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事实孤儿”一个温暖的家
【一】

每天下午 5点半，黄梅生总
是准时出现在江西省新余市分

宜县德仁苑的门口，不远处，三

三两两的孩子们排着队、哼着

歌，又蹦又跳地向他走来。

这位 62岁的德仁苑管理者，
见到孩子们总会先问一句，“今天

开不开心？”得到肯定答复后，再

把他们一个一个迎进德仁苑里。

这样有仪式感的接送，黄梅生已

经坚持 14年，“孩子们一批批长
大，我也一年比一年老了。”

2008年，黄梅生创办了这所
“集生活、学习、养成教育为一体

的事实孤儿之家”。为了这个“家”

的成立，他奔波了 6年。自开办以
来，德仁苑有 252名“事实孤儿”
升入初中、高中，51人考入大学。

德仁苑就“藏”在江西省新

余市分宜县锻压厂社区内，不高

的两栋小楼间，贴满了各类励志

标语。这是一家民办非企业社会

福利机构，帮扶对象除了“事实

孤儿”，还有一些特困学生。孩子

们白天去距德仁苑 1 公里的分
宜一小上学，中午和晚上在这里

免费吃饭休息。上海德仁基金会

是德仁苑维持日常运转的主要

出资方。

父母双亡，父病逝母改嫁，

父在押母改嫁，父母双残……经

过分宜县各小学初步摸排，学生

的父母情况都浓缩在一张 A4纸
上，根据报送内容，黄梅生和德

仁苑的工作人员需一家家走访

核实。十几年前，很多偏远的乡

村还没通水泥路，最远的需要步

行两个多小时。

受限于经费和场地，符合条

件的学生也无法全部招收。笔试、

面试后，家庭最困难、问题最多的

学生，才能成为“德仁苑”的孩子。

【二】

2002年，还是分宜县教体局
副局长兼分宜一小校长的黄梅

生去一名学生家中家访，一番询

问才知道，这名学生的爸爸出车

祸去世，妈妈患癌去世，与他相

依为命的奶奶是盲人，两人住的

是漆黑潮湿的小屋，就连吃的萝

卜白菜也是邻居接济的。

黄梅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

留下 200元，内心也萌生一个想
法：要为这些“事实孤儿”造一个

温暖的家。黄梅生用了两个多月

时间走访分宜县各乡镇，撰写汇

编了一份详实的农村孤儿生存

状况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揭示了这样一个

事实：在分宜几乎每年都有数十

名儿童的父母因矿难、交通事故

和疾病等原因离世，这些孩子有

的寄居在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家，有的靠父母生前的亲朋

好友或邻居接济，有的生活毫无

着落。

黄梅生拿着这份调查报告，

找到县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

负责人说明情况。德仁苑需接收

的多是“事实孤儿”，德仁苑的定

性，也就成了难题。

“民政、教育都没有政策”，

黄梅生记不清跑了多少部门，相

关部门领导经常是“考虑考虑、

研究研究”就没了下文。

6年里，黄梅生一边起草方
案，一边不断地向省、市、县三级

的主管部门打报告，争取政策和

资金支持。在他的努力下，2008
年，分宜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德仁

苑领导小组，并拨款 20万元用
于场地建设。同年 10月，第一批
34名孤儿正式入住德仁苑。

没有政策，德仁苑的日常开

销无法得到政府补助。60多名孩
子的伙食费、保险费、学习用品

费、看病等各类开支，加上 6 名
工作人员的工资，一年要花费近

100万元。
面对一年几十万元的资金

缺口，黄梅生只能四处“化缘”，

争取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的捐

款。最困难的时候买米的钱都掏

不出来。家中兄弟姐妹、企业家

朋友都劝他放弃，“每天起早贪

黑的，别把身体搞垮了。”

