一时还忘记放开，楞愣看着您还把您

逗笑了起来。那种自然而又和蔼的笑容，就像您八十多岁依旧奔波于香港的大街和贵州的山路之

间，去到最偏僻的地方，见到最穷的学子，帮助最需要帮助、最怀一腔热血、最愿意努力的人，

那种欣慰。就像您来广州看我们，开心地和我切磋粤语和普通话，一个劲地夸我把 wo hou gua 

ju nei 说得很好， 还让我们多向小刚师兄学习，那种鼓励；就像您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像平

常一样给同学们汇款，那种无私、真诚和善良！因为更多的是用邮件与您联系，所以会觉得您很

遥远，也因为是用邮件与您交流，所以会相信您将永恒，永远在邮件那端微笑，永远在我的心里

活着！ 

   爷爷，我现在在无机化学实验室，依靠您和慈恩基金会的帮助，为我所热爱的一切努力着，

梦想着拥有与您一样伟大的灵魂。然而每次发给您的邮件都忘了问候您，注意身体！因为您每次

出现都充满阳光、希望和活力。 

  爷爷，我现在眼泪一直停不住，但是我知道您现在一定是很幸福的吧！在平淡里，在温暖和

祝福中小心翼翼地合上这份充实而有意义的生命！您走了，您还活着！用生命的长度和厚度，为

我树立了一个值得一生学习的榜样，为世界书写着一个值得尊敬的灵魂！ 

   晚安，胡爷爷！ 



华南师范大学 2014 级 王莎 

……………………………………………………………………………………………………………… 

胡爷爷： 

    当听到您逝世的消息，我的脑子翁了一下，我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件事，脑海里还闪现

的是您哪慈祥的面容，您哪伟岸的身躯我始终以为您会一直陪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失

去您，当同学们在群里都哭开了，我才意识到，您真的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了，想到今后

发邮件再也不能收到您的回复，得不到您哪无微不至无不为我们考虑的关怀，想到以后再也不能

再收到您每次给我们发的小短片，人生格言以及哪不忘附上句句鼓励的耳语，此刻我选择一人坐

在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因为我担心我的哭声会影响了其他人，我无法承受这个事实，您虽不是我

们的血亲，但却无数次的不远万里来到贵州亲自来到我们的家里，无论哪位同学的家有多远，您

一定亲自家访，我很遗憾，遗憾我暑假回家时未能再去拜访您们一次，遗憾哪对我大学帮助最大

的人此生竟只能一面，曾心许毕业后一定要亲自到香港去看望您，想不到这竟成为了不可能实

现，您曾经在耳边亲身问我们，读大学有什么理想，我告诉您我一定要把英语学好，一定要做一

个有用的人。我不会忘记对您的承诺，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想到自己都还没对您寄出感恩

信，您却已经离开了人世，“树欲静而风不止”，只愿您在天国能幸福，不要再像现在那么累，

您太辛苦了，您歇歇吧。 

   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绝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一片期望，以后能像您一

样，无私奉献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吾辈定不敢轻言懈怠，绝不敢辜负您对我们的殷切

希望。 

   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中南大学 2015   钱天达 

……………………………………………………………………………………………………………… 

致尊敬的胡爷爷 

虽然此刻您已经去往天堂，虽然此刻写得再多您也无法亲眼看到，但我还是要写胡爷爷，

因为我坚信您在天之灵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8 月 27 日，我打开手机忽闻您离世的消息，恍如噩梦，让人难以相信，我不相信您就这样

悄无声息的离我们而去，我立刻给您发了封邮件，可是到 28 号也没有收到您的回复，我想可能是

由于您太忙没能回复我，有时间了您就会回复我的，这两天我时刻都在查看手机，但是到了今天

也没能收到您的回复，再看看 QQ 群里满满的都是小伙伴们的泪语，都是对您不舍的话和哀思，我

这才不得不相信和蔼善良的胡爷爷已经离我们远去，您就这样走了，可我还有生活报告要向您报

告，还有许许多多问题需要您的开导呢！ 

听说您临行前的晚上还忙着为我们打助学金到凌晨 1 点多，您年龄这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

