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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吴继红 宋育明

初见李素娥，是晚上 6 时在漯河西
站。她说：不好意思，你得先饿会肚子，我
们今晚的活动7点就开始了。

驱车到达郾城区孔沈邓村，“农家博物
馆”里正喧闹着。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晚
会，演员是村里 30多个 10岁左右的孩子，
他们表演的节目叫《少年强则中国强》。音
乐响起来了，台上的载歌载舞，台下的笑声
一片。表演即将结束时，李素娥从她车里
抱出一大摞素描纸，交到一个志愿者手里：
有些晚了，明天再给孩子们发。接下来的
日子，她已有安排：从城区带来40名 10岁
左右的孩子，和这里的孩子交换《我和我的
祖国》绘画，再拉着两地的孩子一起到城区
游玩半天……

次日上午 9时，记者如约赶到漯河市
黄山路上的李素娥的画院。刚坐下，3个
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展
开怀里的锦旗，偎在李素娥身边说，阿姨，
真的谢谢你！说话间，女孩眼中隐隐含着
泪光。

女孩家在西平县。她和双胞胎的妹妹
今年双双考上了大学。7口之家有 5个病
人，家里拿不出她俩的学费。一筹莫展时，
闻讯的李素娥把一笔善款送了过去……

母 爱

2006年夏天。李素娥无意中听人说，
西城区姬刘小学很多孩子连画笔都没见
过。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素娥心里掀
起了波澜，她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喜欢画画
的她，几乎每天都会蹲在地上用瓦片在泥
地上画画。那时的她多想在洁白的画纸上
画出属于自己的七彩梦啊！

李素娥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到姬刘
小学开展义务书画支教，帮那些孩子点亮
梦想！李素娥很快联系上了姬刘小学。在
这所学校就读的 600多名孩子，80%以上
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学习条件简陋，但对
艺术的渴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用书画支教，也是在为孩子们打开生
活的另一扇窗。”在李素娥的召集下，有着
书画功底的刘会英、陈春生、张学良等人走
到了一起。他们用 4个月时间，对学校的
留守儿童进行巡教后，决定挑选一些喜欢
画画、又有绘画天赋的孩子，成立一个书画
兴趣班。

然而，孩子们踊跃报名时，一些家长却
不理解，觉得学画画没用，还花钱……为了

打消家长的顾虑，李素娥自掏腰包给孩子
们买来纸、笔。每次支教课，她都全程陪
着。

这期间，一年四季喜欢穿旗袍的李素
娥发现，孩子们喜欢和她交流，却又总离她
远远的。隐约感觉到了这些，她忽然明白
了，“孩子们是怕把我的衣服弄脏啊！”

于是，她开始主动和孩子们亲昵，搂搂
这个，抱抱那个。有一天，一个小女孩手指
被玻璃划得鲜血直流，李素娥带着她去附
近医院包扎回来的路上，小女孩轻轻拉住
她的衣角，眼含泪花小声说：“李老师，我想
妈妈了，我能叫您一声妈妈吗？”那一刻，李
素娥心头一酸，泪水潸然而出，母爱的本能
让她紧紧地把女孩搂进了怀里。

坚 守

“爱就是一条不息的河。既然做了一
件事，就要坚持。”李素娥说，随着姬刘小学
近年来留守儿童越来越多，今年初夏，很多
走读的孩子没地方午休，书画教室被迫腾
出来当了寝室。

“李老师，我们还想上画画课啊！”几十
个孩子围在李素娥身边不依不饶，李素娥
也坐不住了。她打了无数个电话，跑了一
个又一个地方，嘶哑着喉咙跑断了腿，好话
说了一箩筐，终于把书画教室定在了村委
的留守儿童之家，又自己掏钱重新装修了
一遍……

像这样为义务支教所花的费用，一年
得多少？“谁算过这个呀！只要有需要，我
随时掏钱就是了。”笑了笑，李素娥又说：

“不过，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中专毕业的李素娥，曾是一家啤酒厂

的女工。企业倒闭后，她为了生存开过酒
行、饭店，办过汗蒸房……“手头一有闲钱，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来维持留守儿童的书
画教学和资助贫困学子。我若半途而废，
是对这些孩子的不负责。”

