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6日，一份价值5万元的教育成

长基金保险单寄给了南召县太山庙乡

刘村的孤儿刘青龙.这份羊年前的“大

礼”，让刚刚遭遇不幸的他身处寒冬却

感受到了暖暖的爱意。

“这个节目太死板，不好

玩，下！”

“这个节目有艺术性，还聚

集了社会正能量，可以上春晚。”

２月７日，邓州草根明星

春节联欢会节目海选正式开

始。总导演李义说：“我们是草

根当导演，免费看春晚。展现

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只做老

百姓叫好的节目，让每个有才

艺的老百姓都有机会参与。”

暖暖的新年，暖暖的情

今年规模会更大，现场可
坐1400人观看

37岁的李义大学毕业后，曾在郑州
一些婚庆公司打工两年。后来他发现
老家邓州没有婚庆公司，是个市场空白，
便毅然回老家创办了邓州市第一家婚
庆公司。10多年过去了，李义成了邓州
婚庆届响当当的“大哥大”。去年邓州成
立了婚庆协会，李义当上了第一届会长。

在邓州，李义是有名的善心人，人
缘好，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这不，去年春节前，网友“邓州之福”
想在邓州办民间春晚，在“贴吧”中发了
一个帖子，哪知没人响应，于是便找到了
李义，希望利用李义的号召力办起这台
民间春晚。

这还真找对了人。李义也很感兴
趣，与朋友们一商议，大家热情都很
高。但是李义觉得，搞婚庆自己有经
验，办春晚可是一窍不通呀。他找到了
邓州联动传媒公司的总经理刘建华，俩
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办邓州首届民间
春晚。

36岁的刘建华曾在部队当兵两年，
干的是厨师。他不仅能做一手好饭菜，
还是办活动的内行。虽说办春晚还是
大姑娘上轿第一回，但刘建华可是一点
不怯生。

当时，离春节只剩 11天了，真是时
间紧，任务重。场地和演出设备，婚庆
公司都有现成的，关键是到哪里找演
员和节目呢。网上发布、民间动员双
管齐下，还真是应者云集。结果去年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七，邓州首次草根
明星春节联欢会如期演出，400多人现
场观看。演出后，官方、民间都高举大

拇指。
有了去年的成功经验，今年俩人再

次携手，办第二届邓州民间春晚，李义还
当总导演，刘建华当总策划。

刘建华说：“今年的现场演出规模
比去年大，现场可以坐1400人观看。今
年的节目质量也要高于去年，第一次办
没经验，也不好冷了参加演出的老百姓
的热情，所以节目甭管优劣都上台演出
了。今年要严格把关，要表演真正让老
百姓叫好的节目。”

邀请困难家庭参加，让爱
贯穿晚会

民间春晚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但
李义刘建华自我加压，把这场民间春晚
办出自己的特色。

刘建华说：“我们草根办春晚，当然
要土得掉渣，笑得翻天。但今年最大的
特色是暖暖新年，春晚现场要邀请一些
困难家庭现场观看，要公布一些困难家

庭的现状，呼吁大家送给这些困难家庭
更多的温暖和爱心。”

邓州是雷锋城，有闻名全国的“编
外雷锋团”，还有更多的民间慈善组织，
很多民间人士在默默地做着帮助困难
群众的慈善事。刘建华说：“实际上，当
初办民间春晚时，也有对一年来我们做
的慈善事业回顾的想法。”

去年首届春晚，现场来了 4家困难
家庭。刘建华说，今年春晚，将邀请6到
10家困难家庭到现场观看演出。“现场

不搞募捐活动，演出结束后，谁愿意去帮
扶谁去帮扶，完全自愿。”

邓州市裴营乡的柳玲，公公和丈夫
都是病号，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一个女人
支撑着一个家。去年春晚，柳玲的儿子
应邀参加了晚会。活动结束后，很多人
去她家捐款捐物，帮扶这个困难的家庭。