辛苦？为什么不分一些事情让其他的人帮您完成？为什么不延长一下打款时间呢？我知道一定是

您要亲自打款，确保每位同学的助学金准确到位，我知道您是怕我们忙着交学费，才忙到深夜，

一定是老天不愿再看到您这样辛苦劳累，才让您到另一个世界去休息。您就这样走了，我们心中



满满的都是对您的愧疚啊！唯有不负您生前的教导“努力学习，诚实做人”方能减轻心里对您的

愧疚，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最最敬爱的胡爷爷。 

                                          

                        河海大学能动专业 黄 鹏 

                                 2016.8.29 

……………………………………………………………………………………………………………… 

尊敬的胡爷爷： 

     在听到史启权师兄在群里通知您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深感悲痛，不想相信这是真的，

脑海中一直在浮现您的画面。您是多么慈祥，多么善良的爷爷。这两年来，您无微不至地关心我

们，奔波劳累地帮助我们这些贫困学生。不仅如此，虽然胡爷爷您很忙，但是在我们发邮件给您

的时候，您总是会很快的回复。每当过节的时候，您总会发送一些新年祝福以及一些美文让我们

学习，记得上学期您还指导我该怎么学好英语，现在想起您就这么离开了，心里面真的是难以接

受！胡爷爷！真的很后悔之前没有能够多叫您几声。见到您的时候，真的被爷爷您感动，您总是

认真工作，跋山涉水地去家访，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好好学习，能够好好做人。您为贵州的贫困

学子奉献了太多太多。 

    在看到史师兄写的那篇文章后，心中更加敬佩胡爷爷您，胡爷爷您善解人意。从来没有让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代沟。心里面其实早已经决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来到香港看望胡爷爷您！但是

没有能够再见到爷爷您，心里倍感愧疚。爷爷您这么地无私奉献，我却不能为爷爷您做点什么。 

    在这两年里，有爷爷您的指导，我从来没有迷失过自己，时时刻刻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明

白自己该怎么做。胡爷爷，您是多么地善良，多么地和蔼。真的难以接受您过世的消息。看着您

的照片，心中更加地想念爷爷。想念您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想念您回复我邮件的时候。胡

爷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胡爷爷您这十几年来为贵州以及其他地方的贫困

地区所做出的努力已经不能用泰山来形容。 

    胡爷爷！您一直都会是我们大家的爷爷！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福胡奶奶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贵州大学-食科  梁瑶  2016 年 8月 29日 

 …………………………………………………………………………………………………………… 

胡爷爷，我没见过您，没跟您写过邮件，没和您交流过。现在这个时候总觉得跟您说什么都觉

得有些唐突。不过没关系吧，我似乎能从别人的口中感觉得到您的慈祥、和蔼。其实很渴望，若

我能早出生几年该多好。也许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像学长一样早一些遇到您，和您经历一些事

情。又也许，早几年的话我可以记住我爷爷的模样。胡爷爷您生前为我们这些贫穷学子所做的一

切，将会无时无刻鼓舞着我们前进。您放心，未来的我们总是有无限的可能。您累了吧，走了

吧，化为火冥无悲无喜。于我而言，可能没有什么伤心难过，反而替您高兴，您终于可以好好休

息了。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去寻找传说中奇迹，如同您一样。 

2016 级 安二春 



 …………………………………………………………………………………………………………… 

胡爷爷： 

  您应该在安祥的走在美丽的天堂大道吧？相信天堂的阳光会是和善的，风是柔和的，花儿是五

彩的，鸟儿是欢快的！因为，它们都知道，会有 

一个一生为善的，和蔼可亲的慈祥老人会来到那里度过永生！ 

  爷爷啊，爷爷！您的孩子此刻衷心的在胸膛为您划着祝福的十字！主啊！请给我爷爷一个完美

的世界吧！爷爷，天堂里没有病痛和悲伤的，就放下您的心，吹吹天堂的和风吧！远方的我正痛

心的哭求着主温柔待您，我也相信，主会明白您一生所在做的！ 

   爷爷，祝您在天堂永生 

中南大学 段亚 

 …………………………………………………………………………………………………………… 

 

