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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朱秀霞倾吐肺腑!"李校长#我办学不

是为了挣钱$是为了那些缺乏父爱母爱的孩子% 这

钱$我可能不会很快还你&'李小燕相见恨晚$现场决

定拿出
-#

万元& 二楼建起来了$三层时钱又跟不上

了$朱秀霞向学校老师和村民告急$老师和家长们或

两万(或几百的$纷纷捐款$一共凑了
,2

万元& 到学

生宿舍楼封顶时$李校长又一次慷慨解囊$汇入
,#

万元&最后$楼盖好了$添置桌椅(床铺(洗衣机$朱秀

霞又身无分文&她再次给李小燕打电话!"李校长$这

次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姐$好事做到底& 不然的话$

学校开不了学$孩子们住不上楼& '李小燕又一次打

进
,#

万元&

几度合作$李小燕成了朱秀霞办学的铁杆支持

者) 她的艺术学校也开到了这所留守儿童学校$让

-.#

多名孩子接触到了舞蹈$受到了艺术熏陶$并走

向了全市春节联欢晚会的大舞台&

-#,2

年秋季开学的第二天$朱秀霞又一次晕倒

在学校办公室里&

由于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观$

-#,3

年
-

月
-.

日$学校由原来的陈庄小学正式更名为淮阳县冯塘

乡留守儿童学校&

,!

年$白手起家$一所民办小学$从一张白纸发

展到拥有
2.

个标准教室$一个多媒体教室$

2!

间学

生餐厅$一栋宿舍楼$校园装有三套监控系统$办学

条件全乡第一& 为了这一切$朱秀霞不仅付出了
,!

年的青春汗水$还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因长

期操劳过度$饮食没有规律$她得了胃底出血和反

流性食道炎+因长期讲课造成喉部病患$曾做过三

次手术&

此外$她和学校还负担了
,$#

多万元的外债)

一声$妈妈%&唤出无限深情'

在这里&朱秀霞以大爱无疆的慈母情怀&温暖

护佑着每一个幼小的心灵' 她以不是生母胜过生母

的倾心付出&赢得了孩子(家长普遍的尊敬和衷心的

爱戴' 她是千名孩子共同的妈妈)

淮阳县教体局副局长张萍是位热情( 正派(大

气的女性$也是学校发展中的"贵人'&她向记者讲述

了
-#,,

年下半年她的奇遇,,

当时$学校有
4##

多个孩子$包括幼儿园和小

学部$比一些公办学校的生源还多& 张萍看到学生

露天趴在小板凳上考试时$就责问乡教办为什么允

许条件这么差的学校办学- 但经过了解她发现$这

所学校开设的珠算课(英语课(安全课等教材都是

朱秀霞和老师们自创自编的& 有的课$连县城的公

办小学都没开& 尤其是当她了解到$学校这么困难

还对孤儿和特困生免费后$ 对这所学校产生了好

感& 临走时$她看到有两个孩子拉着校长朱秀霞的

腿喊"妈妈'$感到很奇怪$就问!"你怎么会有这么小

的孩子-'朱秀霞回答$"不是我的儿子$是留守儿童$

因为年纪小$跟我吃住在一起$孩子都习惯了叫我

.妈妈/0 &

张萍深受感动#从此开始关注这所学校并想方

设法加以支持&

其实#这只是发生在这所学校爱心浪潮中的一

朵浪花& 在这里#几乎每时每刻(每个班级都在发生

着温馨的爱的故事#虽然平凡却感天动地&

,,

岁的常心想是这个学校四年级的学生& 记者

来到距离学校
4

里地常柏屯村孩子的家& 这个家三

间破瓦房# 屋顶露着天# 一间黑黢黢的厨房仅能容

身&这样的家庭在留守儿童学校不止几十家&常心想

的妈妈( 两个姐姐( 一个堂兄堂姐都是痴呆症患者

1大伯父病故$伯母出走2#家里还有一个长年患病的

42

岁的老奶奶& 孩子的爸爸(

3$

岁的常树重看起来

非常苍老& 他告诉记者#家里只有
3

亩地#一年收入

只有两三千块钱& 由于母亲岁数大了#他不能离开

家#只能在村里干零工#靠跟着水泥匠班挣个零用

钱&

常心想是一个聪明温顺的孩子#也是家里唯一

一个有文化的人& 他和他的父亲告诉记者#从幼儿

园到现在
.

