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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林

72 个“正”字，一共 360 次汇款。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每月
50 元到现在的每月 300 元，李树园整整收了 30 年的汇款单。

因为肢体残疾，天津市民李树园没有工作，生活一直过得紧
巴巴。从 28 岁那年开始，一位叫“杨一民”的陌生人通过民警杨
军走入他的生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一笔来自“杨一民”的汇款，

“杨一民”是谁？他为什么坚持给李树园汇款？从收到第一笔
汇款 20 多年过去，李树园才得知坚持帮助自己这么多年的好心
人“杨一民”就是他所住社区曾经的管片民警杨军。曾经的青年
均已头发花白，知道真相的李树园抱着杨军久久不愿撒手……

神秘好心人“杨一民”

“ 30 年，如果没有这些汇款单，如果没有‘杨一民’的帮助，
我哪里会活着？我哪里会有这个温暖的家？”面对记者，李树园说
着说着，泪水便充盈了眼眶。

“杨一民”是汇款单上的署名。但“杨一民”是谁呢？李树园并
不认识。他托片警杨军帮他打听一下这位好心人的情况，想当面
谢谢“杨一民”。

那时，李树园住在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地区。劝业场是天津
市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但与高楼大厦相邻的老旧房子尚未改
造，许多居民住在低矮的平房里。李树园的家就在劝业场附近的
一个小胡同里。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劝业场派出所民警杨军
就是劝业场的管片民警。他也是“杨一民”与李树园的“介绍人”。

认识李树园一家没多久之后，杨军便找到李树园说：“我一
个同学的亲戚叫杨一民，是做生意的，他得知了你们家的情况，
愿意每个月资助你们。他会汇款给你，你一定收下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李树园疑惑着。“嗨，你要是不相信
啊，这是那个人的电话，你可以去问问。”杨军走后，李树园将信
将疑，拄着拐，一步步挪到胡同门口的小卖部，拿起公用电话。

“喂，我是李树园。您是要帮助我们家吗？”“啊，是李树园啊，我知
道你们家的事情，我做生意赚了些钱，帮助你们一家没问题。你
就等着收汇款吧。”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掉了。

汇款单很快到了。50 元！50 元！李树园一家传递着这张汇

款单，细细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那一年的冬天，是一家人心
中最温暖的冬天。而杨军答应着李树园查找“杨一民”的请求，
却迟迟没有下文。每次李树园问起，杨军总是回答：“我的同学
说他亲戚不让查找，咱就别找了，尊重他吧。”

直到 2010 年，报纸上的一则消息，给李树园一家人带来
了惊喜。去邮局寄钱的杨军因为匿名汇款而被熟人发现，又被
媒体报道了，他就是“杨一民”！

“杨一民”之缘起

李树园与杨军结识，是在杨军工作之初社区走访时认识
的。当年为了尽早熟悉社区的情况，踌躇满志的杨军在师傅的
引导下挨家挨户地走访。也正是由于他的这次走访，结识了李
树园一家。

杨军一直记得 30 年前的那一天，寒风刺骨。杨军穿过狭长
的小胡同，敲开了李树园的家门。还没进屋，眼前的情景就让他
感到担忧，由于年久失修，8 平方米的小屋在大风中摇摇欲坠。

走进房门，简陋的几件家具塞满了小屋，一家三口人正在
吃的午饭更是让杨军鼻子发酸：狭小的饭桌上，只有一盘清水
煮白菜，一小碟酱油，主食是几个窝头。房屋低矮，个子高大的
杨军不由自主地驼着背，低着头。一位年轻人则坐在桌子边，
并未站起身来。他身边的床上散乱放着几本书和一副简陋的
拐杖。他就是李树园，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不能行走。

杨军了解到，一家人生活贫困，靠两位老人打零工维持生
活，李树园在家糊火柴盒，做些简单的家务。李树园虽然肢体

有残疾，却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凭自学完成了高中的课程。
生活虽然贫困，但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令杨军震撼，而一
家人和和气气相互依靠的氛围，更让杨军感动。