刘建华说，希望这台民间春晚能给
大家带去欢乐，也能感动得大家落泪，
让爱贯穿于晚会始终，流淌到每个人的
心中。

边选节目边凑钱，汇集更
多正能量

草根办春晚，说着容易，操作起来
也很难，资金来源是个不容回避的话
题。刘建华说：“去年规模小，没花多少
钱，几个人一凑就够了。今年现场规模
大，估计需要４万元左右，还是老办法，
参与单位和个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众
人拾柴火焰高。但不论如何困难，晚会
坚决杜绝商业活动。”

按刘建华的考虑，晚会本来就是个汇
聚正能量的好事情，如果有了商业味，如
果晚会的操办者变相挣钱，从中渔利，这
台晚会就变了味，就没有正能量可言了。

如今，他们一边海选节目，一边在
商议如何凑够今年的资金。

因为办草根春晚，更多的爱心人士
汇集到俩人的旗帜下。

27岁的刘晓博曾经是宅男，后来专
职免费修电脑，做慈善事业。去年认识
刘建华后，感到这个草根春晚是一个持
续帮扶困难家庭的好平台，很快加入到
这个春晚团队，专门在春晚上筛选推荐
帮扶对象，号召组织帮扶行动。他说：

“今年春晚来现场观看演出的几个困难
家庭都很有特殊性，‘编外雷锋团’和各
种爱心组织对他们都已经有了很多帮
扶，但有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
将利用草根春晚这个平台，把爱心汇集
起来，把社会的正能量聚集起来，对这些
家庭持续进行帮扶。”

如今，邓州草根春晚的影响力在不
断扩大。镇平县一个民间表演团队要
拉着４头狮子参加他们今年的春晚表
演，中外闻名的陈家沟太极拳也要到这
台晚会上一展风采。⑨8

孤儿的新年，暖暖的爱意
□本报记者 杨万东

父母去世，留下了孤儿
姐弟俩

今年 13 岁的孙青龙就读于南召
县兴云中学。6岁时,母亲因故去世，
父亲一直瘫痪在床，年幼的青龙便用
稚嫩的肩膀支撑起这个苦难的家庭，
还 是 个 孩 子 的 他 挑 起 了 全 家 的 重
担。多年来，他用一双
稚嫩的双手，照顾着父
亲和患有智障的姐姐，
洗衣做饭，养鸭喂鸡。
至今，他家还住着土坯
房，家里唯一的电器是
一 台 14 寸 黑 白 电 视
机。因为曾经休学在
家，13 岁的孙青龙目前
刚上小学 6 年级。他说
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
上学挣钱，养活姐姐。

兴 云 中 学 校 长 李
翔告诉记者，孙青龙平
时学习很认真，与同学
们相处也很好，是一个
很懂事的孩子。

令小青龙雪上加
霜的是，今年年初，孙
青龙的爸爸也因病去
世了，留下了 13 岁的小
青龙和他 15 岁的智障
姐姐。寒冬中，孤儿姐
弟还穿着单薄的衣服，
吃饭也成了问题。

爱心接力，
素不相识的人捐
款捐物

南 召 县 云 阳 镇 爱
心人士王淑桂得知这
一情况后，将这个不幸
的故事透露给了媒体，
引起社会关注。

远在北京《中国教
师报》工作的南召籍人
士褚清源得知这个情
况后，立即在自己的微
信朋友圈为孙青龙募
捐，短短半月时间就募集到了 8 万余
元善款。

褚清源说，在微信上看到孙青龙
的事情后，立刻被震动了，现在大家
的生活条件都好多了，没想到还有这
样不幸的孩子。

从事教育媒体工作的他圈中好
友大部分都是民办学校的董事长或
者校长，微信转发后，引起大家的爱
心捐赠，一场自主发起的爱心救助行
动由此展开。广东江门博雅学校董

事长谭昌永第一个捐出 1 万元；洛阳
市西工区教体局党委书记李艳丽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在全区开展了“爱
心接力，救助孤儿孙青龙爱心捐款”
活动，共募捐善款 3 万余元；河南少
年先锋学校六年级的王峙岳从爸爸
的微信里得知孙青龙的情况后，捐出
自己的 1000 元压岁钱帮助这个素不
相识的同龄孩子。短短几天，捐款近

