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爺爺： 

   天國安好!我們定當努力學習，把握生命，做最強大真实的自己，幫助他人、回報世界，實

現自我價值。在天國看著我們一點點成長。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 2014 级 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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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 

     没曾想到 2014 年的一面是最后的一面，那时您身体还是那么健朗，正在准备一中的学生家

访，匆匆见面之后，不曾想过再次听闻爷爷您的消息，竟然爷爷您逝世了。我是您和慈恩基金会

资助众多学子中的一位，现在已经正式工作，成为一位盘江书院的化学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中，

我将充满爱心和感恩之心，将您交给我们的爱心传递，将您对我们的教导，教会给我的学生。 

     希望奶奶，伯伯们不要悲伤，胡爷爷的精神我们永远不忘，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慈

善事业将由我们接棒。 

 

西南大学 化学师范专业 2011 级 张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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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贵州爷爷： 

       想到以后发邮件给您，您不可能再回我了，真的不能相信，心里好难过。 

       去年见您身体还是那么的健康，您是那么的和蔼，每次邮件都很快回我，邮件中对我的教

诲还在脑海中。我还想明年和您一起去其他同学家里走访，路上多和您聊聊大学里有趣的事，还

有我大学第一次获得的奖状给您看，只剩遗憾了，伤心。我外公和我经常谈起您，还想下次来一

定要留您在家吃饭，没想到不可能了。 

       胡爷爷，您走好!我们会永远记着您的教诲，不忘您对我们的恩情，我会努力学习。以后

像您一样帮助别人，把您的精神传递下去。 

                      西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2015 级   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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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天有眼，爷爷此刻一定在另一个世界享受快乐，因为您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您应该歇

歇。我很敬佩爷爷，我们大家都一样。爷爷走后我跟妈妈说，妈妈也很难过，我们都舍不得爷

爷，那么好的人。但是爷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依然活在我们心中，还是



我最爱的胡爷爷，我的偶像。我将来也要做爷爷这样的人，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让幸福遍地开

花。悼念胡爷爷。 

柳应倩，江苏大学，15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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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闻胡爷爷与世长辞，学生悲痛万分！此刻惟愿胡爷爷一路走好，天堂安息。 

      尤记得三年前，胡爷爷您不辞劳苦，长途奔波，亲自来到我家给我予鼓励，还记得那时您

跟我父亲说:“您们放心，我们会帮助孩子的”，让我感动至今。虽已年近古稀，但您还在热心助

学，亲力亲为，雪中送炭，给万千学子带来了希望。然而世事难料，您就这样突然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学生万分不舍！我都还没来得及到香港去看望您！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给孩子们

汇款，担心孩子们要交学费了。您真的太累了，此刻希望您在那边好好休息。 

      悲痛之余，我更明白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不辜负胡爷爷的期望！是您给我们带

来了希望，您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我们定将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胡爷爷您在那边安息吧，孩子们都在长大，您的付出一定不会白费！ 

武汉大学  地理国情监测 2013 级 黄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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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感觉您一直都还在，我们都无法接受您已经走了的事实。您放心吧，我们一定都会好好

学习，不辜负您和所以关心我们的人，以后用自己的双手去回报社会，将您那份爱心给传递下

去。愿您走好。 

贵州医科大学 2016 级 刘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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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胡爷爷： 

   突然收到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的消息，我感到无比的不真实！这两天来，总是情不自禁地

就会想起爷爷您、想起您为我们做的一切！您慈祥的面容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可却再也见

不到您了，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 

   想着上次爷爷您去成都看我们时，还告诉我们，叫我们毕业之后记得去香港看看您。当时

听着您的这番话，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的往外流！爷爷本来身体就不好，还跑这么远来看我们，还

一直给予我们支持，我当时内心的感动真的无法描述！   可现在还没等到我毕业、还没等到

我去香港看您，您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都只是学长跟我们开的一

个玩笑！我多么希望当我去香港时，还能看到您慈祥和蔼的面容、还能听到来自您对我的鼓励！

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了…… 我现在只能希望爷爷您一路走好，在天国的您不用再这么为

我们操心！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我一定不会辜负爷爷您对我的期望！我一定争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所

贡献、有所价值的人！当我于社会立足之后，也会将您无私的爱继续传递下去！虽然您离去了，



但是我答应您的，我一定会做到！等到我毕业，我一定去香港看望您！只愿爷爷一路走好，我会

永远铭记您的这份爱、这份恩情！ 

                        四川大学 15级 唐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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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您到那边还好吗？三年了，高中三年里，您给了我多少关爱，现在您怎么能这样，说走