亲爱的胡爷爷： 

   这是最后一次写信给您了，对于您去世这件事，我始终没缓过神来，总觉得这不是真的，总

觉得您在和我们开玩笑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赶紧去魏阿姨求证，直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

跟我说您已经离开的事实。 

     我是您的孙子大友，虽然知道给您的邮箱发邮件已经收不到回复了，但我还是有很多话想

对您说，您走的太突然，我们都一时接受不了，他们有给您发送短信的，还有傻傻拨打您的手机

号的，却没有一个接听到您慈祥的笑声，您幽默的话语，您温柔的关心。您确实是走了，您太累

了，您需要休息，但我们舍不得您，您的音容笑貌都还在我们每个人脑海中回响，对很多人来

说，一个月前您还在亲切地和他们谈心聊天，畅想他们美好的未来；对包括我在内的更多人来

说，您发给我们的邮件似乎还带着温热的亲切感留在我们的收件箱里，我们一遍遍的翻开，一遍

遍的从头再读，忍不住想摁下回车键，最终还是收回了手，思绪却已经飞到了远方，飞到了过

去。我们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清醒的时候我们知道您已经去到了天堂，那里没有艰辛和操劳；

迷糊的时候，我们又感觉您还在我们身边，昨天还在座谈，昨天还在聊家常。 

  爷爷，我考取大学那一年是 2010 年，您和徐爷爷一起去到六盘水，在县二中，我们第一次见

面，刚开始有些怯畏，但倍感亲切，您们的帮助不是冰冷的，是带有热度的，是呵护每一个贫困

学子自尊心的，所以，不到半天，我们就已经很熟络了，晚饭的时候，听着您们风趣的故事和幽

默的玩笑，我们自己都可以谈笑风生了，这些画面现在突然清晰地显现出来，全是感动。徐爷爷

那一年的冬天又来北京看望过我们之后，我真的感觉自己一点都不孤单，我总觉得我在香港有很

多亲人，随时用邮件牵系着。在 2012 年的秋天，您们又来北京看望我们，真的倍感幸运，每一次

这样的见面，我都很期待，因为又可以听到您们的悉心指导和可亲的话语，那些场景都还清晰可

见，那香甜的菠萝饭还在回味呢，就已经四年过去了。没想到那之后的四年，竟然过得那么快，

快到我都感觉不到您又操劳了四年了，不知道又帮助多少山区的孩子圆了梦想。最不能接受的就

是那一次成了最后一次，我们都没想到，我们都不愿那样。前几天，您还在给我发邮件呢，我仿

佛还看到您的身影呢，我还能想起您大大的眼睛，您开怀的笑容。邮件里您亲切的鼓励话语，您



细心的帮助指导，我给您回邮件了，您没来得及回复，您却马上给打钱了，我知道您很忙，却不

知道您竟然这么忙，我觉得作为您的孙子，我真的很不称职。您如此操劳，我却一无所知，您暑

假竟然忙到每天半夜凌晨，您为了省手续费，分两次打钱，而我们却都以为这些理所应当，简直

太不应该了。我收到的您的邮件是资助邮件，是指导邮件，可想而知您是有多累，您是累到了最

后一滴精力。您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感到很愧疚，也很悲痛。但是您走得安详，没有经历太多

病痛的折磨，也许这是上天对您操劳过度的眷顾。 

     胡爷爷，我在北京只能以这些简单的文字送您最后一程，您一路走好！愿您天堂之路没

有操劳艰辛，没有长途跋涉，没有做不完的工作，熬不完的夜晚，愿您在那边一切都好！ 

                                                        

                                      您的贵州孙子   朱大友 

2016 年 9月 1日 

 

 

…………………………………………………………………………………………………………… 

亲爱的胡爷爷，学长告诉大家说您走了，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还记得和您初次相见是在安顺，您像一个老顽童一样笑侃自己十八岁，抄着一口流利的港普说大