8 万元。还有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
爱心人士给孙青龙姐弟寄去了新买
的棉衣。与此同时，郑州一中经开区
实验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可以免费接
收其到郑州就读，并一直资助到大学
毕业。

1月 22日，褚清源与爱心人士一
起，购买了年货，赶到了南召县太山
庙乡孙青龙的家中，将《中国教师报》
全体员工捐出的 6000 余元善款递到
了小青龙的手中。同行的开封小桔

灯作文学校校长白云凤也给孙青龙
送去了年货礼品，并现场捐款，鼓励
小青龙勇敢面对今后的生活和学习。

“还有这样不幸的孩子生活在我
们身边，令人心酸，但小青龙很坚强，
希望他今后能乐观地面对生活。”白
云凤说，现实生活无情人有情，全国
各地素不相识的人们都自发为小青
龙捐款捐物，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一

个充满爱心和正能量
的社会，相信小青龙会
在爱心人士的关心关
怀下，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

在此之前，已有爱
心机构为青龙募集了 9
万余元善款，每月给他
支出 1000 元生活费，他
所在南召县太山庙乡
政府也时刻关注着他
家的情况，及时为他和
姐姐申请了孤儿生活
救助金，解决了不少实
际困难。他所就读的
南召县兴云中学为他
免除了学杂费，学校所
在的云阳镇政府、工会
等单位也为他送去了
救助金和衣被等物。

温暖传递，
救助当地另一个
孩子

鉴 于 孙 青 龙 的 生
活已得到保障，褚清源
经与他堂哥协商，并征
得部分捐款人同意，决
定用其中的 5 万元善款
为小青龙购买一份教
育成长基金保险，在他
今后教育的关键节点
上支取一定金额的现
金，以保障他接受完善
的教育。

温 暖 还 在 传 递 。
在给孙青龙送善款的
过程中，褚清源从当地
爱心人士那里得知，就

读于南召县太山庙乡罗汉小学三年
级、9 岁的刘富磊，由于父亲在外打
工时出现意外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母
亲离家出走，目前孩子与 82 岁的爷
爷一起生活，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由
于孙青龙的生活已经得到较好的保
障，经过与部分捐款者沟通，褚清源
决定将剩余的近 3 万元捐助给刘富
磊，让他过上一个暖暖的新年，并给
这个不幸的孩子营造一个温暖的世
界。⑨8

“三只羊”过年，暖暖的乡情
□本报记者 尹海涛 本报通讯员 曾令菊

草根春晚，暖暖的爱心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杨万义家是商城县的一个大户人

家，兄弟姊妹 7个，家里生肖属羊的就

有 3人。他和哥哥及侄子“三只羊”分

散在不同的地方，对年的感觉也各有不

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喜欢在

商城县的老家过年。

“第一只羊”：海外8年，
回乡过年流下眼泪

48 岁的杨万义腊八那天去美国
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边。羊年
春节，他们三口人打算在美国过。在
去美国之前，他把在郑州的家人召集
在一起吃了个饭，说是提前过年；打算
正月初八回来再聚，给
大家拜年。

10 多年前，杨万义
以交流学者的身份到美
国学习，后来他在美国
的一所大学教书。初到
那里，他有种种的不适
应，包括语言、文化、习惯
等各个方面。每逢中国
传统节日，他都更加思
念国内的亲人，思念遥
远的故乡。

