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庞众望

一夜之间，庞众
望成了“超级网红”。

这个农村少年
无奈地站在聚光灯
下，有些不适。于是，
他选择了躲避，不想
将自己完全暴露。

但是，庞众望的
故事却流传开来。有
网友说：孩子，你感
动了中国——

父亲是一位精
神分裂症患者；母亲
先天残疾，常年卧
床；自己在5岁时被
查出先天性心脏病，
母亲坐着轮椅为他
借钱做手术，才拥有
了健康的身体；他还
曾多年捡卖废品，补
贴家用。

如今，他跃进了
“龙门”，在高考成绩
公布前，他顺利通过
清华大学“自强计
划”招生测试，获得
该校60分（最高）的
优惠加分。6月23日
凌晨，河北高考成绩
公布，庞众望取得
684分（加分后744
分），成为河北省吴
桥县理科状元。7月
13日，清华大学河北
招生组相关负责老
师向红星新闻确认，
庞众望已被清华录
取。

网友们纷纷感
慨，寒门亦能出贵
子。当然，更多人
被庞众望的坚韧所
触动。

18年来，这个农
村少年到底经历了
什么？红星新闻记者
赶赴河北吴桥，专访
庞众望和他的母亲
庞志芹，还原这个

“网红”的成长之路。

无奈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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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7·16”火灾致22人死
纵火嫌疑人已被抓获

据新华社电 16日4时左右，江
苏常熟虞山镇漕泾2区74幢发生火
灾，造成22死3伤。经公安部门调查
取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疑人姜某
某已被抓获。

16日4时29分，常熟公安部门
接到群众报警，称虞山镇漕泾新村
二区 74 幢发生火灾。119 指挥中心
立即调集14辆消防车，71名消防官
兵赶赴现场处置，5时28分大火被
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
品房屋，系江苏四阿哥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起火建筑
为两层带阁楼砖混结构，建筑面积
约200平方米，过火面积约200平方
米。经调查核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
住有 29 人。经对现场彻底清理，确
认死亡22人。3位伤者均为轻伤，无
生命危险。

火灾发生后，江苏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赶赴现场指
挥救援和处置，苏州市、常熟市立即
成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现
场搜救、医疗救治、原因调查、善后
处置、舆情发布等工作小组，还成立
了24个由司法、民政、社区、心理疏
导专业人员等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
小组，“一对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
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京新高速全线贯通
总里程约2768公里

据新华社电 15 日，随着京新
高速公路内蒙古临河至白疙瘩段、
甘肃白疙瘩至明水段和新疆明水至
哈密段三个路段的联动通车，京新
公路大通道全线贯通。这意味着从
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里程缩短近
1300公里。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巡视员
任锦雄介绍，京新公路大通道在内
蒙古、甘肃、新疆北部开辟了一条东
西向大通道，是北京连接内蒙古西
北部、甘肃北部和新疆最为便捷的
公路通道。

京新高速总里程约2768公里。
其中，临白段（临河至白疙瘩）全长
930 公里，是我国里程最长的高速
公路项目，位于内蒙古西部巴彦淖
尔市和阿拉善盟境内；白明段（白疙
瘩至明水）全长134公里，位于甘肃
省酒泉市肃北县境内；明哈段（明水
至哈密）全长178公里，位于新疆哈
密市境内。这三个路段大多位于戈
壁、荒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沿途
干旱缺水，内蒙古境内有近 500 公
里路段基本为无人区，建设条件非
常艰苦。工程建设期间，各参建单位
克服了环境恶劣、有效施工期短、建
设任务重等困难，严格控制工程质
量，建设进展总体顺利，实现了交通
运输发展“一盘棋”。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至2016
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3.1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预计到

“十三五”末，国家高速公路主线基
本贯通。

6月23日凌晨，河北高考成绩公
布。当时，众望在手机上查到了自己的
分数——684分。

庞志芹回忆，出成绩前，众望感觉
自己没有发挥好。但成绩出了，这么高
分，他还是不满意，“如果能多考 10
分，就不用清华的分了。”

众望很快便沉沉睡去。但庞志芹
一宿无眠，“我很知足了。经常看电视，
我知道，这个分不低了。坚持了这么多
年，孩子不容易。”

众望就要进入清华。他是近十多
年来吴桥首个考入清华的学生，也成
了全县的骄傲。

在众望的成绩公布十多天后，镇

里派来的一支装修队进了庞家，将他
们住了十几年的老屋翻新，吊顶、刮
灰，还安装了暖气。满墙的奖状也被打
包起来，放在一角。庞志芹说，不准备
再往上去贴了，“众望又有了新的起
点，应该继续往上走，读个研究生，永
远别懈怠。”

众望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让
人们再次看到了坚韧的力量。他们
纷纷表达了捐助的愿望，但被庞家
一一婉拒。

庞志芹说，“之所以拒绝，是因
为我们暂时不需要，自己能够解决。
有的人比我们困难，捐给他们不是
更好吗？”