学会帮助我们，不要省着“发钱”，然后一直纠结着到底是“花钱”还是“发钱”。您和徐爷爷

一起请我们吃饭，带着我一路家访到我家，这途中还去了由三个同学家才到我家；有一个同学的

家里由于车开不进去，您宁愿坐着颠簸的摩托车也要实地走访，却心疼我让我留在车里等待。您

坐了一整天的车走访散落在贵州山区的学子家庭，却不愿在哪一家留下哪怕是吃一顿便饭，每一

家您都因为不想让大家破费做饭而不会停留太久；您亲切地告诉我们要学好知识，不要过多地关

注兼职。让我们一直坚持学习。您在我大一告诉您我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努力耐心地鼓励我，对于

我们写的每一封邮件都认认真真地回复。 

我们再次相见是在成都，您和徐爷爷亲自到当地检验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然后骄傲地告诉我您

准能一眼看出当地政府有没有将善款落实到位，给我讲您又走过了哪些城市，见到了在那里的您

的孩子们；是的，您亲切的称呼我们每一个您资助的同学为您的孩子，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您就

是我们的亲爷爷；这次还是您请我们吃的饭，开心地和我们合照，与每一个同学握手；在饭后大

家一起在咖啡厅里聊天的时候，您默默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笑的像一个孩子；您在得知我不打

算读研的时候忍不住流露出不同意的神情却又鼓励我好好找工作，尝试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在我

告诉您说就算工作了我也会继续努力学习的时候又露出认同的神情。但我从未想过成都一叙后便

是永别！ 

 

爷爷，认识您四年来我们只见过两面，但这短短两面之间，除了言传，更多地却是身教。您穿着

洗得发白的外套，背着用了很久的背包，用着泛白的手帕，却在每年资助着越来越多的同学。您

亲力亲为给同学们打助学金、给我们写邮件、回邮件；为有的同学没有回复您而焦虑担心。您资

助我们，也时刻告诫我们要学会节约，为有的同学邮寄感谢信用的是挂号信而非平邮而生气，每

每发邮件提醒大家一定要用平邮；您在每次给大家发邮件的时候或附上励志的故事或附上优美的

散文或附上美好的祝福；我多希望您还能在给我发上一封带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结尾的邮件！ 

 

您从来不舍得让我们花钱，一直请我们吃饭，却在我终于工作了，有能力请您吃饭的这一个月溘

然长逝！上次您还为某个学长已经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而开心，这一次您怎么忍心不看着我们更多

的同学和学弟学妹们就成家立业？我多厌恶上苍的无情，他让我们认识了您却又带走了您！我却

又多感激上苍，他让您在睡梦中与世长辞而非遭受病痛的折磨！ 

 

爷爷，几天以来我都在回想短短两面之间您的和蔼、幽默、爽朗、绅士。。。想要用无数的语言

来悼念您，却又害怕自己的语言太过平实苍白。“有的人走了，他依然活着”，您的言传身教，

我必将时刻谨记，莫敢忘怀！ 

 

——四川大学 2012 级 王心庆 

 

…………………………………………………………………………………………………………… 

 

胡爷爷，听到您离世的消息，我哭了好几次，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我也是无法忍受内心的悲痛，

我好想您，我说过毕业就去看您，可是……还记得您去我家的时候，山路难行，您一直小心翼翼

地走着，千山万水，却阻挡不了您的脚步，每一个足迹，深深地烙下，爱的印记，您慈爱，善

良，给我希望，给我温暖，爷爷，我很想您啊！愿您一路走好！ 

                                                         

               永远爱您惦记着您的孩子！---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 2014 级 钟海 

…………………………………………………………………………………………………………… 

尊敬的胡爷爷： 

      您好! 