8 年之后杨万义才
返回国内，回国那年春
节，他在老家过年，当传
统的祭祀开始时，他忍
不住流出了眼泪。

最近几年，杨万义
频繁往来国内外，进行
学术交流。在家过年的
次数也多起来。杨万义
在美国认识了一些华人
朋友，如果不在国内过
年，他们就会相约在一
起做中国菜、包饺子，一
起看中国的春晚，还互
相给孩子送压岁红包。

杨万义的孩子 5 岁
时就到了美国，他在美
国念书，现在中文说得
很吃力，即使在家里，他
也习惯了用英语交流。
不过，他对中国的传统
节日印象深刻，父辈的
乡愁感染了他，中国的
节日他都能说得清清楚
楚。

这么多年来，杨万
义目睹国内的经济变
化，感慨颇多。在他眼
里，国内经济体量变得更加巨大，全国
各地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
家乡也不是以前的穷样子，“想想这
些，内心就充满温馨与期盼。”

“第二只羊”：千辛万苦，
再苦也要回家过年

36岁的杨自刚是杨万义的侄子。
他大学学的是煤炭专业，毕业后到位
于新密市的一个煤矿工作，一干就是

10多年。他常常自嘲说，随处都是“草
场”，他这只羊到哪里都好养活。

杨自刚刚毕业的时候，回家过年
都是从新密乘中巴车到郑州市内，然
后换乘公交车到郑州火车站乘火车，
到信阳市后换乘中巴车到商城县城，
之后再乘三轮车回到山村。仅单程就
需要一天的时间。如果过年回他妻子
的娘家，路上的时间更长，他妻子的娘

家在山西农村。每次过年往返，他和
妻子都经历着非同寻常的辛苦。不过
按他的话说，再苦也要回家过年。

几年前，杨自刚添了一辆十多万
元的私家车，这让回家过春节变得容
易。从新密出发，6个小时就能回到自
己的老家，8个小时就能回到山西的妻
子家。有时候，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在
商城县过年，初二驱车前往山西。一
个春节两地兼顾。这种过法以前他想
都不敢想。

回家过年的方式见证了杨自刚的
经济收入，他的工作经历见证了近十
多年来国内煤炭行业的走势。上个世
纪90年代末，国内的煤炭行业不景气，
杨自刚的收入非常低，吃住行的条件
都非常艰苦。

随着煤炭行业好转，他的收入也
增加了不少，后来又住进单位盖的新
房子，之后又买了轿车，生活步步高。

他说：“只要坚守和努力，
日子就会越来越好，过
年的感觉也越来越好。”

“第三只羊”：
“留住孩子的心，
留住故乡的情。”

60岁的杨万江土生
土长在老家，是杨万义
的哥哥，平时很少出远
门。他乐于坚守在这片
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

杨 万 江 有 三 个 孩
子，大儿子在郑州做快
递，小儿子在深圳当公
务员，女儿在杭州的一
家面包店打工。平时孩
子们很少回来，过年时，
孩子们齐聚到家里，平
时显得冷清的家一下子
热闹起来。

年轻时，杨万江曾
经到科威特搞了两年建
筑，这给他积累了第一
桶金。回来后，他成为
村里第一个盖楼房的
人。这么一段岁月，让
他感觉很自豪。他常常
跟人谈起这段经历。

杨 万 江 家 有 五 亩
田，种水稻、芝麻、油菜等
许多农作物。杨万江种
庄稼是行家里手，每年
都有不错的收成。遇到
农忙的时候，杨万江和
妻子干完自家的农活
后，还会帮助邻居干活。
几年前，邻居之间帮工

还是免费的，中午和晚上管饭就可以
了。最近几年来，邻里帮工也都是付
费的，每天大概是100元。这个标准参
照外出打工的收入。这是市场经济时
代的产物，并不影响邻里间的温情。

2014年，杨万江翻修了厨房和厕
所，还专门修建了洗澡间，安装了太阳
能热水器。他希望和妻子一起享受城
里人的生活，孩子们回家过年也能有
更好的生活条件。“留住孩子的心，留
住故乡的情。”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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