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俊杰_LvJunjie：本人认为张九精的
行为值得我们当今社会所有人学习。如果说
是作秀，那是社会的一种退步甚至毫不夸张
地说是一种悲哀。我记得肯尼迪有句话说的
好：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是要问你为
国家做了什么。同样的道理，张九精自力更
生不依靠他人和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这
种行为，那是多么值得学习。

@狂奔呀喏哒：21 世纪，当代大学生需
要全面发展为社会尽己之力，靠各种社会实
践锻炼出来，自己总得学点啥做点啥来充实
动手能力，要不然毕业就等于失业，似乎白来
大学花钱，还是那句话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按舒服的方式活着：我要给这位同学
赞一个。放眼当下社会能像他一样吃苦耐劳
的还能有几个，不说出去干兼职，就是每天吃得
差一些，就没几个人能受的了。他是贫困生，可
是他却不愿拖累学校和老师同学们，精神可嘉。

@秦少油：张同学身上满满都是正能
量，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家庭再怎
么穷困，再怎么艰难，也要把家庭的担子扛起
来，照顾患病父亲。同时自己无论在什么情
况下，也不放弃努力，坚持学业。真正做到了
自强不息，不给社会添麻烦，了不起！

@z531312762：读到这则新闻，首先映
入我眼帘的是张九精同学灿烂的笑容，一个
从内心到外表都充满了阳光的孩子，他的身
上一定会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这种能量让
接触到他的人都会感受到温暖。

@唐太宗小叶紫檀收藏：这孩子有傲骨
必能成器！无论选择休学或是读书都不是问
题，关键是能明白选择的道理和代价；生活里
的选择往往意味着一意孤行，不是每个选择
都是划算的，选择昂贵的，付出的代价是大
的，得到了、也最幸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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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运多舛，家境贫寒、少年丧母、父亲患病，边上大学边照顾父亲；他独立坚强，卖废品、做家教、搞促销，谢绝

师长帮助自挣学费；他乐观充实，认真工作、参与慈善、努力打拼，笃信靠自己可以改写人生。

8年前，海南师范大学学生张九精的孝心、爱心、恒心和自立自强精神，感动了校园，感动了全社会，海师大“爱心

助学基金”规模大幅扩张，使无数学子受益。今天，他不等不靠、勇于拼搏的精神仍然具有强大感染力，值得我们学

习。

省委党校副教授何鸿：

唯有独立担当 青年才有希望

面对困厄，有群年轻人选择
用拼搏、用奋斗改写人生

苦难压不垮
他们的脊梁

苦难是成长最好的催化剂，
如火般燃烧的青春与积极向上
的心态使人们在逆境中涅槃。

在琼岛大地上，有这样一群
80后、90后，他们默默无闻，却
踏实、诚恳、勤勉。

他们始终坚信天道酬勤，用
自己辛勤的双手可以换来明日
的美好。

海师大师生心目中的张九精：

他的故事
让人长久感动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张靖超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张九精、黄静、罗婷……这些出生在
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成
长的道路上与天灾人祸狭路相逢，支离
破碎的家庭，抑或穷困潦倒的家境，都没
能让他们后退半步，抬起头，挺起胸，一
幕幕感人的青春风暴就在平凡中上演。

2011年，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开展的第二届“在关爱中成长——全国十
佳自强女孩”评选活动中，定安中学女生
黄静成为40位提名候选人之一，在海南
独此一例。黄静幼年丧父，家里最值钱的
物件就是两辆自行车，供黄静姐弟俩上学
使用。但她刻苦读书却给老师和同学留
下了深刻印象。

黄静在读初中期间，每逢周日她都会
带着同学们到岭口镇敬老院，帮老人洗衣
服，和老人们聊天。她还经常组织同学给
定安县岭口镇西山村张文树老人送温暖，
她们捐钱买来生活日用品，帮老人劈
柴。在张文树老人去世后，她们坚持慰
问他的遗孀。

去年，由团中央、全国学联主办的
2013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
活动近日揭晓，目前在海口经济学院求
学的汶川孤儿罗婷获评“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标兵”（全国十人），海南省仅她一
人获此殊荣。

罗婷出生于四川成都彭州市的一个
农村家庭，在她出生前，父亲因矿难去
世，母亲在她出生后离家出走，爷爷也只
陪伴了罗婷短短几年就撒手人寰。身体
虚弱的奶奶靠着维持两人生计的杂货
摊，把罗婷拉扯大。

11岁时，奶奶也去世了，成为孤儿
的罗婷被寄养在邻居家里。从上高中开
始，罗婷就利用假期外出打工，餐厅迎
宾、月饼促销、奶茶制作、收银、发传单、
图书管理员、手机促销、酒店服务员……
她做过20多种工作。

上大学后，罗婷一面坚持上课，一面
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社团活动，晚上还在
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罗婷说，她有一
个愿望，就是把自己勤工俭学所得和获
得的助学金悉数用在社会公益活动上。

