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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光林

他自幼在少林寺学习武术! 拿过全

国武术大奖! 后来在香港做武术教练"

"#$%

年春!为了照顾患病的母亲 !他从

香港返回家乡! 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专门

兴办一所留守儿童学校" 他坚持以打工

养校!免去了学校里贫困#孤残学生所有

的学费#生活费"

%&

年来!他共资助
'$$

多名贫困孩子和
()

名孤残儿圆了读书

梦!受他资助的
")

名学生先后考上了大

学"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保障孩子们的正

常学习#生活!他隐姓埋名悄悄跑到工地

上做起了农民工"后来!他又组建起施工

队!带领民工们四处打工!他和民工们一

起扛水泥#拉材料#提灰桶#爬脚手架"母

亲病危撒手人寰时!他还身在工地上!没

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他的感人事迹先

后被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根据他的

故事改编的电影$大爱无声%即将上映"

他就是入选中国好人榜# 获得河南青年

五四奖章# 感动周口十大人物的项城市

官会昌福学校校长马刚"

&孩子没钱上学!学校把学费给我们

免了'没钱吃饭!让我们免费吃饭'孩子

没衣服!又给我们免费发衣服" (一个家

长这样描述孩子在马刚的学校中获得的

照顾"

&这些年!听说过许多企业家支持福

利办学的事迹! 但是像马刚这样倾其所

有办福利事业!自己还要靠去打零工#卖

苦力来维持生活运转的好人! 我还是头

一回听说" 他的所作所为很难用行善积

德来概括!应该说马刚心中有大爱#有大

德! 他的品行折射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因! 他的办学也绝非简单的

道德施舍!而是具有文化#道德#社会多

重意义" ( 在中国文明网上有人这样评

论"

&五一(刚过!&出彩周口人(采访组

来到项城市官会镇! 走近这位被人称为

&最美农民工校长(的马刚"

时光追溯到
"$$$

年!在少林寺学艺

有成的马刚随团出访香港! 开展少林武

术文化交流"其间!马刚以武会友结识了

成奎安#吕小龙等著名影星!折服了不少

香港商界知名人士"次年春!马刚在香港

期间! 香港昌福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欲年

薪
&$

万港币聘其为私人保镖!但马刚由

于牵挂远在家乡患病的母亲! 并希望能

为贫困的家乡做点事!便婉言谢绝了"马

刚告诉她!自己出身贫寒!只读完小学便

辍学了!深受知识匮乏之苦!看到家乡不

少孩子失学!感到非常心痛!自己想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

位董事长被马刚的品格深深打动! 决定

资助他回乡办学"

马刚从小受到了母亲的熏陶! 母亲

是一名民办教师!连续任教
&$

年" 小时

候!父母就教育他!要多行善事!乐于助

人! 遇到挫折时要以德报怨! 并身体力

行!言传身教!在他心中播下了善良和慈

爱的种子!影响和塑造了他的人生"

"$$"

年夏天 ! 在香港友人的资助

下!马刚又花尽全家所有的积蓄!终于在

家乡办起了项城市官会昌福学校"很快!

这所学校就成了附近十几个乡镇农村留

守儿童的家园"

在学校运转陷入困境的初期! 一段

时间内!马刚曾徘徊于矛盾的十字路口!

在母亲和学生之间痛苦地抉择) 选择在

家照料母亲! 实现当初从香港返乡照料

患病母亲的愿望! 这些苦难的孩子将会

失去生活来源' 选择外出打工挣钱供养

孩子!母亲将无人照料"母亲得知马刚这

一心事! 劝说他必须把这些可怜的孩子

放在首位!他们已经失去了亲人!决不能

因资金问题再让他们失学" 在母亲多次

劝说下! 马刚选择了让母亲和年迈的父

亲相依为命! 嘱托已出嫁的妹妹一定要

多来看看妈妈! 自己选择就近的城市打

工!每天用手机和母亲保持联系"

学校创办以来!马刚一直立足农村!

