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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干最苦最累的活，也要多收
几个困难孩子来学校学习。只要孩子不
苦，我就觉得值！”

最近，一部名叫 《大爱无声》 的微
电影在网上走红，这部以真人真事真场
景拍摄的微电影，集中反映了“中国好
人榜”上榜者、“中国关心下一代爱心大
使”——河南省项城市官会昌福学校校
长马刚的感人故事。14 年来，他边打工
边办学，资助 1000 多名留守儿童和 180
多名贫困孩子圆了读书梦，用自己平凡
而伟大的行动，演绎出人间大爱！电影
一上映，立刻感动了亿万国人，日点赞
量达数十万次。网友评价他：无愧于

“农民工好校长”这一称号。

筹办留守儿童学校

昌福学校面积不大，占地 20 多亩，树
木掩映、设施完善，教学楼、宿舍楼、办公
楼一应俱全。

9 月 1 日上午，正值新学期第一天，
《经济日报》记者见到马刚时，他正忙着张
罗开学事宜。谈及办学经历，已过不惑之
年的马刚感慨良多。12 岁时，因家庭贫
困，马刚进入少林寺习武，勤学苦练 12
年。期间，他曾 3 次获得全国武术冠军，
并随武僧团出访过美国、泰国等 10 多个
国家。后来，马刚到香港谋求发展，一切
都很顺利。

一次，马刚回老家项城探亲，细心的
他注意到：一些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长年得不到父母疼爱；一些孩子还因
家贫而辍学。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马
刚深知农家孩子没有知识的苦处，决心拿
出多年积蓄，筹办留守儿童学校。

马刚的这一决定，让他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很大转变。离开香港前，曾有朋
友开出 30 万元的年薪，聘请他做私人保
镖，他婉拒了；马刚回到家乡后，朋友
又专程从香港赶来邀请他。但这个性情
汉子没有犹豫，再次婉拒了朋友的盛
情，倾尽所有，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建
设中。2002 年，马刚投入 200 多万元建
设的学校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为孤儿和贫困生安新家

马刚创办的昌福学校受到了十里八
乡百姓的欢迎，学生由起初的 300 多名发
展到如今的 1000 多名。这些学生大部
分是留守儿童，其中，100 多名来自贫困
家庭，或是孤儿。

“没钱上学我不收学费，没钱吃饭我
不收饭钱，只要争气，哪个孩子都废不
了。”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承诺。马刚言

出必行，几乎收留了每位前来求助的孤
儿、贫困生，并为他们提供食宿，在学校为
他们安下了新家。

在校园里，记者见到了年龄最小的一
个孩子——今年 8 岁的王克富。小克富
的父亲因病去世，2 岁时，母亲又离家出
走。从此，他和爷爷相依为命。小克富告
诉记者：“在这里，老师待我非常好，我会
听老师和爷爷的话，努力学习，长大了好
好报答他们。”质朴的童音诠释着世界上
最纯洁的真情。

吴倩一岁时，她四川籍的母亲回老家
后再没回来，其父长年在外边打工边寻找
妻子，吴倩只好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然而，找到母亲是她长久以来的梦
想。得知这一情况后，马刚决定帮助吴倩
实现愿望。凭借简单的线索，2012 年春
季的一天，马刚带着吴倩坐上了开往四川
的火车。“一路上，马爸爸总把好吃的留给
我，他自己吃泡面。”在吴倩看来，她更愿
意把马刚看作自己的亲人。至今，她身上
还穿着马刚买来的秋装。

多年来，这样特殊的寻亲历程，马刚

经历了无数次。早在 2012 年，他就发起
了为 40多名孤儿寻找妈妈的爱心活动。

打零工维持学校开支

近年来，因办学投入多、开销大，资金
短缺一直制约着学校发展：教职工工资每
月需要几万元，学校场地租金每学期需要
几万元；40 多名孤儿、特困生免费上学、
食宿，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要想维持正
常教学，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

为了学校和孩子，马刚四处奔波，想
办法挣钱垫付学校费用。他组建了施工
队伍，带着大家到各大工地请求老板给活
儿干，不管多脏多累，都会接受。为多挣
点钱，他和工人们一起扛水泥、运材料、提
灰桶、爬脚手架⋯⋯实在累了，就躺在沙
土堆上打个盹。挣到钱后，他立即脱掉又
脏又破的工作服，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
买回孩子们的生活必需品，满脸笑容地回
到学校，走进孩子们当中。孩子们可曾知
道，这些年，他们的校长，就是这样靠打零
工维持学校的开支！

