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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新沂时集镇，一个贫寒的农家培养出三个博士生。
这家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庭收入只靠几亩地以及父亲外出打零工收入。 在上大学
前，姐弟的学费除了父母举债外，就是靠家里每年养的几头猪。
如今，三个孩子学有所成，家庭条件也大有改善，这家人想到的是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有姐弟仨的参与，在当地政府
部门帮助下，一个颇具技术含量的生猪养殖场开了起来，他们要“
用一颗公益之心去经营，用自己双手去回馈社会”。

两个清华 一个出国深造

贫寒农家培养出三个博士生
刘万中、董振荣夫妇

这对父母说
“
孩子多上点学，才会有出息”
时集镇位于新沂东南侧， 以盛产水蜜桃著称，
眼下当地万亩桃园的桃花正在盛开。
刘万中今年 50 岁，脸色黝黑，跟记者聊天时话
不多，总是一脸羞涩。 妻子比他大一岁，脸上总挂着
笑容。 他们说，很多人听到他们三个孩子都是博士
O”形。 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姐
时，嘴巴都会张成了“
姐刘燕 1992 年出生， 老二刘相 1993 年， 老三刘杉
1996 年出生，三个人年龄相差不大，从小一起学习
相互鼓励，都很懂事。
“家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也没有别人总
询问的‘教育基因’”，董振荣告诉记者，从孩子小时
候开始，她和丈夫就是觉得“孩子多上点学，才会有
出息”。 刘万中初中毕业，董振荣则上到了高中。 在
那个时代的农村，董振荣算得上高学历，因此，在孩
子上学事情上，她说自己比其他人有着更多一点的
坚持，而丈夫则一直默默支持着她的决定。
这份坚持并不容易。 从女儿第一个上学开始，
整个家庭就开始承受了一段 长 时 间 的 痛 苦 考 验
……

艰难过往
夫妻俩避开孩子吃剩饭，饥一顿饱一顿
夫妻俩原本的住房位于村里偏僻角落， 这是刘
万中父亲留下的 30 多年老宅。 家里看不见一件像样
的家具，但家里有最好的风景——
—墙上贴满的奖状。
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 是夫妻俩耕种的几亩
地。 从决定让三个孩子上学开始，夫妻俩最先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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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就是养猪， 但卖猪的钱连姐弟仨的学费都不
够，夫妻俩只能不断跟亲戚朋友张口，直到借钱越来
越难。 当时，刘万中的父亲常年卧床，医药费也是很
大的负担。为了让孩子上学，两人只能从生活开支中
想办法。“
小时候，我俩从没有跟孩子在一个桌上吃
过饭”，董振荣说，她只能尽能力让孩子们吃饱，自己
和丈夫避开孩子视线，吃着一些剩菜剩饭，饥一顿饱
一顿对付。
姐弟仨都是初中时就开始住校， 伙食费是家庭
最大的日常开销。 董振荣说，一开始，他们制定的办
法，是三人每个星期的生活费都是 20 元标准，再带
上几斤小麦到学校。女儿每周都能剩下四五元，慢慢
的，大姐的生活费只有 15 元，老三在 20 元基础上，
有时会多增加几块钱。
“孩子们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们经常看我们
的伙食”，董振荣说，老二心思很细，有一次周六回
家，看到桌上的一盘咸菜，当时就反问，“这不是星
期一你炒的菜吗？怎么吃到了今天”。董振荣含糊了
几句，没想到当年寒假里，老二带着一串猪肝回家，
让母亲给爷爷补身体，剩下的让父母炒一盘。 董振
荣当时就怀疑并责问老二是不是偷拿同学钱了。老
二回答，他上次看过了母亲吃的菜后，每个星期从
生活费里省下了一元钱。“我和丈夫那天都哭了”，
董振荣说。

苦尽甘来
历经考验！ 姐弟仨都圆了博士梦
董振荣说，她和丈夫为生活奔波，几乎从没过问
过孩子们的学习，能够决定学业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我最心疼的是女儿，她给两个弟弟做了一个榜
样”，董振荣说，女儿刘燕也是三人中对学业最为执
着的。从小学开始，刘燕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中名
列前茅，因为经济条件原因，女儿一直没能选择到教
育条件更好的学校，她就自己制定目标，并默默地影
响两个弟弟。 高考那年，刘燕考上了扬州大学，这本
是一个让她遗憾的结果， 但是女儿很少表露出来，
“她一直都是这样，将压力都藏在自己的心里。 ”
刘燕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时， 家人根本不
知道，直到通知书下发了，她才告诉家人——
—她终于
弥补了当年高考发挥失常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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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刘相高考时考上了淮海工学院。 没想到他
考研时选择了江南大学，他解释，无锡既离家近，经
济条件也更好。 他选择的硕士专业更加利于就业，毕
业后，他想能够早一点参加工作，帮助家里缓解经济
压力。 不过，刘相的
“算盘”被
“打乱”了，考上江南大
学硕士后，因为成绩出色，他被学校择优录取为硕博
连读，随后被学校派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
老三刘杉本科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他又顺
利地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孩子们陆续上大学后，
家里的经济压力也渐渐得到缓解。 老大刘燕入学后，
马上办理了助学贷款。和姐姐一样，老二、老三都是依
靠助学贷款，开始了自己的大学学业。在校期间，姐弟
仨各展所长，所有生活费全部自己动手挣。

帮父母圆梦
姐弟仨利用所学，帮父母开办生态养殖场
最让董振荣开心的是，姐弟仨如今在用行动，帮
助父母完成心愿。
董振荣说，姐弟仨长时间的求学费用，来自于养
猪，因此，她和丈夫对
“猪”有特殊感情。 所以想办一
个养殖场，带动村里更多人就业，也利用创业积累更
多回馈社会的资金。
在新沂相关部门支持下，董振荣和丈夫盘下了
村里一处废弃砖窑厂， 建立起一个年养殖数千头
的养殖社。 姐弟仨帮着养殖社不断更改规划，把普
通生猪养殖渐渐变成了拥有生态猪舍、 污水处理
系统、沼气发电、猪粪发酵还田、生态农田果园等
项目的生态链。 不仅如此， 姐弟仨还根据所学知
识，制定了今后养殖场产品注册商标、电商销售、
生态观光农业等一系列发展计划。“每年过年回
家，三个‘博士’一脱下衣服，拿起农具就进猪舍、
下农田”，董振荣表示，姐弟仨表示这是父母的梦
想，他们今后会尽能力帮他们圆梦。 如今，董振荣
的养殖社雇佣了 6 名村里的劳动力。 董振荣说，她
会用心将养殖社经营好， 带给社会更多的绿色生
态食品，在自己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她还要跟
丈夫组织、 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孩子的成长离
不开政府、社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应该用自己
的能力去报答更多人”。
（遵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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