困难太多，以至于黄梅生不

知从何说起。

有一年暑假，还是校长的他

想带着德仁苑里几个孩子去省

会南昌走一走，长长见识，便和

身边一位关系要好的企业家说

起这事，希望对方能赞助他 5000
元，这位企业家有钱打麻将，却

不愿意资助孩子，理由很简单：

这些孩子和我无亲无故，为什么

要帮他们？

对外开源，对内节流。黄梅

生在德仁苑开辟了一亩菜园，带

着孩子们一起种菜吃。他还在院

子里养了鸡、鸭、鹅等家禽，减少

对外采购的次数。

德仁苑开办至今，每个春节

都会给孩子们添置新衣、新鞋。

有的是黄梅生从爱心企业“化

缘”来的，有的是他去省城的服

装批发市场精心挑选的。

采购前，黄梅生总是揣着一

叠厚厚的宣传资料，每到一家店

就分发给店员，为了争取到最大

折扣，他会掏出手机，给店家播

放关于德仁苑的新闻视频。一来

二去，和一些店家就相熟相知

了，黄梅生如愿以最低价采购到

称心的衣物。

渐渐地，分宜县有个德仁苑

的消息不胫而走，得益于媒体报

道，黄梅生也被越来越多人知

道。一些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陆续来到德仁苑捐赠助学款

和米油之类的爱心物资。此外，

分宜县政府每年也会给予德仁

苑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

黄梅生出生在分宜农村，家

里兄妹八人，他排行老二。在那个

困难的年代，一罐菜一吃就是一

星期，常常吃到星期五就发霉了。

一位老师看他吃着发霉的

菜，回家夹了两块霉豆腐给他；

另一位老师看他冬天没袜子穿，

往雨鞋里垫稻草，送了他一双打

补丁的袜子。少时的经历让黄梅

生下定决心当教师，帮助穷苦的

孩子改变命运。

他从民办教师做起，人生的

大部分时间都一心扑在孩子的

教育问题上。黄梅生说，“我先来

做这件事，未来会出现更多这样

的机构，造福更多的孩子。”

课堂上，刘雅鹏总是第一个

举手的孩子。可黄梅生知道，这

曾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男孩”，

调皮捣蛋不说，还总爱欺负同

学。

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雅鹏兄

妹是和 8只鸡住在一起的。爸爸
去世后，妈妈在刘雅鹏一岁半时

就离了家，兄妹俩和 70多岁的
奶奶相依为命。

三人挤在一间不足 10平方
米的小屋，即使是白天，光也很

难透进来。刘雅鹏和奶奶在床上

睡觉，鸡就在床边打鸣，有时候

鸡还会跳到床上。

看到这个场景时，黄梅生很

揪心，劝奶奶把鸡放到其他地方

养。老人摆摆手，“离远了，怕鸡

被偷走”。

黄梅生把兄妹俩领进德仁

苑，从洗碗、叠被子、扔垃圾开始

一点点教起，还陪他们吃饭、聊

天、散步。一段时间后，两人的变

化显而易见，寒暑假回家，兄妹

俩会帮着奶奶分担家务，下地干

活儿。

第一次到李朝鑫、李朝伟兄

弟家，黄梅生和德仁苑的 5名工
作人员一个上午挑出 6担垃圾。
李家兄弟的妈妈去世后，爸爸整

日在外喝酒，家中长期无人打

扫，到处是垃圾。兄弟俩一日三

餐只能靠方便面充饥，瘦得皮包

骨。因为年纪太小，不会烧水，这

对双胞胎只能拧开水龙头，用自

来水泡泡面。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黄梅生

很无奈，“这样的孩子，如果你不

去帮助他，哪里有出路呢？教育

的责任太大了。”