年来#学校没有收过他一分钱学费#连伙

食费也是全免& 不仅如此#朱校长和老师还给他买

水果(香蕉(苹果#有时也买衣服&由于得到了更多的

关爱和鼓励#他从刚到校时的微弱智障#变成了一个

聪明伶俐的孩子#学习成绩稳步提高&他说!3朱校长

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朱校长& 0

要过端午节了& 这里有个规矩$端午节后不能

剪头发& 朱秀霞校长和老师们给班里需要剪发的孩

子们理完头发$让他们精精神神地回家过节&3这样$

不仅能省
!

元钱$还让孩子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0在

这里$为学生理发$而且可以理出毛盖(麦穗儿头(苹

果头等$是从校长到教师的基本手艺&

像常心想这样的免费特困儿童$ 在全校有
.#

多个&

,,

岁的刘艳茹是学校
3

年级的学生$她姊妹
2

个$哥哥痴呆$

,3

岁的姐姐在浙江义乌打工& 她的父

亲
!#

岁时病逝$母亲痴呆$爷奶早逝$现在跟着婶

子&婶子有一儿一女$经济也很紧张&刘艳茹原来在

胡庄上小学$

2

年级来这里时$成绩中下& 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在全班
!3

名学生中$她在前
2

名&

说起自己的变化$刘艳茹说这里有爱& 学校实

行均等教育制度$班里只要有一个不及格的$代课

老师和班主任都要受罚& 因此$各班都安排好学生

和差生坐同桌$3一加一0结对子培优补差& 这样做$

成绩好的同学得到巩固提高$ 差生也赶上来了$还

促进了同学们之间的互爱互助& 还有$排座位时$差

生坐在前几排最好的位置$而学习好的坐在后面$这

样就得到了老师更多关爱& 另外$老师给学生洗衣

服(掖被子(看病$学生感觉很温暖$因此$学习劲头

很大& 说起这里与公办学校的差别$刘艳茹说$关键

是老师的责任心大不一样&

按照规定$刘艳茹享受每年
,###

元的3两免一

补0& 而全校
.##

多名小学生中$只有几十个指标可

以享受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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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贾卫霞是营子王村人& 收麦了$她赶回

老家$记者正好见到她$她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在唐

山打零工收废品$儿子刘跃在留守儿童学校$从
3

岁

到现在已经
4

年了&3每次回来$孩子跟我说话$张口

闭口.朱妈妈/$原来不知道是说谁的$后来知道是叫

朱校长的&从小到大$洗衣服(洗澡(喂饭(缝补衣服$

孩子跟校长和老师比跟我都亲& 如果没有这个学

校$都不知道孩子怎么安置& 0

距离学校八九里地的梁庄村
!2

岁的朱秀霞

1与校长同名2$听说记者采访$主动要求见见记者&

她的儿子陈超今年
,3

岁$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了& 陈

超从
2

岁开始跟着朱校长整整
$

年& 一次陈超拉肚

子把棉裤弄湿了$正是入冬时$天气很冷$学校没有

换洗的棉衣$朱校长用火烘烤$然后用卫生纸和棉

布垫到孩子裤子里$之后$急忙把孩子送回家换衣

服& 还有一次过星期天$家里有病人$没有来得及接

孩子$朱校长就带着孩子一起吃住&

孩子的心灵纯洁无瑕$ 对爱和善良极其敏感&

陈超
.