走出李树园的家门，杨军径直找到居委会，从上午刚发的
100 多元工资里面抽出 50 元钱，请街道主任转交给李树园。
接着，他又直奔市场，买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给李树园
送到家中。他还找到房管站，请师傅们为李树园家修缮房屋。

面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杨军，李树园不知道说什么好。街
道主任转交的 50 元钱，却两次被性格倔强的李树园退了回
来。他说：杨警官，谢谢你的帮助，但这钱我们不能收。

几天后，杨军兴冲冲地走进李树园家，好心人“杨一民”就
这样出场了。

“我们是一辈子好兄弟！”

每个月一次，杨军上午拿了工资，下午就走进邮局，为了
避开认识的人，他特意到一个远离辖区的邮局。汇款从最初的
50 元钱，到后来的 100 元、150 元、200 元、300 元。杨军省吃
俭用，为此戒了烟，衣着也很简朴，手机一直用着最普通的款
式，直到现在。

汇款单一月一次准时到，而杨军一周两次，更是准时到李
树园家看望。因为工作繁忙，杨军还总是休息日前来。杨军来
了，从不空手，不是拎袋面就是买些蔬菜水果。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李树园年过 30 岁。年轻的杨军又
做起了“红娘”。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来自河北省的小苏走进了

李树园的生活。一年后，李树园有了儿子。通过多方协调，杨军
为李树园一家申请到了一间面积为 60 平方米的廉租房。看着
一家人搬进宽敞明亮的房子后的那股兴奋劲儿，杨军心里特
别高兴。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一次，李树园写了一封感谢
信，摇着轮椅到杨军所在的天津公安和平分局，想把这封信交
到分局领导手中。不成想，他在分局门口碰见了杨军。弄清来
意后，李树园被杨军“轰”了回去。

杨军从未把自己寄钱帮助别人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直到
2010 年的一天，杨军照旧到邮局汇款，他正低头填写汇款单，
旁边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老同学，给谁汇款啊？”杨军一抬
头，是自己高中时的同桌。杨军不好意思瞒同学，便简单说了
经过。最后还不忘叮嘱一句：“别和别人说啊。”

然而同学传同学，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记者耳中。李树园
也是从媒体记者的口中得知帮了他 30 年的“杨一民”原来就
是多年来对他嘘寒问暖的警察兄弟杨军。那一天，李树园放下
双拐，紧紧拥抱着杨军。

“杨一民”的身份曝光后，李树园多次要求杨军停止汇款。
然而，杨军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孩子还小”“孩子还在上学”

“孩子还没结婚”。时间长了，李树园也就放弃了“抵抗”。他心
里明白，这是因为杨军真正把自己当成亲人在关心。李树园在
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杨军：“三十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
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我永生不会忘怀，是他在我生活的转折
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民警杨军。”

新华社天津 11 月 26 日新媒体专电

寻找“杨一民”：360 张“匿名”汇款单的背后

▲李树园在家中查看民警杨军曾经给他的汇款单
（ 11 月 16 日摄）。新华社记者连漪 摄

民警杨军（右二）在李树园家中与其一家人合影
（ 11 月 16 日摄）。新华社记者连漪 摄

30 年，一共 360 次汇款。李

树园整整收了 30 年的汇款单。

但从收到第一笔汇款 20 多年过

去，李树园才得知坚持帮助自己

这么多年的好心人“杨一民”就是

他所住社区曾经的管片民警杨

军。曾经的青年均已头发花白，知

道真相的李树园抱着杨军久久不

愿撒手……

从抵触到不愿停笔：一项“特殊作业”带来的逆转
长春光华学院“95 后”大学生通过手写家书，对亲情的理解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本报记者刘硕、薛钦峰

这几天，长春光华学院 2016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贺芃源
把一封写好已久的家书投进了信筒。从最初接到这项特殊“作
业”时的不知所措，到流着泪不愿停笔，再到寄出时心里对父母
回应的期待，一封家书给生于 1997 年的贺芃源带来的改变，让
他自己都难以相信。

在这个冬天，长春光华学院 1600 多名大一学生陆续把家书
寄到全国各地。三年来，累计五千多封家书，不仅让学生们完成
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表达，也让他们对亲情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一次作业开始