就走了，我很想念您，您回来好吗？高中每年您都要到学校问候我们一遍，从生活到学习，无微

不至的关心，现在怎么这样，我好想您啊，您回来吧，爷爷，来看看我们，顺利的上大学了，回

来吧，我在这等您呢……您看，我都快哭了，爷爷，您在那边要好好的，好好照顾自己…我定不

辜负您当初的期望，继续努力，以后回报社会，我也在这，等您回家，愿您在那边过得好！ 

 

                              您帮助的孩子吴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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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虽然我们从未相见，但我看过您的照片，感动于您的坚持,您的仁善行为。您们的乐观、

善良、热心公益也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您突然离去了，但是我却什么都没能为您做，只愿您在另

一个世界安好！我们会继续将您的精神传承下去!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 2015级  罗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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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悲痛，听到胡爷爷逝世的消息，我实在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事实，心情久久不能平

复。还有很多话要和胡爷爷说，可如今也只有向天诉说，真的不敢相信这个事情，但又不得不接

受，真的很伤心。 

    得知胡爷爷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还在为助学金的汇款忙碌，爷爷为我们做的实在太多，心中

满是感激与敬佩，爷爷是个伟大的人。 

  胡爷爷是我的指路明灯，去年我刚上完大一，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是爷爷告诉我，要静

下心来，好好思考，不可沉浮于世事，只有将自己的学业做到最好，才是大学思念满意的答卷，

至于以后的路，以后再考虑，切不可留下后悔。我时刻记得爷爷的话，以此来让自己获得前行的

动力，是爷爷让我明白了我来求学真正要做什么。可没等我将之实践完毕，爷爷就离我们而去

了，真的好心痛，这种失去亲人的痛，无可名状，只愿爷爷能在天堂好好休息，看着我们努力，

定将爷爷的嘱咐和心愿好好完成，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虽然有很多不舍，但还是愿爷爷一路走好，到天堂好好休息，看着孩子们长大，继承您的遗

志。愿生者节哀，振作起来，将爷爷的心愿继承下去。 

       此致 

敬礼！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4 级 郭忠智 

                                          

     2016年 8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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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初次见面时，您那英姿飒爽的模样，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转眼三年过去了，在这三年间，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似乎有过许许多多的交流，然而当我翻开

尘封的邮箱，却只看到那些例行公事的寥寥几语，不禁一阵心寒！我所想的一切只是我心中所

想，并没有付诸行动，我没有表达过一些对您的关心，现在想来悔恨至极。 

  我恨我自己，之前没有给您发些细微的节日祝福语。我恨我自己，没有把我对您的关心向您

诉说。我恨我自己，一直以为时间还很多，却不曾想，不知不觉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攒钱，就是期望着能在大学毕业前可以去香港看看您们。当您离开的消息传来，我

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好像许多的坚持都化为泡影。我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许久没有过的心

痛将我笼罩。 

  哀痛过后，生活还要继续。胡爷爷您一路走好！我会带着您给的鼓励，好好学习，将来向您

一样可以帮助许多人。我会加油的，请您相信我，我可以的！ 

 

 

海南大学土地资源管理 2014 级 石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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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胡爷爷: 

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在此时此刻以这样的心情给爷爷你发这样一封邮件……时光匆匆，每次给

爷爷发邮件，我总喜欢用这个词来感叹大学时间飞快，可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用来形容今天

我和爷爷的永远分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此刻才明白它的凄凉。爷爷还

在时，看着爷爷每一次在邮件中的谆谆教导，是那么亲切又处处为我们考虑，那时就在心底默默

告诫自己，这位充满智慧，又慈爱的爷爷，自己毕业后一定要去看望他，让他也能看到自己培育

了一个值得的孩子，这个孩子也许事业上不是很成功，可人生的所思所为却深受他的影响可现

在，太多的话语已经来不及……但爷爷，请你安心，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你遍布天下

的孙儿孙女们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将竭尽全力，好好学习，致力将你为天下寒门学子的这份关

怀，关爱，传承下去。 

爷爷，一路走好！ 

安徽工业大学土木工程  李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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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胡爷爷：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不愿意相信，您的身体明明很硬朗的，前几天您才给我发邮件的啊！为什