岁时$一个星期天$朱校长做家访$路上遇见

在地里干活的陈超母子& 朱校长和陈超母亲说话

时$孩子不见了& 等了一会儿$陈超3吭哧吭哧0跑过

来$抱了五六株花生$走到朱校长面前***3给% 0原

来$他到地里给老师拔花生去了&

陈超母亲告诉记者$ 陈超说过$3等长大了$能

挣钱了$给朱妈妈买好东西吃&0现在$陈超已经离开

这所学校$到了一所普通中学$但还常常跟朱校长打

电话(发短信$内容就几个字***3老师$我想你了%0

朱校长告诉记者$陈超性格内向$在学校是走

哪儿跟哪儿$他的性格跟父亲相近& 陈超父亲陈家

村忠厚善良$寡言少语$几年和她没说过几句话$但

爱都在心里& 陈家村夫妇觉得$校长为孩子做的事$

他们夫妇也做不到$从心里感激不尽& 陈超的母亲

就把感激凝聚在手上$ 她给朱校长做了一双绣花

鞋$冬天又做了两双草靴子$用桐油油好后$亲自送

到学校&

阮秀梅老师在这里已经
4

年了&她和朱秀霞亲

如姐妹& 她说多年来之所以不离不弃$就是被朱秀

霞的人品和爱心深深感动了& 她介绍说$幼儿园搬

到乡兽医站那一年$朱秀霞累得病倒了& 因怕孩子

有闪失$她只有在学校办公室里$眼望着外面挂吊

针&一个叫王瑞婷的小女孩看到后$哭着跑过来说!

3妈妈$你怎么了- 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0朱秀

霞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把孩子紧紧地拥到怀

里$说!3孩子$妈妈没事& 0

有个叫杨文科的孩子$睡觉爱发癔症$半夜站

起来就撒尿$ 和他一个铺的朱飞宇小朋友被浇醒

后$惊叫到!3妈妈$下雨了0& 朱秀霞急忙打开灯$仔

细一看$一下子就笑出了眼泪&

有一次$薛苗苗的父亲从上海回来$到学校看

女儿时$薛苗苗连父亲都不认识了$站在朱秀霞的

身后$一个劲儿地问!3妈妈$他是谁呀-0任凭父亲怎

么喊她$小姑娘就是不肯出来& 薛苗苗的父亲当场

就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还有一次$ 王龙杰的母亲在外几年没回来过$

她到学校见孩子$孩子不见她$说$3俺幼儿园有妈%0

,,

一茬接一茬$刘文娜(李敏涛(黄敬如(朱飞宇

等孩子$都管朱秀霞叫3妈妈0%

-#,#

年$ 淮阳县冯塘乡留守儿童学校的齐军(

张甜甜(李敏涛(李莹莹等同学$分别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淮阳一中(淮阳中学& 齐军因家贫$开学前仍然

拿不起学费& 朱秀霞知道后$鼓励齐军!3只要你有志

气$我支持你% 0立即给齐军拿出了
"##

元钱$让他顺

利进入了淮阳一中学习&在一次阶段考试中$齐军的

成绩全阶段第二& 他给朱秀霞发了一条信息说!3朱

老师$我想叫你一声妈妈% 0朱秀霞立即回了短信!

3当然可以% 0随后$齐军打来了电话!3妈妈$这次我

的成绩很好$没有辜负您% 0瞬间$朱秀霞幸福的泪水

止不住地往下淌&

六年级一班班长
,-

岁的梁静静( 六年级二班

,2

岁的张雨珍和张坤(张莎莎$都是从幼儿园小班

来到这里的$至今已经
"