这些出身贫寒的学子，未放弃一丝
希望，勤奋是他们与命运抗争的行动，担
当是他们面对困境时一往无前的决心。
他们曾用自己的故事感动了海南，用百
折不挠的精神感染了周边的年轻人，从
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海南这片土地
上，有着焕发无限青春活力的未来之
星。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初秋的海南师范大学校园，不时有
暑期留校的学生匆匆走过，在许多人心
中，“张九精”这个名字或许已经陌生。
不过，当新学期开始时，会有更多的贫困
生因“爱心借款”会重新熟悉这个名字。

“爱心借款”适用于就读海师大且家
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学生，每次借款最
高不超过3000元，学生毕业后两年内归
还本金即可，已使众多海师大学子受
益。海师大学生处处长杨海向记者透
露，仅2013年获得“爱心借款”的海师大
学生就有67人。

8年前，正是由于张九精以他倔强
的坚持，以一系列彰显孝心、爱心、恒心
的自立自强行为，感动了校园，感动了全
社会，使由“海南师范大学爱心助学基
金”运作的“爱心助学基金”规模得以大
幅扩张，海师大“爱心借款”得以持续资
助贫困学生。

时隔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九
精依然认为：“自立自强，任何时候都不
过时！”

孝顺学子带着父亲上大学

张九精老家在河南新蔡县韩集乡天
庙村，家境贫寒、少年丧母、父亲患病。
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给张九精
出难题。

有些贫困大学生习惯于等靠要，习
惯于自怨自艾，而张九精早早地开始了
和命运抗争的努力。近日在记者采访
时，回忆当年，张九精唏嘘不已。

从大一开始，张九精开始到电器公
司做促销员，开始在大英天桥上举起了
家教牌……拿到大一暑假做家教挣来的
2000元后，从大二开始，张九精说服生
病的父亲张玉美来到海南。

课余时间，张九精就跑到父亲租住
的小屋中，给父亲洗衣做饭，沏上一壶苦
丁茶，给他捶捶背；天气冷的时候，张九
精把学校发的厚被拿给父亲盖……尽管
无钱就医，但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
身体开始好转，体重也开始增加了。

同学们知道张九精带着父亲上学
的事情后，都想帮这位自强自立的班
长一把。全班 50 多位同学，每个宿
舍，都收起自己平时随手丢掉的废品，
如矿泉水瓶、旧书报等，先在宿舍集
中，再由生活委员统一收集，交给张九
精的父亲。

大家没想到，张九精和父亲把废品
卖掉后，把钱打到了班会费里。

自尊自爱靠双手挣学费

大学四年，张九精涉足的勤工俭学
岗位实在太多：电器促销、床上用品促
销、文具促销、建筑防水工程、家教……
在坚持勤工俭学的同时，他还获得了多
个奖学金资助，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但依然无力
完全缴清学费。

2005年底，海师大举行首届“校园
十大感动人物”评选，张九精以高票获颁

“校园十大感动人物”。而此时，海师大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欠费风波”，在校
生仅2005年一年就欠下学校1700多万
元，其中不少属于恶意欠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师大要求凡在
学校就读学生必须在缴清所欠学费、住
宿费后方可办理注册手续。学校申明每
个系3％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以缓
缴，但不包括大四学生。张九精恰恰是
大四学生。

再三思考后，张九精向学校提出了
休学。获悉张九精申请休学后，多位教
师表示可以出资帮助张九精先缴上学费
完成学业，但倔强的张九精婉言谢绝，选
择休学到一家建材公司打工 ，希望靠自
己缴清学费再重返校园。

尤其难得的是，休学期间，面对海师
大庞大的贫困生群体，张九精草拟了《关
于做好贫困生帮扶工作的几点建议》，系
统地向学校提出建立解决贫困生问题的
长效机制，比如统一回收随处可见的矿
泉水空瓶、发动毕业生捐出废旧书籍、办
公部门统一回收废旧报纸杂志，将所得
用于帮助贫困生。

2006年4月，张九精的事迹经本报
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和栏
目，大篇幅跟进报道了张九精事迹。他

曾入围“2006年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晋
级候选人”，后因在慈善机构工作繁忙，
放弃了后续参评活动。

在“爱心助学基金”帮助下，张九精
顺利完成了学业。

乐观充实从不放弃拼搏

张九精换了手机号码，记者辗转找
了他多位师长，才找到了他新的手机号
码。

他经历了许多变故，身体一直不太
好的父亲于2011年去世。他换了多份
工作，如今有了不错的收入，买了车，儿
子也5岁了。他像许许多多同龄人一
样，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直在拼搏。

“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学
生资助体系，社会各界对贫困生的关爱
也一直在延续，不过，我一直觉得，资助
是一回事，贫困大学生自立自强的品格，
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张九精说。

曾经是贫困生的张九精，在大学时
对自己的一日三餐节省得近乎苛刻，但
是，物质是贫乏的，但他拥有强大的内
心。他笃信靠自己的拼搏和努力可以改
写人生，因此，在充满坎坷的求学生涯
中，他多次拒绝了老师、同学的资助。