么会这么突然，上天真的不公平。 

  原以为从父亲过世以后就不会流泪了，可眼泪还是忍不住。以前还挺害怕和您发邮件，因为我

每次都会犯一些错误，还好您能耐心的给我指出来。现在您不在了，我以后该怎么办。胡爷爷，

您回来吧。 



  也许我不该自私，您这些年付出得已经够多了，也是时候应该休息一下了。您没完成的事业，

我们一定能帮您完成的。您在那边放心，我们也都会好好学习的，将来做一个诚实有用的人。 

哈尔滨医科大学 2014级 王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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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亲可敬的胡爷爷，在群里突然知道您逝世的消息，觉得一切都来的太突然，有点措不及

防。 

  第一次见您时，天有点凉，但您还是不辞万里来到我们身边，和蔼可亲的关心我们，询问我

们的学习，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生活。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成了最后一次。都说好人一生平

安，您却走的那么突然，肯定是上天可怜您一生在世间帮助他人奔波劳累，召您去更美好的天堂

歇息。让我们来替您传承那份人间大爱。 

    胡爷爷，您一路走好！ 

 

 

 

                   贵州师范大学 2016 级 贺纯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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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听闻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感到很心痛，很难过。胡爷爷和其他的义工们一样，你们都

是伟大的，为了帮助我们这些贫困的学子，您尽管年岁已高，却不辞幸劳的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

播撒爱心的种子。在我的印象中，胡爷爷您一直都是亲切，和蔼，又有些幽默的，我很不愿想到

这个世界又失去了一张笑脸，我还想看到你开心的笑。。 

  胡爷爷您走了，您放心的走吧，您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乐善好施的精神会深深的影响着受助

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您身边的亲友们，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伟大，继承你的精神并将其传递下去，

成为像您一样有意义的人。 

   胡爷爷，您一路走好！ 

                          华东政法大学   朱仲玉 

                               2016 年 8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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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当我看到您去世的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到那一丝丝的镇痛，这时候我真的不

知道怎么去面对您，您是那么慈祥，给我的是无尽的温暖，我舍不得您离去。您作为我的指导

员，我感到很荣幸，对于近于无知的我，您总是给我最明确的指导，让我渐渐清晰，让我懂得如

何去学习中的困惑。其实您也是我的老师，您给我的指导我不会忘记，您说我应该在学习中下更

多的功夫，是您教会了我去感恩，感恩朋友，感恩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

恩社会。也是您让我学会了去帮助别人，力所能及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至今，我不能记住你

的容貌，但您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底，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位慈祥的爷爷，为了那

些贫困的孩子们能有更好的学习而兢兢业业地工作，拼命地工作，我会永远记住您教给我的。我

非常感谢您帮助我的，给我的这一切，感谢您！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能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胡爷爷！一路走好！ 



 

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2015 级王星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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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看到群里通知，说您走了。我在想，怎么可能，您会长命百岁，会等到我可以报答您的

那天，可是您怎么就不等了呢？您太累了吗？想提前休息了吗？我知道我发了那么多邮件，您也

看不到了，愿来生我有机会报答您。我以后会努力向您看齐，成为像您一样的人，给别人帮助。

胡爷爷，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温州医科大学  覃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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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您无声息的走了，走得那么仓促，走得那么让我们声泪聚下。记得去年您慈祥和蔼的笑

容和殷切激励，您和蔡阿姨来我家的那晚，多么的难以忘怀，然而谁知道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竟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来得那么着急，都不让我们再多看您一眼。您

的一生，为我们贵州学子付出了太多，每年，都有您的身影，奔走在贵州这片祖国的贫瘠的土地

上，您们对贵州学子所有的帮助和关心，终将会有回报的，今后，您们当初种下的希冀的种子，

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奉献于社会，回报于祖国。初回学校，得知胡爷爷已走，含泪书写此

信，遥寄哀思。愿逝者安息，愿生者铭记。 

 

郑州大学水利水电工程 2015 级向旭 

2016 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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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胡爷爷： 

    您好，我是 2014 届遵义市一中现在在浙大的张承，非常不幸听到您去世的消息，希望在

天堂的您能收到这封邮件。 

    我这个月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学交流，昨晚回国，今日正好在香港转机回杭州，因为最后

几天澳洲电话卡停机，今天在机场连到 wifi 才从一位学长那里得知您去世的消息，抱歉我的悼念

来晚了。此时此刻，真的好想从机场冲出去看看您最后一眼，看看您慈祥的面容，想亲口跟您说

一声谢谢，说一声一路走好。学长说您那晚为我们打钱到打到太晚，最后竟永远的休息过去……

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想不到那么善良慈祥的胡爷爷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能是老天爷觉得

您为我们付出太多，为我们操劳太多，太辛苦了，接您去天堂休息。可是我多想让您在人间享享

清福，可您在人间却一直会不顾年迈，一直为贵州学子付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我多想在有能力的时候回报您一些啊，两年前您慈祥的面容犹在眼前，没想到您却早早的