年了&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

打工$一年最多见一两次面$有的两年才能见到一

次$学校就成了他们的家$朱秀霞和老师们就是他们

的妈& 学校每个班都有几个体温表$孩子们感到不

适$都会自己拿来量体温&发烧了$就告诉老师$不论

白天黑夜$不论酷暑寒冬$班主任都会带着他们去看

病&

孩子们告诉记者$在这里$他们学会了独立(坚

强(感恩&

记者第三次来到学校$ 又一次见到了梁静静&

她哭着告诉记者$再过几天$她们六年级的孩子要

毕业了$她们不想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她们不想离

开这个学校$不想离开朱妈妈%

一花怒放&引来满庭芬芳'

尘土一样谦虚(低调(包容的朱秀霞&取长百

家&融会贯通&自成一体&用辛勤汗水锻造(提升着自

己的生命质量&并以先进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培育熏

陶着孩子们&使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

岁的王之灵$原是王井小学校长& 当了一辈

子教师的老人对朱秀霞十分佩服& 因此$他不仅把

孙子(孙女送到了学校$还把亲戚(朋友的孩子往这

里介绍& 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记者介绍!3这所

学校$自办学以来就管理有方$特别是幼儿启蒙教育

更是有声有色& 幼儿园大班四五岁的孩子$心算比

打算盘还快呢% 从幼儿园大班走出的孩子$智力水

平相当于一般小学二三年级学生的程度& 另外$他

们注重孩子的养成教育(感恩教育(礼仪教育$把这

里的孩子个个培育成了既懂事(又能进行速算的小

神童% 0

淮阳中学宏志班高一学生李政晋是朱秀霞校

长带出的第一批孩子& 他的母亲朱秀兰告诉记者$

儿子在幼儿园虽然只呆了两年$但对他的影响会伴

随终生& 幼儿园两年中$朱校长带着他和孩子们演

讲(唱歌(表演(当小主持人$培养了孩子大方(阳光(

亲和的性格& 幼儿园开设的珠算(珠心算$对孩子数

学和智力开发影响很大$为孩子后来学习发展打下

了扎实基础& 她夫妇因到鹿邑做生意$孩子也到鹿

邑县上一年级$ 孩子虽然因为家里生意忙经常缺

课$但每次考试成绩却很出色& 老师纳闷儿$就问!

3你儿子是不是学了奥数-0其实哪里学过这些东西&

去年中招考试$李政晋以
.#4

分位居全县中招第一

名$淮阳中学(淮阳一中都向他抛出3橄榄枝0$不仅

学费全免$每月还发奖学金&

在朱秀兰的家$记者看到$在李政晋的床头$至

今贴着朱秀霞校长当年发给孩子的各种奖状***

用纸箱剪成的心( 奖杯等$ 上面写着!3宝贝$ 我爱

你% 03宝贝$你真棒% 0等&朱秀兰回忆说$有一次$儿

子把奖品带回家$说!3妈妈$这是俺老师的.心/% 0

而淮阳新一中的张甜甜$是去年从留守儿童学

校考走的学生&她现在是该校3阳光班0学生$成绩在

阶段前三名& 她的母亲刘君面对记者$一脸的骄傲

和自豪%

3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

朱秀霞是家里
$

姊妹中的老大$这个农民的女

儿从小就做事专心$只有高中学历的她$不论做什

么$都力求做到最好$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绝不

轻言放弃$这是她一个弱女子能在留守儿童教育事

业上立住脚的性格原因&

-##-

年$为办好第一所幼儿园$她的足迹踏遍

了方圆十几里路的公办(民营幼儿园$细心考察每

个幼儿园$并到附近县市和周口市最好的幼儿园虚

心学习& 她的目标是!让农村的孩子$特别是留守儿

童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好的学前教育%

-##!

年秋季$学校小学部设立后$为管理好小

学部$周围
-#

里内的小学$朱秀霞都去取过3经0&走

到哪儿$吃到哪儿$学到哪儿&之后$全市不少优秀小

学$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3

-##.