这些年，李素娥还先后长期资助了40
多名贫困学子。每年高考结束后，她都会主
动找到当地的教育部门，再随机资助几个贫
困学子。“我就是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圆 梦

10多年间，李素娥在留守儿童学校开
办书画课，也在城区一些社区的支持下，开
办儿童书画教育。“不少社区在城区改造前
也是农村，也有很多留守儿童。”李素娥说，
常有人误解：书画支教如果无利可图，贴时
间又赔钱，你为什么要做？

“在我们义务支教的农村和社区，确实
有一些区别。农村的孩子费用全免，社区
的孩子需要自费买纸和笔。但我们的老
师，从来不收任何费用。”

2016年初夏，李素娥开始在孔沈邓村
对喜欢书画的留守儿童进行义务支教时，
为了教学方便，她几乎每天都吃住在村
里。8月初，上高二的儿子忽然给她打来
电话说胸闷，李素娥当时并没当回事，只是
嘱咐儿子多锻炼，就继续在村里忙碌。然
而没过多久，儿子上课时出不来气，呼吸急
促。等她赶回家时，儿子已被老师送进了
医院。经检查，儿子的胸膜炎已非常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抽积液。
流着泪，李素娥提心吊胆地在手术室

外站了两个多小时。医生质问她：“你这
个妈是怎么当的？这么严重了才来医
院！”李素娥又愧疚又心疼，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跑到卫生间关上门，放声痛哭。

可是，儿子刚出院，李素娥就又转身
去了村里。一年后，儿子的胸膜炎再次复
发时，李素娥仍在村里忙碌。一向懂事的
儿子忍不住问她：“妈，你到底是不是我亲
妈？”

“哪个孩子不是妈妈的心头肉啊？可
我的儿子还有我老公照顾，而那些留守儿
童，很多人除了自己谁也指靠不上。我既
然决定帮助他们了，再苦再难都要坚持下
去！”

怀揣梦想的人，总能以激情和温暖感
染他人。在李素娥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了留守儿童书画支教的队伍里
来——

那些从城区赶到乡村参加支教的老
师，把李素娥的付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
纷提出不再让她当“专职司机”，自己想办
法解决交通问题。姬刘小学的校长，主动
提出承担为孩子们买画纸和颜料的钱，“汽
油钱、饭钱，素娥他们每来一趟都要花费不
少，不能什么都让人家包吧？我也得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

孔沈邓村一位退休老教师，两年多来
坚持每周六上午义务给留守儿童教授书
法，“人家李老师跑来为俺村的娃娃免费支
教，俺也得做点什么吧？”

潘豪奇、孙雪盈等几十名大学生也自
告奋勇做起了志愿者……

目前，李素娥发起组织的支教志愿服
务队，已有包括专业教师 10人在内的 47
人。他们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为留守儿童
提供书画支教服务，也为孩子开办阅读、音
乐舞蹈、名著赏析等公益兴趣课培训。

每年，李素娥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孩子
们的一个个喜报——祝晓峰、孙文博考上
了中国美术学院，赵伟博考上了北京大学
……还有许多孩子考上了中央美院，西安
美院；有的孩子如今成了美术老师，广告设
计师……

“没有李妈妈点亮我们的七彩梦，就没
有我们的今天。”饮水思源，当年受益的孩
子石中钰、王威、薛雨晴不仅圆了大学梦，
毕业后也主动加入到了李素娥的公益支教
团队……

李素娥说：“如果能通过书画支教让孩
子有一技之长，这也是我们为社会做的一
点贡献吧。”1

小镇蝶变

编织留守儿童的七彩梦

经历了下岗和创业艰辛，不惑之年的她，10多年来从未间断对留守

儿童的义务书画支教。她是河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她说，当一个人心

里装有阳光时，就能托起很多孩子的梦想——

□郑旺盛 肖根胜

秋雨初歇，蓝天白云如诗，草木葳蕤如
画。在郏县茨芭镇偏远的薛村小学，有一
位年轻的特岗女教师，她的名字叫李金歌。

9年前，师范刚毕业的李金歌，不顾家
人和朋友们的反对，报考了远离家乡的薛
村小学特岗教师岗位，担任五年级语文教
师兼班主任。虽然当时的她还没有太多的
教学经验，但对自己将要任职的岗位，她有
着这样的理解：“当一名偏远山区的语文老
师和班主任，不只是在课堂上讲讲课就行
了，还有责任开发学生的智能，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性。”

