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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

【一】

10 年前，这位大学教授就向
学子们公开了自己的微信和联
系电话，高考焦虑、毕业了找不
到工作、和父母闹矛盾、找不到
女朋友……“有任何事都可以给
彭老师打电话”。 距离近的来找
彭礼堂聊聊天，一起在学校食堂
吃顿饭；远的就打电话。 彭礼堂
说，只要心态够好，坏事也能变
成好事，失眠反而给了他更多时
间做教育公益。

大别山深处的麻城是彭礼堂
的家乡，也是他教育公益的起点。

10 年前，彭礼堂第一次来到
麻城一中宣讲招生，看着孩子们
一张张真诚又质朴的脸庞，他想
起了自己———那个从麻城的山
村里走出来的少年。 在他年幼时
母亲离世，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
靠在农村微薄的收入养育 5 个
孩子。 彭礼堂的童年记忆里永远
都是“饿肚子”，到读高中前没有
吃过一顿饱饭。

彭礼堂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有些麻城孩子却没有这么幸运。
有的因为填错志愿，错失了上更
好大学的机会，还有的学生因为
家里穷，考上大学却中途辍学。

“这么多这么好的孩子，不
能不管！ ”听到中学老师的介绍，
彭礼堂决定每年回来给孩子们
做志愿填报、择校指导和帮扶。

麻城一中毕业的邹紫薇是
最早加入“华科麻城学子之家”
的成员之一。 高考填报志愿时，
彭礼堂到班里了解了每个学生
的报考意愿，这也是邹紫薇第一
次见到彭老师。

当年 9 月，邹紫薇跨进华科

校门。 新生入学第一天军训结
束，回到寝室，突然接到彭礼堂
老师打来的电话，问她军训的情
况，是否适应。 听着电话那头的
乡音，熟悉又感动。 那一天，来自
麻城的 20 多个学生都接到了彭
礼堂的暖心来电。

入学、军训、保研、读博，邹
紫薇在很多关键的人生节点都
愿意和彭老师聊天。“他完全没
有长辈和教授的架子，说话就是
发自内心的感觉”， 在彭老师的
鼓励下，邹紫薇如愿上了清华大
学研究生。 毕业时，邹紫薇专门
参加了彭老师组织的学子交流
会，像曾经帮助自己的学长学姐
一样，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
学习生活经验。

在很多同学的印象里，彭老
师还特别爱请大家吃饭，新生入
学和老生毕业是“必吃”的，逢年
过节还请孩子们来家里做客。 彭
礼堂经常到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出差，每到一个地方，他也都
会在学子群里吆喝一声，招呼当
地的孩子出来聚一聚。

彭礼堂觉得，重要的不是吃
饭，而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温暖的
环境。“有这样一个互相交流的
组织，他们会适应得更好”。

有一次， 一个学生生病了，
在宿舍行动不便，彭礼堂夫妻俩
把他接到家里，全方位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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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轻学生接触多了，彭礼
堂渐渐发现，有的孩子以前所有
的目标就是考个好大学，真正考
上了，就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
走； 有的孩子从小一帆风顺，遇
到一点挫折就开始怀疑人生。

“大学校园里心理出问题甚至跳
楼的， 玩电子游戏挂科退学的，
惨痛故事屡见不鲜”。

彭礼堂的公益增添了新的
内容———教育励志，谈挫折与磨
砺、谈梦想和幸福。“学生大学以
后心态失衡， 在中学就有苗头
了， 不能等他们进了大学再关
心，要把‘教育经’送到中学去”。

10 年来，彭礼堂的义务讲座
上百场，听众数以十万计。 范围
从麻城出发遍及全省，甚至省外
也有学校慕名来请他。 别的专家
教授要花钱才能请到，彭礼堂有
自己的“三不”原则———不收钱，
不用派车接，不用人陪同。 这个
夹杂着家乡口音的 985 高校大
教授一次讲座一两个小时，有时
讲得起劲儿，3 个小时都停不下
来，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

彭礼堂爱给孩子们讲故事，
自己的成长经历就是最有说服
力的例子。“大家看到我经历了
这么多困难，现在还活得人模人
样的，就觉得自己遇到的挫折不
算什么了”。

他还愿意分享自己做公益
的故事。 过去 10 年里，他跑遍了
麻城 10 余个乡镇， 哪家孩子有
困难，他就到家里走访。

每次讲座，彭礼堂总有自己
创造的“金句”，比如“追求卓越、
享受过程、接受平凡”“能做第一
做第一， 不能做第一做唯一，不
能做唯一做自己”。

有学生把他讲的金句打印
出来贴在床头勉励自己，还有学
生说恨不得住到彭教授家里。 彭
礼堂梦想着建个能住成百上千
人的公益之家，“把孩子和家长
接来一起住，让他们天天感受正
能量”。

彭礼堂发现，有些孩子容易
走极端，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父
母的心态问题。 有些家长把孩子
当成了自己的“复印件”，辛苦供
孩子上学，是想控制孩子。 他又
创建起一个“600 分宝妈家长
群”，给家长和孩子两头做工作。

有段时间，一位学霸的母亲
每一两个星期就来找彭礼堂。 看
了自己儿子和彭老师聊天的内
容后，她很不解，“怎么儿子和你
说话很讲道理， 和我就不说人
话？ ”平时，儿子和母亲根本聊不
了两句就会冒火，还对母亲屏蔽
了自己的朋友圈。