“很多大一新生都是第一次长期离开家人，心里充满了思念
和牵挂，却疏于表达而与父母亲人之间形成了隔阂。”担任思修
课教学任务的长春光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授高文阁告
诉记者，如何破解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办法，想来想去，写家书
的想法突然迸发出来，并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

但是问题来了，如今的“95 后”大学生连纸质信件都很少见
到，更别提情深意切的家书。“正因为他们对家书如此陌生，更应
该让他们尝试着去了解这背后承载的浓浓亲情。”高文阁决定，
用作业的方式来给学生适当“施压”。

从 2014 年秋季开始，给家人写一封家书成了这所学校新生
思修课里的一项特殊作业。学生们按照要求把家书写好后寄出，
并且把删去隐私内容的家书副本作为作业提交。“之所以把它定
为作业，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用分数衡量，而是督促大家都参与其
中。”高文阁说。

谈到对这份作业的认识，贺芃源感叹，简直是一次惊人的
“逆转”。“刚看到作业时感到很搞笑，但当自己深夜坐在桌前提
笔开写，脑海中回忆慢慢变老的父母和过往生活的点滴，写着写

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写第一封时我还有些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但

后来我就喜欢上了写家书，虽然我的文字不优美，但很多以往
无法表达的情感，却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一名该校大
二学生说。

从最初的一份作业，到如今越来越多学生主动写家书，让
高文阁出乎意料的是，三年来，参与其中的学生们找回了写家
书的传统，不仅写家书，他们还组织了“一封家书励志感恩”和

“读懂爹娘”主题演讲和班会等活动，把家书和父母的回信在
老师同学面前勇敢地读出来。据参加过演讲会的师生回忆，动
情之处，台上台下泣不成声。

该校 2016 级新生杜雪说，虽然日常微信等方式与家人交
流很方便，但家书带给她的震撼远远超过了文字本身。在一次
家书演讲会上，同学们分享的家书也勾起了她对家人的思念，
她成了演讲会上哭得最厉害的学生之一。“同学们家书里表达
出的真挚情感很感染人，让我感同身受，不自觉地就跟着哭了
起来。”杜雪说。

“我从未让您骄傲，您却一直拿我当宝”

家书里到底写了什么？是什么让这些“95 后”学生完成了
对家书认识的逆转并自觉地参与其中？

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取得学生和老师的授权后，记者翻阅
了部分已经删去隐私内容并经过整理印刷留存的学生家书。
除了表达对父母养育的感恩和祝福，一些家书中还寄托着真
切的忏悔和惋惜，语言虽然质朴，各种真挚的情感催人泪下。

“爸爸，您还能年轻多久呢？……您在思考生计，在为我们
的衣食忧虑，可您是否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预想般顺利……

我们还是习惯和同学攀比。”一名大一学生在家书表达了对父
母的深深歉意，父母在外打工供自己和弟弟上学，对于其中的
艰辛，她以前从未好好思考过。

“我知道，一个人拉扯一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我还不
争气地考了一个学费高的学校，这会让你更辛苦。”一名学
生在家书中写道，她的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陪她生活学
习，让她很心疼，自己努力不够，也感到很愧疚。

她的母亲在回信中鼓励她：“孩子，正因为你爸爸不在了，
所以你要加倍努力，为你自己的明天撑起一片天，在未来，我
相信你也会为我撑起一片天，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照顾我。”

一些学生在家书中表达了对完整家庭的期待。“每逢节
日，家里吃饭时奶奶一定要提醒我为你盛上饭，摆在桌上，我
们每人都为你夹菜，常常是吃着吃着，家里的每个人都泪流满
面了。”一封题为《妈妈，回来吧》的家书中，学生把母亲从家里
出走后的种种辛酸记录下来。她在家书中告诉母亲，家里的养
鸡场扩大了，奶奶身体还硬朗，相信您总有一天会回来。

“我们家以前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家，自从你和妈妈离婚以
后，这个家就没有那么完整了，我们之间的话题里从来都没有
妈妈，但我和妈妈的话题里除了你就是你。”一名学生在家书
中对父亲说。