      胡爷爷当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愿您在天堂也能感到欣慰。当得知您去世的消息时，

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去世之前还在给我们打钱时，还在为我们操劳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无

语凝噎。还记得第一见到您时，亲切的问我们的情况，慈祥的和我们交流，您的谆谆教诲还铭记

于心。 

      胡爷爷我想您一定希望看到坚强的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擦干眼泪，勇敢的走下去。

让您在天国一样看到积极向上的我们。愿您一路走好。 

                                              

                                                        

                                    重庆邮电大学 经承成 

………………………………………………………………………………………………………… 

 

胡爷爷： 



您现在是在天堂对吧？我们都在怀念您，为什么只是经过了一个夜晚，您就不在了呢？听说

那晚您一直在给同学汇款，忙到凌晨一点多，我知道您是想让同学能早点收到汇款，不再为学费

担忧，可是为什么不再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呢？ 

您好像一直都很忙，您走了以后，我在网上搜寻您的事迹，发现每年您都去了很多地方，亲

自去同学家里看望，您一直奔走在贫困地区，托起了许许多多同学的求学梦，让我们都忘了您已

经是一位接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了。胡爷爷，您离开得悄无声息，您走的时候是不是还在牵挂着许

多人许多事呢？ 

胡爷爷，我和您接触的不多，您可能不太记得我了，2013 年的暑假，在我家乡——四川的一

个小县城的中学里，我见到了您，都下午两点多了，您们一行人才开始吃午饭，您一边吃一边和

我们几位同学交流学习和生活情况，您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利是，还把送给我们的鸭舌帽扣到每

一位同学的头上，我当时觉得您一举一动很洒脱，又很果断。到了大学，与我直接联系的指导者

并不是您，之后我们没有直接的联系。胡爷爷，可我至今仍然怀念与您相见的那个下午，我甚至

能想象到您们一群人背着行李奔波在去同学家的乡间小路上的情景，可能路很崎岖，但您们每一

步都走得特别坚定。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成为您们那样的人。 

胡爷爷，在天堂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疲惫，少了许多牵挂呢？您走的那么突然，胡奶奶去床边

叫您起床时摸到的却是冰凉的身体，她一定很悲痛，希望胡奶奶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胡爷

爷，您虽然离开了这人世，但您活在我们许许多多同学的心中。 

胡爷爷，您一路走好！  

                                                                                       

上海财经大学税收学 2013级 何煊 

2016 年 8月 31日 

………………………………………………………………………………………………………… 

胡爷爷: 

   您好！每次给您写信都是这样的开头，以前心里是很高兴，快乐地与您分享我的所有事，

可是您毫无征兆地就走了，以后我给谁写信啊，含着泪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一封爷爷再也看不到

的信。 

   我最亲的爷爷，您怎么能说走就走，前不久还回复我邮件的，我还祝您天天开心，要您身体

健康来着，从高一到大四，您陪伴了我整整 6年！6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2013 年，那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您！13年以前，您的身体多健朗，岁月不饶人，到了 13年，您变

老了，当我见到您时，我怕岁月的无情，我怕它伤害我最亲的人。13后，我就再没见到您，有一

次，好像是张校长发邮件说胡爷爷要来重庆，我高兴了整整一晚上，下了课就急忙回寝室给您发

邮件，确定是不是要来重庆，可惜，爷爷您回复是去了杭州，我好羡慕在杭州的同学，可以和您

谈心，给爷爷当一次导游！到了大学，我有一学期的时间是在迷茫，有很多消极的情绪影响我，

爷爷陪我度过了最难过的时期，让我变自信，让我成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爷爷都在身边，

我相信，爷爷不会走的，会永远陪着我们这群孩子，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对爷爷说，泪水模糊了我

的眼，害怕的东西终究还是要来。 

  人都是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去！可是您不一样，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把您的爱留给了我

们，我们这一群孩子有幸认识您，得到您的爱，您是无私的，伟大的！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在



有能力的时候将这份爱进行传递！也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看您！亲爱的爷爷，一路

走好！也愿爷爷的家人们节哀！因为爷爷没有走，爷爷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西南大学 2013级宋银宇 

………………………………………………………………………………………………………… 

尊敬的胡爷爷： 

      今早突然得到消息，我不敢不愿不肯相信这个噩耗。怎么会......怎么可能......当我

知道您直到深夜还在为我们劳累时，心里真的是纠痛的。一个耄耋老人，默默做着这样一项没有

回报的事情，一做就是几年，真的，您才是我真正见识到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无私老人。慈恩精