心系慈善!造福社会!不图回报!每年都

有
%$$$

多名孩子在这里就学!其中不少

孩子自幼失去了父母! 大多是被丧失劳

动能力的爷爷奶奶照顾着"

为了能让这些孩子正常上学! 马刚

派专人负责贫困儿童的学习和食宿问

题!使他们安心在校读书!远离饥饿和寒

冷!享受到学校这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孙肖南小时候妈妈离家出走! 爸爸

身患重病!由爷爷和姑姑照顾"马刚知道

情况后!多次专程从外地赶回!去医院看

望他的父亲! 每次都送去医疗费"

"$%&

年
%$

月
")

日凌晨 ! 马刚又一次送去

*$$$

元医疗费时!孙肖南的爸爸病情加

重!于当天上午
%$

时去世!从此孙肖南

成了真正的孤儿" 马刚轻轻拭去孙肖南

脸上的泪水!对他说)&孩子!别怕!要坚

强起来!以后学校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

的爸" (

王航宇和弟弟王俊恒同在昌福学校

学习" 母亲嫌家穷走了! 父亲说是去打

工!可一去两年多杳无音信!兄弟二人只

好跟着
($

多岁的奶奶过日子"我们见到

他们的奶奶崔桂兰时!老人泪流满面!激

动地说)&孩子没钱上学! 学校把学费给

我们免了'没钱吃饭!让我们免费吃饭'

孩子没衣服!又给我们发衣服"真不知道

该咋感谢**(

在昌福学校!像孙肖南#王航宇#王

俊恒这样的孤儿特困生还有很多! 这是

一群苦难的孩子! 每每想到这里! 马刚

说)&我要努力打工! 让这些苦难的孩子

在学校找到温暖!得到家的关爱" (马刚

表示!他收留了这些孩子!就要对他们负

责! 学校不仅给他们免去所有学费和生

活费!而且要资助他们上高中!上大学!

直到成人"

"$%&

年
+

月!疏于照料的母亲意外

病故!使马刚抱憾终生"

%*

日晚上!极度

劳累的他在工地上睡着了!凌晨醒来!发

现手机上有
%+

个妈妈打来的未接来电!

没等打过去!妹妹电话又打了过来!妈妈

病故了! 他当时就瘫坐在工棚里放声大

哭"他疯狂地赶回家!只见母亲手中紧紧

攥着手机!口中似乎要说些什么"马刚痛

苦万分!捶胸顿足!整个人崩溃了!抱着

妈妈已经冰凉的身体!哭喊着说)&妈妈!

儿回来晚了!是儿子不孝!不该离你这么

远" (他觉得太对不起母亲了!让母亲就

这样遗憾而终" 他非常后悔不该离开母

亲! 连老人家临走前的最后一面也没见

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刚都不能

摆脱悲伤! 认为如果能接到母亲临危时

的电话及时赶回去! 也许母亲的病能及

时得到救治!

'*

岁的母亲唯一留给马刚

的是
%+

个没有打通的电话"当年从香港

回来想好好照顾母亲的愿望从这一刻破

灭了!在那孤独的一个月中!他每夜痛苦

地徘徊或眠于母亲坟前! 时常想起母亲

生前慈祥的面孔! 想起最后一次与母亲

见面!马刚感到自责和忏悔!甚至动念要

追随母亲而去"

一个月后的马刚满脸胡须! 大幅消

瘦"这个几乎虚脱的汉子回到学校!几十

个苦难的孩子跑到他身旁围着他! 拉着

手问)&校长!校长!你怎么了+ 碰到什么

不顺心的事了+ 让我们帮帮你吧, (孩子

们天真无邪的话语! 深深触动了马刚的

心!他紧紧地抱着这些孩子!流出了酸楚

的眼泪!他在心里树立一个信念)不能丢

了这些孩子!如果丢掉了包袱!自已也丢

掉了良心" 为了这些孩子! 无论多么困

难!这条道路他都要坚定地走下去"他决

心要把母亲的美德发扬光大! 用自己的

一生传递下去! 让这种爱影响到更多的

人!愿天下所有失去妈妈的孩子!从此在

心灵上不再感到痛苦和孤独"

学校每个月支出很大! 每月要发放

教师工资几万元" 学校考虑到学生的生

活和安全!还聘请了
"$

多名后勤和相关

人员!每月的工资也是几万元"学校场地

占地
&$

多亩!每个学期要支付几万元租

金"

()

名孤儿特困学生免费上学#食宿!

要想正常维持教学就要多补贴十几万

元!所有这一切!马刚都承受了"

学校缺少资金!他为了学校和孩子!

不得不四处想办法挣钱垫付学校所用"

由于只有一身功夫!没有专业的技术!他

只好选择了打工之路" 他找来当地的农

民工!组建了施工队伍"他带头到各大工

地!低下头!乞求工地老板给点活干" 很

多时候!他和工人一起扛水泥#运材料#

爬脚手架!实在累了!就躺在沙土堆上打

个盹"有时候活干不好或不能按期交工!