年$我去武汉蓝都幼儿园学珠心算$当时

加盟费
-

万元$我哪有这个钱啊%只能以儿子准备来

这里学习为名$用了整整两个通宵$硬是把六册珠心

算教材全都偷偷抄了下来& 0

3

-##4

年$我趁假期去北京学习神墨珠心算$神

墨珠心算的加盟费是
4###

元$ 我还是以自己的孩

子要去学习为名留下来$我主动打扫卫生$和老师

搞好关系$上课时$趴桌子上装睡$偷偷听课$一有机

会就看她们的教案$自己慢慢熟记于心& 0

3我到郑州鹤立培训机构学习多次$ 一节课
!#

元$去北师大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三次$参加全国

幼教型园长培训多次$每次四天$全是自费& 0

处处留心$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成一体% 朱

秀霞很快从一个外行成为了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

方面的3专家0&

她给记者介绍起学校常用的教法和课程***

语文类的3快速识字阅读0方面***有故事提

放法(兄弟互认法(敲打对应法(文字搬家法(牵引识

字法$外加扩展阅读$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兴

趣盎然+

数学类有***珠心算(智能数学(引导数学(手

指操$开发孩子们的数学潜能和智力+

艺术教育类有***绘画(音乐(手工(舞蹈(书法+

养成教育类有***国学经典诵读( 传统孝道(

礼仪(感恩(互助,,

这些$既有全国先进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成

熟的方法模式$又有朱秀霞的创新(发展&她说$拿来

主义是不错$但是否适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才是关键&

他们学校使用的教材$不少都是朱秀霞和她的老师

们编写的&

现在$在冯塘乡留守儿童学校$除语(数(英主

课外$安全(科学(美术(音乐(舞蹈(体育(品德(手

工$这些在县城甚至市中心城区或被轻视或被废置

的课程$在这里全部开设&

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设硬笔书法$毛笔字三年

级开设$每周二节&

学校规定$班里有一个不及格的学生$就要对

老师进行处罚$目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让所有

的孩子成才%

学校从幼儿园就开设有礼仪(感恩(艺术(国学

课程$幼儿园的孩子见到老师都3像模像样0***小

手一背$低头问候!老师好%

冯塘乡绝大多数幼儿园园长$都是从这里学成

出去的$对此$朱秀霞深感自豪&她认为$自己掌握了

先进的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让更多的老师也能掌

握$并能熟练地运用在教学中$这才是学校发展的

根本& 为更好地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在资金极为

紧张的情况下$朱秀霞多次组织老师们到郑州参加

幼教园长培训$选派老师到武汉学习珠算&

-#,,

年(

-#,-

年这两年$学校派人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专业

的教学管理&

-#,2

年和今年$朱秀霞又利用各种机

会$带领老师参加了教师礼仪培训等等&

朱秀霞告诉记者!3教好学生$ 必须先带好老

师& 有不少老师是大学和幼师刚刚毕业的$必须手

把手把她们带成合格(优秀的教师& 为此$每周一三

五下午和二四六晚上开展教师培训$一个老师讲$所

有老师点评$优点(缺点是什么-每个人都要写&有话

说到当面$有问题摆到桌面& 0

3我们的幼儿园老师都必须练就一手简笔画$

至少会画
-#

个苹果(小兔子(小公鸡(小天鹅之类的

简笔图画$ 给学生批改作业或板书时随手画出来$

并给孩子们鼓励性暗示$比如.宝宝$你真棒/(.宝宝

进步了/等& 所有的幼教老师要学会唱几十首儿歌$

背诵几十首古诗词& 幼儿园大中小班内的贴画$都

是老师带领孩子们设计(绘画(制作的& 0

朱秀霞创立的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很好地开

发智力$培养孩子的情商(智商和艺术修养$又能全

面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质$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

习(成长(成人(成才&可以说$城里孩子有的$这里都

有$城里孩子没有的$这里也有&在这里$很多留守儿

童都会双手打算盘$熟练掌握加减混合运算$以及多

位数加减乘除等速算方法&

3家长的希望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家长的鞭策

是我们奋斗的动力$家长的重托让我们无言退却0+

3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往前走&给孩子一

个时间$让他们自己去安排&给孩子一个机遇$让他们

自己去把握&给孩子一个困难$让他们自己去克服&给

孩子一个权力$让他们自己去选择0&

这些布满走廊(教室(校园的妙语箴言$记录着

朱秀霞
,!