直到现在，庞书强（庞众望外公）
都无法想象，为什么脊柱裂会“光顾”
自己的女儿。

这种病变是先天性的，不可逆
转。所以，庞志芹一出生就和病痛
相伴。

庞书强只是河北吴桥县庞庄的一
个普通村民，看着女儿被病痛折磨，他
内心崩溃，“但去了很多地方治，都没
用。只能带回家自己慢慢养。”

在20多岁时，因为爬行太多，庞
志芹的腿部被磨破，严重发炎，一时
难以恢复，恐危及生命，不得不将双
腿截去。

26岁那年，父亲将她许给同村一
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只能做些简单
的事情。”

婚后，庞志芹仍由父母照顾，而
她的丈夫则在亲戚家打零工，偶尔
回家。

无疑，这是一个无奈的组合。
直到1999年2月8日，众望出生。

一切才开始改变。
庞志芹告诉红星新闻，孩子的名

字是她起的，“我没读过一天书，但我
羡慕你们读书人。我和孩子的爸爸都
不行，所以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众望
身上。这个家庭，不能不努力。”

“众望所归嘛。”提及儿子，庞志
芹大笑，如释重负。

那个时候，庞志芹看着儿子蹦跳
着过了童年，自己每天虽被病痛折
磨，但总算有了念想。

然而，噩耗传来。

众望从小由外公外婆带大。庞书
强向红星新闻回忆，孩子5岁时，开始
在村里上学前班，但嘴唇莫名发紫，
胸前有肿块突出，而且稍微奔跑，就
会哮喘，“我经常看报纸，就感觉，孩
子的症状像极了先天性心脏病。”

于是，庞书强瞒着女儿，将众望
带去吴桥二院检查。结果，正如他所
料——孩子得了先心病。最终，这一
疾病在吴桥县人民医院确诊。庞书强
抑郁而归，内心挣扎，不敢将消息告
诉女儿。

不料，年仅5岁的众望回到家中，

即向母亲“告密”：“妈妈，医生说我的
病很重。”

庞书强这才将实情告诉女儿。庞
志芹向红星新闻坦承，当时，她接受
不了，感觉自己又陷入了无尽黑暗。

“我心里担心，这种病，也许可以治，
但又怕家里承受不起。”不过，无论如
何，庞志芹也不忍心就此放弃。

于是，她坐在轮椅上，让6岁的儿
子推着，挨家挨户借钱，“走了20多户
亲朋，借了4万多元。”2005年，众望在
河北省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咋能
想到，只花了3.1万元，手术就成功了。”

住院8天后，众望已经活泼得像
只兔子。病好了，但这个家更拮据了。

即使如此，庞志芹还是决意要将
孩子送去上学，“我羡慕有文化的人，
真的羡慕，所以就尽最大可能让孩子
上学。”

那个时候，众望只是个6岁的孩
子。但他已意识到，他必须为这个家
做点什么。

于是，他开始不断将废铁、塑料
瓶、纸板……捡回家中。很多时候，捡
回的废品只能卖几毛钱，但这也足够
令庞志芹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1年。
2011年下半年，众望要去邻村马奇中
学读初中了。

初中时，众望和妈妈的距离是15
里地。平时住校，周末回家。三年里，
众望每周的生活费只有20元，但庞志
芹告诉红星新闻，“他经常会把生活
费攒下来，再给我。然后说，妈妈，这
是我给你攒的钱。”

庞志芹仍在被病痛折磨，她最幸福
的时候，是看到儿子得奖了，然后，回到
家中就给她一个“熊抱”。她说，“人们说
我坚强，但其实不是，我经常背地里哭。
两三岁时，众望就开始哄我。”

有一次，幼小的众望眯着眼睛问
庞志芹，“妈妈，为什么人家都是妈妈
哄孩子，咱家是我哄你呀。”

庞志芹泪眼蒙眬，无法回答，但
她感觉有了依靠，心里踏实些了。

日子过得很慢，但晃晃悠悠地总
还要前行。

2014年，众望要去50里外的吴桥
上高中了，庞志芹有些怅然若失。众
望又何尝不是，他告诉红星新闻，“感
觉只留她在家中，心里难受。”

2014 年暑假，众望突然想到，给
妈妈写信吧，“每天写一点，一共写了
30封。上学前，都交给姥爷（外公），让
他每天念一封给妈妈听。过渡一下。”

庞志芹被暖到了。她说，在信里，
她被儿子“教训”了，让她舍得吃，让
她别喝生水……

大概在初中时，庞志芹成了低保
户。“那时，每人每月只有15元，3个人
45元。现在，涨了些，3个人370元。”

众望做完手术后，庞家已是“债台
高筑”。于是，众望捡了6年废品；庞志
芹做了几年针线活；她的丈夫在亲戚
家打零工，平均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

侧卧在铁架床上的庞志芹眯着
眼睛，突然来了精神，“我借的钱都还
清了。”

她说，“我常告诉众望，人要守
信。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能干，损人
利己的坚决不干。”

“这个家庭，不能不努力”