还会被老板当众斥责"从武术冠军#校长

到打工仔! 这些身份的转换产生的心理

落差!这位刚强的汉子都一一忍受了"但

是!他最欣慰的是这些孩子"在湖北电视

台录制的节目中! 孩子们通过镜头对他

说)&爸爸!在工地上您要注意安全!您什

么时候回来+我们想您"(这一刻!这位刚

强的汉子流泪了!他说)&一个人的价值!

不是你有多少财富! 而在于你能够影响

多少人"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

自己还有一点力量! 就永远不会放弃每

一名困难学生! 让他们在校的每一天都

能够有饭吃#有学上#有书读" (

解决了孩子的学习生活困难后!如

何把他们教育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马刚

有了新的梦想---把国学这一民族基因

植入当代学子体内!弘扬民族文化!强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昌福学校!马刚

让学生从低年级开始诵读 $弟子规%!到

中高年级诵读$论语%" 从昌福学校走出

的每位学生!都能背诵 $弟子规 %和 $论

语%!是马刚的最大心愿"

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学校的读经诵

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河南省国学

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王福琪去年
,

月专

程到昌福学校!参加孔子像揭幕仪式!并

把他践行的&$论语%进千校(活动的第一

站选在这里"&没想到一个偏僻的农村学

校能开展国学教育!更没想到一位.农民

工校长/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看重" (王

福琪如此感叹"

一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马刚

认为!身教胜于言传!不论哪个方面!凡

是要求孩子做到的!老师一定要先做到"

为此!他在昌福学校推行礼仪!成立孝基

金"在校园!记者看到师生见面互相鞠躬

问好#双手接物!真切感受到了祖国传统

文化的延续"

在孝基金会! 每位教师从每月的工

资中捐出一点!学校再拿出等额捐款!到

年底慰问教师的父母" &不论学校多困

难!不论我有多忙!我都会和你们一起去

慰问父母的" (在孝基金启动仪式上!马

刚向全体教师承诺"

现在!昌福学校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不少学生从这里走向成功" 昔日的梨园

春擂主王玉凤名震中原! 多次赴法国演

出'习武的申玉强!在国际散打比赛中获

得
)$

公斤级冠军' 六年级学生刘军杰!

在河南卫视汉字英雄全国大赛中成功晋

级"昌福学校先后有
")

人考上当地重点

高中!

"$

人后来考入全国重点大学"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是马刚最大的

满足"在郑州大学读书的李阿芳#李莉丽

每周都要打个电话! 向马刚报告学习情

况!姐妹俩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在他的

资助下! 如今已在广州公安局工作的马

晨亮# 在洛阳医院工作的马良峰每次回

老家!都要到学校看望马刚" 他们说!没

有马校长!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大爱无言!大音无声" 近几年来!马

刚的事迹相继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

民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河南电视台#

黑龙江电视台#湖北电视台#内蒙古电视

台#大河报#周口日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

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福建#安

徽#郑州#商丘等省市的&道德讲堂(纷纷

邀他前去讲课! 他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感

受到道德的力量! 感染着无数的普通人

走上了公益之路"当地教育#民政等有关

部门对他打工办学的精神! 给予关心和

支持 " 他先后被评为感动周口十大人

物# 周口道德模范# 周口市优秀校长 #

河南好人#中国好人!不久前荣获河南青

年五四奖章"

&弟子规!圣人训" 首孝弟!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如

今!每天清晨!在昌福学校新落成的孔子

像前! 马刚的学生都会大声诵读 $弟子

规%!读书声回荡在校园上空!飘得很远!

很远"

马刚和他资助的部分学生!

"五四#前夕$马刚获得河南青年五四奖章$在省会受到表彰! 资料照片

%&'()*+, -./0

记者 李一 窦娜

在周口市七一路第一小学! 有一位

熠熠闪光的校园之星"她充满爱心!自强

自律!品学兼优!全面发展!连续三年被

评为校&三好学生(!连续两年被评为&周

口市优秀小记者(!以自己的行动不断地

为胸前的红领巾增光添彩" 她就是四年

级四班优秀班干部王泽昱! 一个活泼可

爱#阳光自信的女孩"