神，是最打动我的，也是我最受影响的。 

 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了一年，刚好一年，去年会面时的笑容清晰在目。看到您们今年还在这边

默默奔波付出，我多想来看看您，见您们一面啊！受了您们的影响，才使我决心报名，参加了这

次的暑期支教，因此错过了与您会面的机会，心想，下次，下次我一定一定不会错过见您们的机

会，可是......这个遗憾，终将永远是个遗憾了......对慈恩最亲近的人，就是您了。每一次的

邮件交流，您都是马上就回复我，对我的工作与表现做出极大的肯定，也是您的肯定，让我更加

有信心做好自己...... 

  知道给您的这封信，您是永远看不到了......想要见您的愿望，我也永远实现不了了......看

到消息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是娇柔，眼泪不住地流......再也不用劳累

了，再也不用为这群孩子深夜无法休息了。唯幸，没有痛苦，没有折磨，安详离开......您们亲

爱的孩子祝福您，一路走好！孩子们定不负您所望，有所作为！也会继续将您们的精神传递下

去！ 

 青山常在，英灵千古。恩情难忘，精神永递！ 

 爷爷，祝福您......一路走好......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级 刘才萍   

                       2016 年 8月 27日 

………………………………………………………………………………………………………… 

 尊敬的胡爷爷，您的恩情我永世难忘，您的精神是我毕生的榜样！您永远存在于我的心中，

您慈祥的模样珍藏于我的心底！一个不小心您和我说了一句永远的"再见"，可是我多么希望能和

您再见面，爷爷，您是我尊敬的爷爷，当我知道您前一天晚上忙到一点多，我是多么的恨自己，

我恨我成为您的负担，恨我让您一大把年纪还为我操劳，孙儿将万般的无奈化为一句话：爷爷，

您走好！在天国的您一定不要再那么累了！一定要幸福！ 

云南大学电子商务专业  2015 级 谢丽 

………………………………………………………………………………………………………… 



 

敬爱的胡爷爷，不记得这是给您写的第几封邮件，但却是最沉重的一封，因为永远不会有您的回

复。知道您永远离开我们这个消息真的让很多同学难过，依稀还记得您到我家亲自家访时对我的

鼓励和对我父母的问候。每次给我们发邮件爱不辞辛苦的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希望我们

进步。每一个节日给我们的问候邮件每一封我都保存着。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爷爷就这么离开我

们，但我知道您不希望我们为您的离去伤心难过，而是希望我们更加努力学习，将来也为需要帮

助的人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支持。继续发扬慈恩精神，献出更多的力量，回报社会。 

   祝胡爷爷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幸福快乐。来世继续从事您喜爱的这一份事业。我们慈恩全体同

学为您祈祷。 

 

山东大学工商管理类专业 2014 级沈定田        

………………………………………………………………………………………………………… 

胡爷爷： 

     您好，不管您在哪一个世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两年前看到您，您还是一个自己背

包，勇敢爬山路的非常有活力的老人，现在您一定在天堂做着又一个个善举，虽然您不在这边

了，但您真的一直在我们心中，是我们的榜样 。人有生老病死不能改变，但价值在于活着的时候

我们做了些什么，您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勇于奉献的精神，我们将把您的爱传递给给多人。您在我

眼中，是那么高大，光辉的形象让我那么崇拜您，为您的爱心，思想，认真而感动，您的行为让

我想做一个和您一样的人，所以，即使您不在了，也依然在我心中。 

 

海南大学 2014 级王睿智 

………………………………………………………………………………………………………… 

胡爷爷： 

    爷爷，遵义之约，匆匆一别，竟成永远 ！还记得您那天满脸的慈祥与微笑，还记得您那天

千叮万嘱，还记得我临走时您对我深深的拥抱，还记得您的最后那一句“好好学习！”爷爷，您

在天堂可好？  

   仿佛是在昨天，一切都那么熟悉，您宽大的手掌抚摸着我的脸，似乎有那么微微一颤，那

天，您满脸的微笑，您那温柔而又清晰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虽然，您说您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可是在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在最无助的岁月里，我遇见了您们，从那一刻，我坚