十多年如一日的坚持，马刚付出了太
多太多。问起他苦不苦，马刚说，自己就
是一个农民工，农民工不谈苦不苦，这些
年已经习惯了，“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我都
会咬牙坚持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自己
辛苦点没啥，只要孩子不苦，我就觉得
值”。

失去很多但从不停步

马刚是个孝子，从未和父母红过脸。
学校创办初期，一度陷入运转困境。此
时，他的母亲又体弱多病。是在家照料母
亲，还是继续办学？马刚曾徘徊在十字路
口。得知马刚这一心事，母亲再三叮嘱
他，“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对孤儿贫困生，
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想尽
一切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决不能让这些不幸的孩子失学”。

2014 年 5 月 14 日晚上，极度劳累的
马刚在工地上睡着了。凌晨 2 点，他被手
机铃声惊醒，发现手机上有妈妈 15 个未
接来电。没等他回电话，妹妹又打来电话
告知：妈妈病故了。顿时，马刚瘫坐在工
棚里放声大哭。稍微镇定后，他擦干眼
泪，一路狂奔赶回了家。此时的母亲手中
紧紧攥着手机，口中似乎还有未尽的遗
言。马刚痛苦万分，抱着妈妈已经冰凉的
身体，哭喊着说：“妈妈，儿子回来晚了，是
儿子不孝⋯⋯”每每回忆至此，他都非常
后悔不该离开母亲，连老人家临终前的最
后一面都没见上，太对不起母亲了。

这些年，马刚失去了很多：妈妈走了，
香港的舞台丢了，人生最宝贵的十几年青
春时光，就这样渐行渐远。但孩子们取得
的巨大进步，令他备感欣慰：学校先后有
28 人考上项城市重点高中，20 人考进了
郑州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高校。

“校长”“慈父”“农民”“孝子”⋯⋯马
刚用自己平凡而伟大的行动，演绎出人间
的真情至爱！他的善举让留守孩子们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彰显出人生价
值所在。因关爱留守儿童、创办留守儿童
学校，日前，马刚当选“中国关心下一代爱
心大使”，还曾入选“河南省道德模范”“感
动中国人物”和“中国好人榜”等。

河南省项城市官会昌福学校校长马刚：

打工办学校 情系贫困娃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王东方

入伍三年，连续两年在原军区通信专
业大比武中夺冠并打破 3 项比武纪录，被
军区评为“践行强军目标先进个人”“优秀
共产党员”，荣立二等功⋯⋯

乍听到中部战区某通信团下士女班
长高向云的“战绩”，记者不禁好奇，这该
是个什么样的女汉子呢？没想到，一见
面，她竟然是个齐耳短发，眉清目秀的小
姑娘。“我都 21 岁啦。”高向云不好意思地
说。她刚刚被中部战区列为优秀士兵提
干对象，即将迈入军校深造。

要离开军营了，高向云对这片国防绿
的回忆却越发清晰。

从垫底儿到标兵

高向云出生于河南省汝阳县，舞蹈、
绘画、吉他弹奏等样样精通，还夺得过河
南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亚军，是国家二
级运动员。原本是个运动员的好苗子，她
心里却有个军人梦。

“很小时，爷爷就给我讲红军长征的
故事。汶川地震时，在电视上看到解放军
英勇抗震救灾，更坚定了我的人生道路选
择：到部队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向
云回忆说。因此，她放弃了上某大学体育
学院，毅然参军入伍。

可到了新兵营，她却“不适应”了：刚
开始的军事训练考核，两次成绩垫底。好
胜的高向云没有放弃：早上穿衣服慢，就
比别人早起 10 分钟；“豆腐块”叠不好，就
用午休时间在活动室压被子；队列动作不
标准，就拉着班长给自己“开小灶”；为提
高 3 公里成绩，她每次训练都要求自己多
跑两圈；白天练不够晚上加练，一遍不行
就练三遍。

付出终有回报。经过苦练，新兵 3 个
月训练结束时，她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严格

考核，并被评为“训练标兵”。
随后，高向云被分配到某通信团，开

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专业集训。面对纷繁
复杂、型号众多的设备以及仪表，她一下
子懵了。为尽快熟悉设备，白天，她跟在
班长后面跑前跑后，熟悉设备仪表；晚上
熄灯后，又在值班区对着设备翻阅教材和
说明书。时间久了，连队里的干部都摸清
了她的规律：半夜查铺扑了空，去机房设
备区找她肯定错不了。