“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 你
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们吗？ ”彭
礼堂听着家长对孩子的“关心”
很难受。 他告诉家长，不管是高
考、考研还是谈恋爱，为人父母
不要太贪心，不要逼得太紧。

彭礼堂说建家长群能拓宽他
们的生活圈，在和其他“宝妈”“宝
爸”的交流中找到新的生活乐趣，

“有别的事可做了，他们就不会全
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了”。

线上线下，彭礼堂一直乐此
不疲地奔波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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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科 2015 级麻城籍刘世恒
见证过一个故事。 有一年暑假，
得知刘世恒的高中同学家里遇
到困难，父亲患了癌症在汉口住
院。 彭礼堂立即叫上刘世恒一起
赶到汉口看望，并拿出自己不少
的钱交给孩子家长。 夏天的武汉
太阳很毒坐着公交车过去，要花
一个多小时。 刘世恒第一次感受
到彭礼堂常年奔波的不容易。

听说家乡有一位做公益教

育事业的教授，正为儿子高考填
报志愿犯愁的麻城人姜长春也
曾慕名拨通了彭礼堂的电话，彭
礼堂耐心解答了半个多小时。 当
天下午，彭礼堂正好回乡，又和
姜长春约在酒店见面。 彭礼堂订
的是一个不足 7 平方米的小单
间， 他拿出包里自带的矿泉水

“咕噜咕噜”喝了大半瓶，喘了口
气就开始问姜长春儿子的情况。

从下午讲到晚上，姜长春对
招生政策和自己儿子的志愿填
报有了全新的了解，打算安排一
顿晚餐答谢，彭礼堂连连挥手拒
绝。 最后实在拗不过，他同意去
附近广场的小吃城，吃了一个当
地的火烧耙和一碗白米粥。

随后，彭礼堂又赶到一位退
学研究生的家中。 学生被保研到
武汉高校，读了两个星期就不想
留在学校里了， 一心想当作家。
这已经是彭礼堂第三次来给他
做思想工作了，“家长气得不行，
我也只能劝他们理解孩子的选
择”，最后，孩子还是坚持了自己
的想法，家长也决定给孩子一个
尝试的机会。

这些年， 除了做学业指导、
心态教育讲座、 走访学子家庭，
彭礼堂还是青年学子们的“红
娘”。 他把那些婚恋问题没有解
决的大龄青年专门拉在一个群
内，最开始是“黄麻学霸孩子脱
单群”， 后来扩展到其他学校脱
单群，还不时地组织湖北地区的
联谊活动，到东湖划船，去公园
爬山。

而今，彭礼堂促成了十几对新
人， 每次他都会带上一个大红包，
去主持他们的婚礼或做证婚人。

10 年过去， 没有团队组织，
没有固定经费， 没有专职人员，
彭礼堂开着私家车从武汉到麻
城、黄冈、红安等地。 手机里的
“群”越来越多，来求助的孩子和
家长数以千计。

不少教授、教师开始参加到
他组织的活动中来。 被誉为国民
网红教授的华中师范大学老师
戴建业，和彭礼堂同为麻城夫子
河人， 听闻这位老乡的公益事
业，他二话不说欣然入群，和年
轻学子见面座谈，场场爆满。 北
京大学罗玉中教授答应做他的
教育公益群顾问，中科院院士彭
建兵主动来给孩子们讲课，暨南
大学教授尹芝南、华中大“引力
人”涂良成、美国加州大学袁新
意等教授都成了公益群的一员，
让孩子们既开阔了视野，也有了
学习的榜样。

长期做公益事业， 彭礼堂自
己经济上偶尔也会出现困难。 今
年 4月， 因为还房贷的资金挪不
出来，他给自己 35 年没见面的同
学发了条短信借款。 平常回家乡
理发、修车、住旅馆，当地老板一
看是年年来给孩子讲课的彭教
授，总是不愿意收他的钱。彭礼堂
感慨，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未来如果有能力的话，我
也很想像彭老师一样做一个博
爱、有情怀的人。 ”每每收到学生
们这样的短息， 彭礼堂总有一种

“打鸡血”的感觉。 孩子们越来越
好，给了彭礼堂坚持下去的力量，

“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还可以再
做 20 年”。 （据《中国青年报》）

十年助力家乡教育公益
凌晨 4 点多，天色熹微，54 岁的彭礼堂登上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科”）所在的喻家山开始早锻炼。 失眠已经是 30 多年的老毛

病了。 等到 5 点半，彭礼堂给自己在微信、QQ 上创建的 30 多个学子群里的孩子一一问候“早（安）”，比闹钟还准时。
2011 年，彭礼堂建起一个名为“华科麻城学子之家”的组织，为来华科求学的麻城籍学子提供公益性教育帮扶。 10 年来，这个特殊

的“家”不断更迭壮大，彭礼堂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竖起了“黄麻万松公益书院”的木牌，网络上有了武大麻城学子群、“985”黄高学子群
等 30 多个群，彭礼堂成了 5000 多名青年学子的“大家长”，有人称呼他“院长”“知心大叔”“教育摆渡人”，还有学生喊他“彭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