定了我要努力学习，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我能飞过海岸来看您！那天，潘爷爷，徐爷爷，还有那

几个阿姨，那几位学长，我们在一起，多么快乐，多想时间就定格在那会儿，一直不变！ 

     那天，您和潘爷爷一路颠簸想来旺草看我，7 个小时的车程，最后因为道路塌方，您们

却打算再步行两个小时来我家。爷爷，我们不是亲人，却早已胜过了亲人！ 

       爷爷，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没来得及向您诉说，我都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爷爷，我都

没有被爷爷疼爱过，我多么想您能给我爷爷能给的爱，多么想在阳光下向您诉说我的烦恼，多么

想您们再那样抱抱我。爷爷，您还好吗？天堂会冷吗？您现在在哪里呢？对不起。爷爷，那天的

匆匆一别，就再也没有联系您，都怪我太笨，用了一个月才学会用电邮。过了那么多天才知道您



早已仙去。对不起，爷爷！现在真的好害怕，为什么亲人都会一个一个的离去，如果我的成长需

要用亲人的逝去来祭奠的话，我宁愿不要长大。 

  以前，在最无助的时候，多么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听我诉苦，有一个肩膀可以靠

靠，遇见您，我以为我从此就有了那么一个人。可是，老天却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我都还没来得

及向您诉说。爷爷，是不是所有拥有的都会失去？ 

   爷爷，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吗？人死了真的会去天堂吗？天堂会冷吗？，如果冷的话，记得多

穿点衣服。爷爷，想我们的时候，记得托个梦来，我会很努力的学习的，勿念。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016 级刘祖伟 

 

致天国的胡爷爷！ 

   不知道天国的您是否能够看到冬菊给您写的这封邮件，若真的有天国，希望您在那里一切都好！ 

   刚刚听到您辞世的噩耗，我哭成了泪人，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真的不愿意，那么和蔼那么慈

祥的您，怎么突然就走了呢？多希望这不是真的，胡爷爷您别走啊！ 

   脑海里浮现您慈祥的脸庞，耳边回响起您和蔼的叮嘱，还有您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一切都还那

么真实那么近，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可是亲爱的胡爷爷，您怎么这么早就抛下我们了呢？ 

  说好等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去香港看您的，说好的要一直陪着我们呢？记得去年在川大和您还有徐爷

爷相见，您身体还那么好，走路的时候都把徐爷爷落在后面了呢；记得我和您说以后会再相聚的，您

说：“以后就要你来香港见我们了”，可是我还来不及兑现这个诺言，还来不及和您在香港相聚，胡

爷爷您怎么能离开呢？ 

   见过您两次，第一次还是 2011年的夏天，在六盘水，您和我聊天，给我鼓励，您是那么慈祥，真

的好慈祥的爷爷，现在还记得您当时和胡爷爷一起，背着旅行包。大学四年暑假我都没有回家，所以

每一次您去贵州的时候都没有机会和您见面，但是我的学习生活情况，您也时刻关心着。第二次是去

年您和徐爷爷去西昌，途径成都，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聚在川大，您依然那么慈祥。或许是我长大

了，去年见到您和徐爷爷，我好心疼，您和徐爷爷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胡爷爷，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教诲以及支持，我总在想，若是没有您的关心，若是没有基金会

的支持，我的人生又将会是怎样的呢？是您让我飞翔得无忧无虑，让我的翅膀更加坚强！ 

  胡爷爷，您是累了，想要好好地睡一觉了是吗？您放心，您那么善良，那么可亲，天国会有很多天

使保护您，照顾您的。冬菊也长大了，知道更好的照顾自己了，您不必牵挂，我会好好努力的！不辜

负您的期望！ 

  胡爷爷，您是可亲的可敬的，是伟大的，您这一生帮助了多少孩子们，为我们您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敬爱的胡爷爷，您一路走好，孙女舍不得您！ 

 

                                                          

                 西南财经大学 2015级(硕士研究生) 2011-2015吉林财经大学 陈冬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