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天性，李金歌在实
际教学中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孩子们
的读书兴趣和美好品德。她还在学校发
起晨读活动，带领全校学生朗读《三字经》
《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让孩子们在阅读
中感悟先祖的智慧，感受传统文化的力
量，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做人做事。
课堂上，李金歌经常用情景剧让学生模拟
事实的真相来表演，让孩子们在亲身经历
中得到感悟。

在孩子们心里，李金歌就像他们的母
亲一样。11岁的薛文萱说：“李老师不仅
带我们学习，还经常带我们一起在野外游

玩。她就像妈妈一样亲。她待我们的一
点一滴，我们都记到了心里。”每每面对同
事和孩子们的褒扬，李金歌总是说：“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既然我选择当了特岗教
师，就要为这里每一个孩子的未来负责。
我心甘情愿把爱献给他们，跟他们在一
起，我每一分钟都是快乐幸福的。”

由于薛村小学交通不便，条件艰苦，
就连到镇上都没有公交车，许多年轻老师
都不愿在这里久留。李金歌却把这里当
成了自己的家，一年一年坚守着。今年 8
月，县教育局要在全县选拔一批优秀的农
村教师到城区学校工作。凭李金歌的条
件，如果她报名的话，极有可能被选到城
里去。然而她却说：“我就想和这里的孩
子们在一起。因为这九年里，我在这里感
受到了温暖，舍不得离开。”

在女儿不满 6个月大时，李金歌就把
她交给了婆婆，自己从几百里外的安阳市
赶回了薛村小学。如今，女儿已经6岁了，
因为路途遥远，她很少和家人团聚。平常
她想女儿时，只有通过手机视频跟女儿说
话，每当女儿说“想妈妈、想让妈妈回家”
时，李金歌的眼泪就止不住流满面颊。三
年前，李金歌的父亲突然病逝，她没来得
及赶回尽孝；两年前，最疼爱她的母亲突
发脑溢血住进医院时，她不得不离开学

校，去医院侍奉病重的母亲。
在医院陪护母亲时，虽然李金歌不停

地给校长和代课老师打电话了解班里孩子
的情况，但心里总觉得缺了些什么。于是，
一个星期后，她就又匆匆返回了学校……

薛村小学的孩子，90%以上是留守儿
童，他们的父母都是背井离乡在全国各地
打工，还有一些孩子属于离异家庭。“这里
的很多孩子普遍缺少关爱，缺少温暖。他
们小小的心灵，有时不能承受孤独。如果
我不能及时关心他们、调节他们的心理，
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情绪和身心
健康。”李金歌说。

在李金歌担任班主任的班里，有一个
叫小刚的孩子。父母离异后，他的思想负
担骤增，直接影响了学习。而且，由于离
异后的父母双方都不愿再管他，他只得辍
学。“怎么能让孩子辍学呢？”李金歌的第
一个念头就是让这个孩子重返校园。小
刚的家在离薛村小学几公里外的山区。
为了说服家长并为小刚上学创造条件，李
金歌不顾路途艰辛，一次又一次找到小刚
的家，苦口婆心做小刚家人的工作，终于，
在暑假即将结束时，小刚的家人明确表
示，让小刚重返校园……

“李老师！”开学第一天，当小刚哭着偎
进李金歌怀里时，李金歌欣慰地笑了。8

生活素描

□王新立

在历史长河中，70 年光阴，只是一朵美丽
的 浪 花 。 而 对 于 我 的 故 乡 汝 南 县 梁 祝 镇 来
说，70 年时光，已足以让她从历史的沧桑中
实现美丽蝶变。此刻，站在家乡那片热土上，
回望家乡 70 年的变化历程，我的心中充满了
自豪。