就这样，高向云记了 3 大本学习笔
记，翻遍了 2 本值勤维护书籍及 12 种设备
的说明书，全面掌握了机房 40 余种设备
的技术性能参数以及维护方法。

高向云的信心刚有点起色，就栽了
跟头。在一次紧急调度中，面对密密麻
麻的机房设备，上百个 2 兆端口，高向云
一时不知如何下手。还好班长侯敏及时
出现，三下五除二就帮她解了围。“理论
学得精不代表手艺过得硬。”侯班长的话
一下点醒了高向云。之后，她从熟悉设
备端口、制作 2 兆头等基本功开始，对着
装备练操作，拿起仪表练技能。又花了 2
个月时间，基本掌握了机房所有设备的
技术性能及预检维护方法，并成为同年
兵中第一个被授予工号、第一个独立值
勤的新兵。

2014 年，全团进行栅格化改革，全部
专业都需要进行学习。面对巨大的学习
任务，高向云又开始了突击：一个月，初步
掌握了程控、电源基本知识；两个月，熟练
掌握了开局、数据制作等深层次技能。当
年 8 月恰逢机房搬迁，高向云凭借自己过
硬的多专业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连续一
个星期昼夜奋战在机房，为机房搬迁、业
务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团领导感叹：

“这个小丫入伍仅半年多就成为‘顶级技

术大拿’，在全团没有过！”

两年三破军区纪录

2015 年 10 月的郑州，骄阳高照，秋风
习习。在某训练场内，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军区“创纪录·破纪录”比武竞赛活动。在

“2M 信道焊接调度”比武场上，只见一名
女兵熟练地剥线、剪线、焊接、连接，整个
过程毫无噪点，一气呵成。

“1 分 18 秒！”裁判的话音刚落，全场
立刻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这个成绩一举打
破了军区该项目保持多年的纪录。这名
女兵正是高向云，加上此前她曾打破的

“光信道性能测试”和“三光表”操作使用 2
项纪录，高向云在两年内三次打破军区纪
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三冠王”。

“军区考核前一个月强化训练时，我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从早晨练到次日
凌晨。那时，别的选手都休息了，只有
星星月亮陪着我⋯⋯”面对好成绩，高
向云只有寥寥数语，但其中的艰辛却远
不是那么简单：为在比赛中获得好成
绩，她提前 5 个月开始自己加练，在最
后的一个月强化集训中，更是坚持每天
训练 12 个小时以上，饿了喝口水，困了
就趴在机台上打个盹儿。

有一次，她练到深夜，由于太疲倦睡
着了。但当时电烙铁没有关，一下子倒在

了她的手上，把她烫醒了。可是，她醒后
没有休息，而是接着练习。

“我能有今天，没有别的诀窍，就是勤
学苦练。”高向云举起手来，只见她手上新
伤叠旧伤，烫伤压刀伤，拇指也因长期拔
线而开裂。她说：“比武前的 5 个月训练，
我把连队储备的训练消耗品都用光了，用
掉 1500 多个 2 兆头，电烙铁和剥线钳用
坏了好几把，体重减了 15 斤⋯⋯”最终，
她突破了自己，一举夺魁。

最让战友们钦佩的是，高向云不但是
业务尖兵，当班长也是一把好手。在军区

“创纪录·破纪录”比武竞赛活动中，高向
云的两个徒弟王颜玉和徐亚奇，分别打破
了“程控数据交换”和“电源端子制作”两
项军区纪录。

“我被任命为班长时就下定决心，不
仅自己要当精武尖兵，还要带动全班战友
争做业务尖兵。”高向云认为集体的荣誉
远比个人荣誉重要。因此，在传输、程控、
电源等所有专业知识培训中，她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剥线、连纤，测试、调度等所
有的技术动作，哪里需要注意，哪处有什
么窍门儿，她毫无保留向战友传授；她还
积极帮助考学的战友学习文化知识。高
向云当班长一年多时间，班里先后有 2 人
打破军区比武纪录，2 人考入军校，多人成
为连队业务骨干。

中部战区某通信团下士女班长高向云中部战区某通信团下士女班长高向云——

三破纪录的军中三破纪录的军中““小丫小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 通讯员通讯员 张坤平张坤平