十几年里，德仁苑里的工作

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黄梅生也

渐渐老了。从前他被唤作“校长

爸爸”，现在称呼变了，大家都叫

他“校长爷爷”。

多数孩子刚进德仁苑时总

是低着头，不说话，孩子们带着

各种坏习惯来：乱丢垃圾、随地

吐痰、挑食、打架，甚至还有孩子

随地大小便。

生活老师晏红卫记得，有一

年冬天，一个男孩儿将大便拉在

身上，一直站着不吭声，直到其

他孩子闻到臭味后跑去告诉她。

她一边安慰这个孩子，一边给他

洗澡、洗衣服，“来到德仁苑后常

常遇到这样的事。”

晏红卫和黄梅生知道，面对

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需要有足

够的耐心和爱心。黄梅生总是不

忘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微笑甜

一点，观察细一点。他陪着孩子

们一起吃饭、聊天，蹲下身子，一

个一个教。

为了和德仁苑的孩子们成

为朋友，他重新捡起篮球、乒乓

球，和他们打成一片。一些孩子

上楼不靠右行，他特意在靠近楼

梯处画了两个脚印提醒。

黄梅生在德仁苑推行“教养

结合”的教育模式，既教孩子又养

孩子。他在德仁苑建立了一支“小

小监督员”队伍，特意挑选调皮、

习惯差的孩子当监督员，去监督

其他孩子。经验告诉他，监督别人

也能教育自己，“在指出、纠正别

人的坏习惯时，他自然会联想到

自己的坏习惯，并想办法改正。”

如今，楼道间立着一面全身

镜，每个孩子从镜子前经过时，

都下意识地整理衣角，以正衣

冠。打饭时也不争不抢，排队取

餐，用餐后主动清洗餐盘，年纪

大一点的孩子还负责检查盘子

是否清洗干净。

【四】

11 年前一场车祸带走了黄
桂秀的丈夫，留下两个儿子，一

个 3 岁一个 7 岁。为了维持生
计，这个单亲妈妈只能外出打

工，兄弟俩无人照看，直到黄梅

生把他俩接进了德仁苑。

因为在德仁苑里养成的好习

惯，钟煌斌、钟佳斌兄弟俩每次回

家，都忙着叠被子、扫地、刷碗，把

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一有好吃

的，兄弟俩总是你推我让。黄桂秀

常常被这兄弟俩暖到。鞋带松了，

儿子会俯下身帮她系好；小儿子

给她梳头时还会贴心地帮她扯去

白发；黄桂秀丢进垃圾桶的易拉

罐，兄弟俩会捡起来，叮嘱她“留

着卖废品”；天冷了，还会端来热

水给她洗洗脚。

说起儿子的变化，黄桂秀嘴

角上扬，满脸是笑，“这一切都是

黄校长给的，很感谢他。”即便两

人已从德仁苑“毕业”，黄梅生还

是会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询问他

们的近况。得知弟弟钟佳斌要去

上海治眼睛，黄梅生二话没说，

取了 1000元塞给黄桂秀。
每次出差，黄梅生总不忘给

孩子们带礼物，“爸爸妈妈外出

后都会给自己的孩子买礼物，我

就是德仁院孩子们的亲人。”

2009年夏天，黄梅生去海南
开会，看到满街的椰子，就想着

买回去给孩子们尝尝。为了多带

几个，他再三叮嘱摊主把外壳削

薄。他和同伴每人把两袋椰子扛

到机场，却因为超重无法办理托

运。黄梅生再三道明原委，机场

工作人员被感动了，同意破例。

孩子的爷爷奶奶们每年都

会被请来德仁苑，由孩子们给老

人洗脚。洗脚前，黄梅生会提醒，

先看看爷爷奶奶的头发，再看看

爷爷奶奶的皱纹，然后给爷爷奶

奶洗脚。有孩子摸到脚的那一

刻，眼泪就流下来了。

黄梅生说，德仁苑的孩子多

数由爷爷奶奶养大，让孩子们给

爷爷奶奶洗脚是德仁苑感恩教

育的重要一环，希望每个孩子都

有一颗感恩的心。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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