在学校 ! 王泽昱是大家公认的

&领头雁 (" 她对待学习一丝不苟 # 脚

踏实地 ! 每一次的作业都按老师的要

求认认真真地完成 ! 各门功课成绩一

直保持在年级前列 " 她热爱读书和写

作 ! 每年的压岁钱全部用来购买各种

科普 # 励志 # 作文方面的书籍 ! 她的

文章在周口晚报上发表了十几篇 " 在

同学心中 ! 王泽昱同学更是被大家公

认的热心人 " 不管谁有困难 ! 她都会

伸出热情之手 ! 她主动要求和差生做

同桌 ! 在学习上结对帮扶 ! 帮助鼓励

他们努力学习"

在家里!王泽昱同学是个懂得感恩#

知书达理的好孩子"妈妈做饭时!她在一

旁帮忙!淘米#择菜#打鸡蛋!都是她的拿

手好活"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细心的她常

常陪老人散步聊天!为爷爷捶背!给奶奶

讲笑话!让老人开心"平时她坚持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整理房间!洗衣服"&百善孝

为先(!王泽昱孝敬老人!体贴父母!得到

邻里的由衷夸赞"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王泽昱用

自己的正直和善良为歌# 热心和宽容为

曲!弹奏暖人心扉的歌'她用自己的理想

和追求为笔#进取和奋发为墨!书写充满

希望的画'她用爱心#恒心#信心#诚心托

起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民宅院内冒出大量黑烟

123456789:;<

本报讯0记者 李瑞才1近日
-

周口市

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城管办 &两违(治

理二中队的执法人员在辖区李埠口乡

姜庄行政村开展&两违(排查工作时!发

现姜庄小学附近一处民宅院内有大量

黑烟冒出! 判断这可能是一起火灾事

故!便立即上前扑救!及时化解了一起

火灾险情! 为村民挽回了经济损失!得

到了附近村民的称赞"

据港区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

月
"%

日
%$

时许!该区城管办&两违(

治理二中队的执法人员巡查辖区 &两

违(建筑!当行至李埠口乡姜庄行政村

小学附近时!发现一处民宅院内有大量

黑烟冒出并伴有焦糊味" 队长郭屹迅速

带领队员赶到这处民宅!发现民宅大门

外锁!显然家中无人" 郭屹当机立断!一

面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请求救援!一

面组织队员赵晨#张昆#韩捷#完留威等

人强行打开大门!冒着被大火烧伤的危

险!迅速开展救火行动" 经过一个小时

的奋战!终于把大火扑灭"

经调查!这起火灾事故是由该村有

人用打火机点燃路边杨棉引起" 由于扑

救及时!失火村民家并没有蒙受大的经

济损失!但参与救火的几名城管队员都

不同程度地被大火灼伤" 面对听到消息

赶回来的失火村民家人的道谢和附近

村民的称赞!参与救火的城管队员连口

水都没喝就去忙别的事去了" 他们认为

这只是举手之劳! 是他们应该做的!能

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他们觉得值了"

!!!!!!!

人行道上随意安置的广告牌

被依法切除!

"

出店占道经营的棚子被强制

拆除!

#

绿化带建杂货铺$ 依法拆除

无商量!

$

售货亭占据盲道!

记者 李瑞才 摄!

"

#

$

!美德少年" 风采

=>?(@ABC -DEF

记者 李一 窦娜

袁杨晨!女!

"$$"

年
%"

月出生!现就

读于化河乡第一初级中学! 任班级的学

习委员"

在学校! 她勤奋学习! 心系集体!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且成绩优异 ! 是老

师的好帮手 # 同学的好榜样 " 无论哪

一位老师 ! 对她都很信任 ! 都很乐意

把任务交给她 ! 而她每次都能出色地

完成老师交给她的任务 ! 得到了老师

们的一致好评 " 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播

音员 ! 每次播音时她都很早来到广播

站! 为同学们播音" 她的爱好很广泛!

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特长班! 如书法#

音乐 # 绘画等 ! 学得非常认真 ! 并取

得一定的成绩 " 平时班级组织劳动 !

她总是一马当先! 带领大家一起劳动!

抢脏活 # 干累活 " 在班里 ! 她热心帮

助那些有困难的同学 ! 同学们一提到

她! 总是对她赞不绝口"

在家里!她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独

立自强"她的母亲是一个残疾人!行动不

方便! 家里的全部收入都靠父亲一个人

在外打工来维持"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

母亲行动不便! 家里的大小事务都压在

了她稚嫩的肩上! 她很早就学会了为父

母分忧!照顾母亲!为母亲捶背#揉肩#洗

脚**她还学会了做家务! 如拖地#洗

碗#洗衣服等!但她从无怨言!而是非常

开心地去做这些事情"

袁杨晨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在人生

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一定会成为祖国的

有用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