新学期伊始，山东即墨市环秀街道办事处城南小

学 11岁的“无腿少年”高志宇在黑板上解答问题。

一年级时，高志宇因车祸双腿高位截肢。在治疗

的半年中，他依靠刻苦努力和老师的悉心呵护，没有落

下一节课程。入学后，他让爸爸给他做了 2 个小木块

当鞋，凭着对读书的渴望，勇敢地“站”了起来，用“手”

撑起了坚强的上学路。

4 年来，小志宇坚强不屈、积极笑对人生的生活态

度感染了周围的同学和老师，赢得了大家的敬佩和赞

誉。在上学期期末考试中，他语文成绩夺得全班第一。

谈起梦想，他表示：要像在里约取得佳绩的奥运健

儿一样，力争在下届残奥会上为祖国争光！

梁孝鹏摄

无腿少年“站”起来

高向云在值班

。

张坤平

摄

▶ 马刚和学生

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 马刚（左）在

工地浇筑预制钢筋混

凝土。 （资料图片）

处暑过后，高温稍减，树
上的知了奋力歌唱着夏天的
闭幕。在河南省沈丘县北杨
集乡林寨村的文化大院里，曲
艺声声绵延不绝，十七八个孩
子正唱着刚学会的曲艺节目，
有板有眼。沈丘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沙河大鼓传承人
王振山，是这个曲艺义务培训
班的老师。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
文化大院见到王振山时，他正
在给孩子们上曲艺课。“孩子
们，沙河大鼓、河南坠子、豫剧
这些曲艺，都是咱老祖宗留下
的宝贝。我年龄大了，以后传
承这个事儿就靠你们了。”王振
山的一席话引起了孩子们的共
鸣，稚嫩的小手都拍红了。

王振山是河南沈丘县北杨
集乡韩胡庄村人。16 岁起，他
便在当时的乡豫剧团从艺。后
来，他先后在县曲艺团、县文化
馆工作，曾经师从当时沈丘最
有名的曲艺艺术家戚明堂先生
学习沙河大鼓，县里大型文艺
活动都少不了他。

“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前，
走 村 串 户 唱 ，是 为 了 养 家 糊
口。”王振山说，那时，老百姓的
娱乐活动少，包括沙河大鼓在
内的各种曲艺都很受欢迎。后
来，曲艺走入低潮，王振山被迫
干起了其它营生，但仍没丢掉
沙河大鼓。宾馆住宿时、车站
候车时，他都念念有词，背唱
词、找韵调，经常引来周围人惊奇的目光。

“老伴说我，唱一辈子了，咋还编上戏了。”王振山
说，2012 年，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他就把自家院子大
门一关，白天查资料，晚上构思，把“小康社会建设”“反
腐倡廉”“八项规定”“新农村建设”等创作素材翻了个
遍⋯⋯捣鼓了大半个月，沙河大鼓《十八大中国梦》最
终创作出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和“曲艺轻骑小
分队”唱遍了全县 22个乡镇。

熟悉王振山的人都知道他有“三宝”：一副鼓和简
板、一个大茶杯、一辆电动车。每当有演出，他就带上
鼓和简板，倒上一杯开水，骑上电动车，直奔演出现场。

去年 9 月 22 日，在四川省岳池市举办的第三届中
国曲艺之乡曲艺大赛上，凭借创作并演唱的《网吧风
波》曲目，他捧回了大赛银奖，并获得河南周口市第四
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入选作品奖。

“沈丘被评为‘中国曲艺之乡’，俺们曲艺界人干劲
儿更大了，一定不能愧对这个称号。”王振山说。

王振山对几个徒弟很满意，“曲艺这个宝儿不能
缺少新人，这几个徒弟年富力强，能写能唱，是沙河
大鼓以后的希望”。得益于王振山的“名气”，王爱
梅、崔金华、王玉敏、韩记功 4 个人拜到他的门下，
决心一展风采。

今年 7 月，林寨村文化大院建成，成立了村艺术
团，王振山被推选为团长，吸引县里十来位曲艺名家参
与进来。刚放暑假，王振山就骑着电动车招收曲艺培训
班的孩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近 20 个孩子成为第
一期学员。孩子们学习“手眼身法步”基本功很认真，这
是曲艺表演的基础，也是提升舞台表演风度的前提。

“曲艺不能没有接班人。这么大年纪了，余生中，
能为社会培养一批曲艺新人，这是我最大的乐事儿。”
天天来回奔波，年过七旬的王振山壮心不已，忙碌并快
乐着。

七旬艺人育传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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