年耕耘教坛( 缀网劳珠般的求索之路$也

折射出她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本身

的先进理念&

爱的教育&传递爱心接力'

朱秀霞和她的老师们把温暖和感动传递给了

留守的孩子们' 她们虽然清贫&但每个人的精神世

界都很富有' 因为有了这群临时妈妈&留守孩子们

不再孤单'

淮阳县冯塘乡留守儿童学校目前有
"$3

名学

生$ 其中幼儿园
2-2

人$

"

个教学班$ 小学部
.!,

人$

,-

个教学班& 全校贫困生
,#.

人$孤儿
$

人$单

亲家庭的孩子
!-

人$残疾学生
.

人$常年住校留守

儿童
.##

多人& 全校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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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

名男教师& 教

师员工中$ 有一大批都是多年和朱秀霞共事的老

教师和保育员& 这两年$这里还吸引了一批优秀青

年教师&他们之所以能够安于清贫$乐于付出$就是

因为这里有事业(有尊重(有幸福(有快乐$在这个

大家庭$他们和学生一样$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成

长&

3.

岁的阮秀梅是这所学校的生活老师$也是陪

伴朱秀霞校长走过艰难岁月的老教师之一&

4

年前$

她的儿子要上学$听说这里不错$就来了&此后$她的

三个儿子相继来这里读书& 孩子都来了$她不放心$

想陪着他们$ 结果就当了生活老师$ 这一干就是
4

年& 她说$她最佩服朱校长的是她的品德和胸怀$她

身上永远有学也学不完的东西&

阮秀梅给记者讲了两件事***

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双脚掉进了屎窝儿$屎尿

把鞋子(裤子都弄脏了&朱校长知道后$啥也不顾$赶

紧把孩子抱了出来$然后蹲下身给孩子脱下鞋$用温

水给孩子洗脚$把孩子的鞋子衣服洗干净$一点都不

嫌脏& 这一幕永远定格在她的脑海里$并成为她追

随校长的动力&

还有一次$十多个
-#

来岁的年轻人$挥舞着

钢管$气势汹汹来学校闹事& 当时学校里只有几

个女教师$为保护老师和孩子$朱秀霞挺身而出$

挡在门口说!3我做的都是有良心的事$你们要想

找事$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0此次$朱秀霞的拇指

差一点被掰断&

阮秀梅还告诉记者$一个女人$风风雨雨$多少

事都要她自己扛着$朱校长承受的心理压力她最清

楚& 多少次子夜时分$安顿好孩子后$朱秀霞会走上

学校楼顶看星星$有时会低声呜咽&

学校后面有棵大柳树$长期的压力有时让校长

难以忍受$多少次半夜时分$她尾随朱秀霞来到树

下$听到她在偷偷地哭泣&

有一次$朱秀霞累得口鼻流血不止$失血量有

两碗那么多%阮老师当时就说$朱校长$你的肺坏了$

换我的$你的肝坏了$也换我的& 这种生死相托让朱

秀霞深深感动% 学校建楼最困难时期$阮秀梅把家

里仅有的
-

万元存款交给朱秀霞$ 说$3拿着用吧$

虽然不顶事$顾个小急& 0

患难与共$让她们凝结成了生死姐妹% 这样的

同事(姐妹还有很多&

3.