长春光华学院思修课教师刘晓晶说，在家书中还有不少
类似的单亲家庭孩子的感触，他们想劝和父母，期待团圆的温
暖，羞于直接用言语表达，家书成了很好的表达载体。

保险专业学生龙佳宁把第一封家书写给了弟弟。回想这
些年与弟弟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欺负弟弟甚至曾偷
着打过弟弟的经历，龙佳宁坦言，现在感觉有个弟弟很好，自
己感觉有个依靠，所以才会勇敢地表达出来。

学生吕松洺告诉记者，他的家书没有寄出，因为收信人已
经离开人世。“父亲走得早，我只想通过这封家书告诉他，我很
想他。”吕松洺说，虽然家书没有寄出，但写家书的过程让他更
珍视亲情，今后会更心疼母亲、关爱母亲。

“我从未让您骄傲，您却一直拿我当宝。”高文阁说，当他在
一份家书中看到这句话时，眼眶顿时湿润了。他告诉记者，在学
生们的家书中，有祝福、有遗憾、有感恩，也有美好的期待。

“我已经 60 多岁了，经历了很多事情，早就没有眼泪了，
但学生们的家书还是让我忍不住泪水，他们稚嫩质朴的情感
让我也很感动。”高文阁说。

“谁说‘95 后’不懂表达感恩？”

一封家书，不仅是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家人真挚的表达，

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明显的改变。

“以前有人让我在友情、亲情、爱情中进行排列，我会毫不
犹豫把友情放在第一位，但写家书的过程让我明白了，家人是

任何人无法取代的，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亲情摆在第一
位。”来自新疆石河子的学生于健告诉记者，家人接到家书来
电话时，电话两端的人都流泪了。

“以前放假回家只想着自己躲到房间里，现在回家第一件
事就是想给父母、姐姐一个拥抱。”于健说，她以前从来没有给
家人写过信，也没说过这么多感恩的话，一封家书让她对父
母、对亲人的认识彻底改变了，以后还会继续写。

“考上了一所三本院校，如果再不努力学习，那就是我不
懂事了。”一名学生在家书中对父母说。记者发现，不少学生都
在家书中立下了志向：以后考研深造，或者努力学习本领好好
打拼，不辜负父母的期待，也要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谁说‘ 95 后’不懂表达感恩？家书就是我们表达感恩的
最好载体。”16 级新闻专业学生包越松说。一些家书中的“您
养我长大，我陪您变老”等简单朴实的语言，也让记者打破了
对“95 后”情感淡漠的印象。

让家书成为“新传统”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
吧？”上世纪 90 年代，歌曲《一封家书》唱遍大江南北。

随着新兴通讯方式更新普及，近年来写家书逐渐冷了下
来。不少文化人士不断呼吁公众重新关注并认识家书。随着展
览展示活动不断增多，家书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尤其是抗战、
长征等时期的珍贵家书，唤醒了不少人对家书尘封的情怀。但
要想让更多公众重拾写家书的习惯，还不容易。

“尽管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很方便，但一封手写家书，带
给家人的感觉是无可比拟的，这也是为何我坚持让学生手写
家书的原因。”高文阁说，手写家书的形式并非作秀，而是要让
学生找到笔尖流露出的温暖和真诚，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坚守一份真挚情怀。

如今，三届学生的五千多封家书中，很大一部分已排版印
刷留存，其中一些成册的家书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收
藏。作为全国大学生手写家书的典型代表，长春光华学院的部
分家书还参加了一些重大主题展览。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说，阅读这些大学生
的手写家书后，他也被其中流露出的真挚情感深深感动。“这些
大学生手写家书，创新了家书的内容和形式，不仅架起了与家
人沟通新的桥梁，也为弘扬家书文化找到了很好的载体。”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已经收藏各类家书五万余
封，并且开设了家书常设展览。张丁希望，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
些家书，并重拾写家书的习惯，让家书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高文阁说，希望学生
们不仅在校期间能把写家书的习惯培养起来，以后也能坚持
下去，让写家书成为与亲人沟通的“新传统”。

▲学生们在写家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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