史书记载，梁祝镇汉时叫平阳郡，北魏时
为平阳城。元代以降，因过往客商多在此地歇
脚喂马，易名马乡店。清同治年间易名长安
寨，清末又称马乡镇。说起长安寨，不能不提
诞生于此的清朝最后一名武状元赵云鹏，此人

“身躯魁伟，承毓桂之家传，弓马娴熟，臂力过
人……”赵云鹏衣锦还乡时大兴土木，修建状
元府。府门正中及两侧悬挂三块大清皇帝亲
笔题赐的金字巨匾：军门帅府、状元及第、探花
及第。赵云鹏的舅父安体道为保府邸安全，在
四周挖壕筑寨，并将马乡镇改名长安寨。

新中国成立后，马乡镇改称马乡公社、马乡
乡，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又改为马乡镇。2007
年 7 月，马乡镇因是梁山伯祝英台化蝶双飞故
事的发源地，又更名为梁祝镇。

童年记忆中，故乡老镇上那条青石板长街，
无言地见证着岁月交替。每月的双日子，十里
八乡的乡亲纷纷带着自家多余或亟待出售的
农副产品，或车推或肩扛，不约而同汇集到这
条青石街上进行交易。一时间，牛羊哞咩，鸡
鸭咕嘎，还有那高一声低一声富有浓郁中原风
味的讨价还价声，汇成一曲独特的乡间音乐，
弥漫在整个小街。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实施，家
乡的父老乡亲对土地有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
他们“一手抓粮，一手抓钱”，在解决温饱的同
时，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面积种植红麻。
那几年，马乡乡的红麻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在七
八万亩。每到夏秋季节，一望无际的红麻林枝
叶葱郁，一棵棵高达数米的红麻顶端，点缀着红
白间杂的花朵，夏风吹过，花枝摇曳，煞是好
看。进入 9 月中旬，乡亲们开始收获红麻了。
他们先把红麻一棵棵砍倒，去叶晾晒几天，然后
浸入村边坑塘沤制发酵。在红麻沤制过程中，
每家每户的男人都要定时下水检查，当发现沤
在水中的红麻表皮绿色呈胶状物自然脱落、手
扯麻皮纤维成网状时，要及时起麻出塘，开始剥
麻、脱胶、漂洗，上架晒干，然后打成捆，送到街
上的棉麻收购公司出售。每到这个季节，乡亲
们用架子车拉着装成小山一样高的晒洗干净的
红麻，一大早就赶到设在马乡街道一侧的棉麻
收购门市部排队卖麻。

这也为挑着筐子在街上游走，大声兜售卤
肉、油条、油馍的小贩提供了绝佳的商机。他
们不需四处走动了，只要在停着的架子车队列
里，找一块屁股大的空地，便可把筐里的食品
兜售一净。

那几年，种植红麻虽然累些苦些，但种植一
亩红麻的收入，足以让乡亲们多皱的脸上绽放
开心的笑容。红麻让马乡人致了富，也让马乡
扬了名。当年的《河南日报》曾在一版显著位
置，刊发了一篇题为《马乡变麻乡，穷乡变富
乡》的新闻，一时间，马乡在豫南地区成为名噪
一时的富裕乡了！

时光之水一路流淌着进入上世纪 90年代，
家乡的父老乡亲渐渐感觉到青石小街变窄变
短了。于是，一场以小城镇建设为主的义务劳
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记得那是一个炎炎的
夏季，全乡日出劳力万余人，用了一个多月时
间，硬是把老街西边一条东西长 500 多米、深 5
米的壕沟填成平地。然后，统一规划，拉大集
镇框架，兴建了纵横 8 条通衢大街，开辟了商
业、文化、休闲等 7个活动区。

更值得一提的是，马乡镇又因梁祝的美丽
传说而享誉中外，2005 年 12 月，马乡镇首批进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民间
文 艺 家 协 会 正 式 命 名 的“ 中 国 梁 祝 文 化 之
乡”。

70年的风雨沧桑，昔日商贾过往歇脚的车
马小店，逐渐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豫南名镇、

“中国梁祝文化之乡”。我相信，沐浴着新时代
发展的阳光雨露，我们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
天！8

插图 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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