岁的张舸老师是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和语

文老师$同时还教三年级的英语课&3学习重要$生活

更重要%0她把自己当成孩子们的妈妈$一天
-3

小时

跟孩子们在一起& 她的学生宋庆峰(宋庆柯(张甜甜

等一大批都考进了淮阳一中(西城中学等名校& 这

些孩子离开后还一直想着她这个3妈妈0&前不久$几

个孩子抽空凑钱给她买来特仑苏牛奶$说要给她补

补营养&她3生日0时$不少学生给她发来短信祝贺她

3生日快乐% 0其实$这个3生日0是她编的$目的是敷

衍学生不让孩子们分心$但孩子们的爱让她和她在

郑州上大学的女儿很受感动& 女儿见到妈妈这样受

学生尊敬爱戴$就说$妈妈虽然清贫辛苦$但很快乐$

毕业后自己也想当老师&

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朱秀霞办公室里放着红糖$这是所有老师都知

道的$是专门为来例假的老师和女生准备的& 她还

给幼儿园的老师们准备了电饭锅$以便在特殊的日

子让这些老师吃些热粥& 在老师们忙得不亦乐乎

时$朱校长像大姐和母亲一样$给这些年轻的女教师

洗衣服$甚至包括内衣&

爱传递爱$爱产生爱$爱让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成为了一个和睦(舒心(进取的世外桃源$同时吸引

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这里扎根奉献&

-$

岁的徐桂平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这是一个

温婉(孝顺的女孩& 为了对父母多进些孝心$大学毕

业后$她来到了家乡的这所留守儿童学校教学& 来

之前$她心里还有些忐忑$但和这里的孩子$和校长(

老师们接触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留下来$

做一名好老师% 她说$学生天真可爱$但对老师观察

得非常仔细& 她平时爱笑$

-#,-

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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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父亲

患了肝癌$上课时偶尔想起$心里就难受$学生立即

感觉到了她的内心变化$就歉意地问是不是惹老师

生气了- 她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

子们的心情& 去年父亲病逝$她瞒着学校回家给父

亲送终$当天下午返校$第二天上午照常上课& 校长

朱秀霞听说后$紧紧抱住徐桂平大哭了一场$随后带

领老师们去徐桂平家看望&

更为感人的是$徐桂平考研成绩优异$接连被

三所大学录取$可为了这里留守的孩子$为了姐妹间

的深情厚谊$为了学校的稳定有序发展$她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放弃读研机会& 徐桂平的得与失$让更多

的老师感受到为了留守儿童事业奉献自己青春年

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徐桂平被老师和学生推选为 3最美教师0&

-.

岁的宋芝贤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后$她先是进了一家企业$去年夏天来这里$一个学

期后$就决定在这里好好干下去& 宋芝贤老师被学

生评为3最漂亮的阿姨0&

这样的感动$还有很多很多,,

学校规定$班主任必须住校$一天
-3

小时和学

生们在一起& 毕业于郑州航院的年轻老师盛锦锦

由于自己的孩子太小$需要她回家照顾$盛锦锦就

晚上察看完宿舍里的每一个孩子后再回家$ 第二

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赶到学校& 由于起得早$身后

时常有狗追着她咬& 她笑着说$朱秀霞校长为了孩

子都晕倒过好几回了$我这不算什么&

3培养孩子$ 人品最重要& 爱是教育的永恒主

题$也是付出的最好答案& 孩子们都应该有一个健

康(快乐的童年& 为他们的人生做好铺垫$我们会一

直坚持下去& 我做不了太阳$也做不了月亮$我愿做

一颗星星$把孩子们的心灵照亮& 0***这是朱秀霞

和这群留守儿童的3妈妈0们共同的独白和朴素却感

人的铮铮誓言&

留守儿童的!妈妈"朱秀霞

下课了!孩子们在校园里尽情地游戏玩耍

孩子们通过感恩教育学会了互相关心

上学路上有段泥路!每逢下雨时!大孩子帮助小孩子趟水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