母亲坐着轮椅挨家挨户借钱

“妈妈，为什么咱家是我哄你呀”

“感觉只留她在家中，心里难受”

“坚持了这么多年，孩子不容易”

15 日清晨，阵雨初歇。吴桥
街头，人们各自奔走。

7 点 30 分，庞众望准时出现
在约定地点。那是一个瘦弱的少
年，身高 178cm，只有 105 斤。很
热情，但又显得有些尴尬。

记者：你几岁时意识到了家
里的困难？

庞众望：6岁吧，也就是去做
先心病手术前后。手术前，妈妈让
我推着轮椅上的她挨家挨户借钱
的时候，我受到了触动。手术后，
为了还钱，妈妈每天熬夜给人家
做针线活，手经常被扎破。我看着
很心疼，就感觉，我应该为家里做
点什么。

记者：所以那么小就去捡废
品了？

庞众望：嗯。手术以后没多
久，就上了小学，直到初中住校
后，就没捡了，一共6年。当时，就
想赚钱。

记者：既上学又捡废品？
庞众望：不影响上课。一般都

是放学的时候去捡。中午不午休，
直接就去了，下午放学再继续。能
卖钱的都捡，主要是捡加工钢材
的厂里倒出来的废铁。

记者：你妈妈很坚强。她对你
有什么影响？

庞众望：她的话很少。但没有
妈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她不
仅给了我生命，也影响了我的性
格。她说，面对困难，要坚定地走
下去。

记者：平时和你爸爸沟通
多吗？

庞众望：不多。他话很少，并
且只重复自己想的。但他知道我
能被清华录取后，很高兴。一圈一
圈地转，见人就不断重复，我儿考
上清华了，我儿考上清华了。

记者：取得这样的成绩，有没
有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

庞众望：其实，基本是按照老
师的步骤走。我有个习惯，就是遇
到难题，不会先看答案，一直到做

出来为止。曾经为一道题做了一
天，但这样很锻炼人。

记者：高考对你意味着什么？
庞众望：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它把我送到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可以让
我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机会。

记者：大学准备怎么过？
庞众望：清华已经答应给我

勤工俭学的岗位。我会一边学习，
一边做好工作，解决生活问题。

记者：你想为妈妈做些什么？
庞众望：小时候，我一直想，

要把妈妈接到大城市去住。但现
在，不这么想了。她留在乡下也挺
好，认识的人多。现在我们住的是
亲戚的房子，等我有了能力，我想
先给妈妈建个房子。她喜欢厨房，
我就给她好好弄个。然后再买一
辆高档的轮椅。

记者：现在，媒体把你的家庭
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会
不会感觉不好意思？

庞众望：这个没有什么。这就
是我的家庭，我出生在这儿。感谢
他们给了我生命。

记者：为什么这几天一直在
躲避来访的人？

庞众望：我喜欢平静的生活，
不想被打扰。

记者：高考结束至今，在做什
么？

庞众望：赚学费啊，每天6个
小时的家教。一个是一个班，还有
两个“1对3”。平时就住在县城亲
戚家里，这轮能赚 4000 多元。还
剩一个月，我准备去北京亲戚家，
先去适应下那儿的节奏，找份工
作，把学费赚回来。

记者：你拒绝了很多资助？为
什么？

庞众望：其实，大家没有必要
资助我。从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
我知道，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我
们自己能过得下去，为什么要欠
别人的人情。人情这种东西，不怎
么好还。

贫困生庞众望考入清华的状元密码：
不只是捡了六年垃圾的暖心，

更有轮椅上的母亲

妈妈给了我生命
也影响了我的性格

西周“兮甲盘”
成交价逾2.1亿元

据新华社电 2017年西泠印社
春季拍卖会近日在杭州举行，备受
关注的西周青铜器“兮甲盘”亮相，
从1.2亿元起拍，以1.85亿元落槌，
最终以2.1275亿元成交。

“兮甲盘”现高11.7厘米，直径
47厘米，敞口浅腹，外附双耳，上有
铭文 133 字。铭文不但具有极高的
金文书法价值，而且因其内容记载
了西周征伐北方猃狁部族，管理东
都成周地区和对南方淮夷部族开展
商贸，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
于研究西周的官员、战争、封赏、税
赋、奴隶和商贸等制度均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历朝历代的学者对它作
了上百次的著录。

据史料记载，“兮甲盘”于宋
代出土，后被南宋宫廷收藏，南宋
灭亡后流散民间，后被元代大书
法家鲜于枢重新在其下属家里发
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圈足已
经被人折断，“兮甲盘”被当作了
炊饼的“平底锅”。经过历代收藏，
到清朝末年以后，“兮甲盘”又不
知下落，直到 2014 年才在国内出
现，经多位专家确定为真品，并在
当时的中国（湖北）文化艺术品博
览会上亮相。

“恐怖”先心病

捡废品6年

写给妈妈的30封信

被翻新的老屋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发自河北吴桥

庞众望和母亲旧照

庞众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