“贫困是回避不了的，看你怎么样去
面对。我一直认为我不贫困，我过得很
充实、很开心。不要把贫穷看得太重。

只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规划，你
迟早会走出贫困圈，不要总担心别人说
你穷。”张九精说。

在张九精看来，人的有些潜能是被
逼出来的。貌似山穷水尽的人生，有些
时候，却也蕴含着巨大的动力。古今中
外已经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贫困，可以摧
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

“我从来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不过，
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出色。”张九精
说，这些年他一直刻意回避媒体的后续关
注，选择像一个普通男人一样赚钱养家，适
度参与慈善工作，寻找机会回报社会。

张九精认为，如今勤工俭学的渠道
非常多，贫困生们只要肯干，完全可以通
过自己的努力缓解贫困，家庭不算贫困
的学子们，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适度减
轻家庭压力。

有些贫困生，在极度自卑的心态指
引下，往往依靠向亲友、同学举债，来掩
饰自己家庭贫困的事实。在张九精看
来，贫困生摆正心态非常重要，“比如说
请客吃饭，别人请，我没请，人家也不会
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贫困生。我
从来不和别人比吃比穿比用。”

“当代大学生，无论贫困与否，培养
自立自强的能力非常重要。伸出手，手
心向上很容易，而如果你选择手心向下
挑战人生，你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张
九精说。

（本报海口8月25日电）

8年前，贫寒学子张九精带着患病父亲上大学，不等不靠自挣学费的
独立坚强使他赢得尊重，更为贫困学子赢得了更多社会关注

自立自强，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张靖超

在许多海南师范大学老教职员工心中，
清晰地记得近年海师大有两位曾经上过《新
闻联播》的师生，一位是模范教师郭力华，另
一位就是自立自强感动大众的学生张九精。

海师大团委书记王华认为，张九精的故
事，给了目前在校园中的贫困学生三个启示：

首先要阳光面对，不要做心理上的贫困
生。有些受资助的同学，总担心贴上贫困生
的标签，给自己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很难展
开腾飞的翅膀，对于这部分同学来说，放下包
袱前行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要自立自强，不要做学习生活中的
贫困生。要把各方资助作为提高学习成绩和
各种能力的动力，通过不懈的拼搏和努力实
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不能养成等靠要的毛病；

第三要懂得感恩传递爱心，不做精神上
的贫困生。要积极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等方
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各种活动，成为
爱心接力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海师大学生处处长杨海告诉记者，在国
家资助体系日趋完善的今天，对于即将踏入
大学校门的贫困生来说，因贫困导致失学的
几率其实不大。以海师大为例，学校按照教
育部要求为新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为贫困
生先办理入学手续，而后以生源地贷款、爱心
借款、勤工助学等方式，多措并举帮助贫困生
完成学业。

“当年海南日报对张九精事迹的发掘，
直接促进了学校进一步完善了对贫困生的
资助体系，这是张九精留给他之后的贫困
生实实在在的一笔财富，他的事迹和孝心、
爱心、恒心，也激励了更多海师大学子自立
自强、勇于担当，他的事迹让人长久感动。”
杨海说。

海师大文学院大三学生王荣华说，不管
是否贫困，在追求自立自强的道路上，每一个
人都可以成为张九精。贫困生可以通过努力
缓解贫困，赢得别人更多的尊重；而家境无忧
的学生，也一样可以争取自立自强选择超越
自我的人生。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目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青年一定要具有责
任感和精气神，挑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要
像张九精一样自立自强、努力拼搏。”省委
党校副教授何鸿在采访时说，张九精的身
上充满了自强、自尊、诚信、责任感等优秀
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
现，他敢于担当，不愧是青年楷模。

在极为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张九精
是如何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呢？何鸿
认为，没有学费，没有生活费，张九精不
等不靠不要，自己做家教干兼职赚钱，
体现一种勇敢面对困难、积极改变人生
的自强品质。而当学校有意免除学费、
有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张九精却说
不，他要凭自己的劳动所得还学费，既
表明了自尊，也表明了诚信。

“张九精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更
是一个有信念、负责任的人。他不仅用
行动完美地诠释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也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做出了榜样，
值得每一个大学生学习。”何鸿说，他的
母亲去世早，父亲患病远在老家，作为
一名在校大学生，靠着做兼职的微薄收
入，张九精把父亲接到身边照顾，这样
的家庭责任感难能可贵。

在何鸿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应当学会自
强自立。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面对生活的困
境，完全寄望于别人，把别人的帮助看成理
所当然，并心安理得地接受。有的大学毕业
生不愿面对生活的挫折，出现了诸如“啃老
族”一类的群体。其实，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自强自
立的路来，这样，生活才会更加充实。

“现在，我们正迈步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时代呼唤出现更多张九
精式的青年。”何鸿说，当遇到困难的时
候，要勇敢地面对，想办法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实现。张九精所经历的一切告
诉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坎坷，但只要
敢于面对，就一定能克服，并且乐观地
对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生活就是美
好的。 本报记者 张靖超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2006年4月11日，张九精在给父亲看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孤儿罗婷在学校图书馆勤工俭学。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卫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