离开了。 

    根据哲学的观点，一个人的本身不是其肉体，一个人的本身只是寄托于肉体。而肉体终

究会消亡，但人的本身却会长存。人的本身便是其精神。胡爷爷，我知道您并没有离开我们，其

实您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的关注着我们的成长。您无私奉献，默默为贫困学子付出，为社会进

步为教育奉献一生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只要我们永远铭记您的精神，并身体力行之，一代代



将您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您就是永生，永远在世界上实现您心中的理想。非常感谢您为我

们所付出的一切，我相信您所帮助过的每一位学子，都会有跟我一样的信念，将不断奋斗，不断

成长，以回报社会，将您的精神传承。胡爷爷您不带走一片云彩，安静的走了，但是却留下了天

空与宇宙所装不下的信念与希望，胡爷爷精神永存不朽！ 

    胡爷爷，希望您在天堂好好休息，不再受辛劳之累。您也放心，您所未完成的事业将由

您所帮助过的我们去完成。 

    敬礼！ 

 

浙江大学 2014级张承 2016 年 0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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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远在天国的胡爷爷 

胡爷爷 

如果 人死后能去往地狱天堂，您必然是在天堂;如果 人死后会化为星星，您大概也是璀璨的

一颗；如果 人死后还有在天之灵，看着您的这些孩子，您一定是在微笑吧！ 

胡爷爷，您走的如此之急，是因为您真的太累了吧。我跟您只有短短的数面之缘，我的脑海

中甚至只有对您的一点点模糊印象，但每次与您通信，我都能感受到来自您的慈祥与爱意，我都

会自己脑补您的慈祥面容，但当我真正看到您照片想起您的时候，却又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伤心，悔恨，我遗憾夏天没能去见您一面! 

胡爷爷，当我看到师兄写下的文章时，我才知道了更多您的故事。作为基金会的义工，走遍

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帮助了多少大学生，在内地负责了多少学校的捐建，而您对我们这群孩子的

关怀，更是胜过了一切。我是那么的羡慕师兄能与您有这么亲密的接触，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也

是您的孩子，您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   

如今，您已远去，您的孩子们都在为您而悲伤，我们也因您而又成长一分。“好好学习，将

来成为一个诚实有用的人”，胡爷爷，我不会忘记您的嘱托，一定会努力的面对生活，面对学

习，成为一个诚实有用的人。而您必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首都医科大学  2015级  姜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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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听到您去世的噩耗的时候我正在赶往韩国入学的机场， 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因为我感觉我就在不久前才见过您， 您笑的那么灿烂， 我还在信里希望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我们还说好了以后去看您和潘爷爷， 现在却看不到您了。 谢谢您留给我们这么多的爱！ 愿您一

路走好！ 我也会好好学习， 不负众望。 您虽然走了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爷爷一路走好！ 

 

中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徐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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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胡爷爷： 

  您好！ 

  听到您去世的消息，至今我都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您是多么慈祥，多么阳光，多么善良

的一位老人啊。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仍然记得高二高三的时候，每次您来学校看望我们，总是给我们带来许多东西，您不仅给我

们带来经济上的资助，还教会我们怎样去关爱别人，帮助别人。您的阳光、善良感染着我们每一

位受助的学子。记得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说过：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去战胜贫

穷！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心中，我一直坚信爷爷说的，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能改变目前贫穷的

境况。您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它们是我前行道路上的明灯，指引我奋勇向前。记得

最后一次和爷爷见面握手时的情形，爷爷面带微笑，握着我的手说：高考加油，提前祝您金榜题

名。我微笑着告诉爷爷：爷爷放心，我会好好努力的。等有机会了，我就到香港去看您。没想

到，这竟是和爷爷见的最后一面。 

  说到这里，突然觉得好后悔，后悔当初没有鼓起勇气拥抱爷爷。现如今，爷爷就这样走了，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连去看一下也做不到。我能做的，就是写一封信，告诉爷爷：爷爷，您一

路走好。相信在天堂的您，也一定会过的幸福、快乐。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尽全力去帮助身边的

人，像您一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将这份爱传递下去。爷爷，一路走好。 

        此致 

敬礼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 2016 级秦贵英 

 

2016 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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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在和您交流的这段时间里，您教会我们什么是格物致知，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感恩，您

不仅在物质上支持着我们，还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无论怎样，爷爷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

们要把爷爷的精神专递下去。胡爷爷您一路走好，愿在天国安详。     

                   2016级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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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