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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无言吐芬芳
——追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李芳

本报讯 7月2日河
南日报头版刊发《中共河
南省委关于追授李芳同志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并开展向李芳同志学习
活动的决定》刊发后，在全
省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
响，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坚
持用坚定信念和担当诠释
对党忠诚和岗位职责，才
会在新时代新征程和推进
中原更加出彩的伟大实践
中砥砺奋进、建功立业。

从信阳师范学校毕业
后，已经在乡村工作了22
年的商城县长竹园二中校
长肖凤林感慨说道：“大山
深处有无数个家庭，也有
无数个孩子，正是无数个
像李芳一样‘扎根基层、安
心从教’的教师群体，默默
无闻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托起了孩子们
的梦想，帮助他们走向更
加广阔的天地。我愿意像
李芳一样，一辈子驻守乡
村，坚守一线。”

李芳母校信阳职业技

术学院（原信阳师范学
校）医学院讲师王鹰激动
地说：“我们经常站在台
上教育学生，要他们努力
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
会有用的人。这些话不
仅要说给学生听，更要做
给学生看。李芳用生命
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
树起了共产党员和人民
教师的光辉形象，她的崇
高精神，会永远激励着人
们奋勇前进。”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老师李红说：“我在《河南日
报》上看到李芳老师为救学
生而牺牲的壮举时潸然泪
下。我和李老师同为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师范生，深切
体会了老师是这个世上唯
一与学生没有血缘关系，却
把一片爱心全部倾注给学
生的人。李芳老师用生命
诠释了什么是师德，只有把

‘人民教师’这四个字镌刻
心间，才使她把死亡的车轮
挡下、把生的机会留给自己
的学生们！”

“最美乡村教师”“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虽然讲台上不再有她的身
影，但在人们心中，李芳点
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为全省广大党员争做时代
先锋做出了榜样。

爱有许多种，大爱最
令人动容。长期坚守乡村
教学一线，对党的教育事
业满腔热忱；危急时刻奋
不顾身，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护住学生……李芳老师
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天，她
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英
雄壮举，爱生如子的师者
担当广为传颂、感人至
深。人们深切缅怀李芳老
师，就是因为她是践行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教师要求的先锋
模范，她的行为操守令人
仰之弥高，闪耀着“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的师德典
范，闪耀着“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
之心，闪耀着“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精神光芒。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

理，诠释着共产党人的精
神品格。李芳老师“用生
命完成了最后一堂课”，
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
秀代表，是当之无愧的时
代英雄，是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学习的榜样。我们
要学习她不忘初心、对党
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基
层、无私奉献的道德情
操，倾心育人、师德高尚
的职业操守，临危不惧、
敢于担险的牺牲精神。
唯有坚定理想信念、培养
高尚情操、弘扬新风正
气，才能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良
好社会风尚的有力推动
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忠实践行者。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
作春泥更护花。李芳老师
虽已离去，崇高精神永驻
时光、播撒人间。用品格
力量标注生命高度，以信
仰光芒照耀奋斗征程，争
做出彩河南人，就能汇聚
起共产党人争做先锋引领
时代的强大正能量，在新
时代展现新气象、新担当、
新作为。

2018年6月11日17时45
分，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
之风希望小学门口，二年级语
文老师李芳如往常一样，随队
护送学生出校门自西向东离
校。

17时50分许，当她带领学
生走到学校东边的一个十字路
口时，一辆装满西瓜的三轮摩
托车闯红灯向前一队学生急冲
而来，毫无刹车迹象。

“快点！快点！车来了！”
危急关头，李芳一边大声

呼喊让前队的学生避让，一边
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前去，用自
己的身体护住学生，就在她奋
力推开学生的一刹那，三轮摩
托车撞上了她，把她撞飞十多
米远……

这是李芳老师用生命定格
的最后影像。

学生们得救了，李芳老师
却遭受严重撞击，虽经武汉协
和、同济等医院专家会诊，一天
两夜全力抢救，终因重度颅脑
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于6月
13日4时40分不幸殉职，年仅
49岁。

现场目击学生曹佳星说：
“那辆车从左边很快开过来，李
老师看见前一队同学还没走
完，跑过去把同学们推开，自己
被撞了。”

郝晨月是当日被李芳老师
救下的学生之一，右胳膊上的
伤痕清晰可见。面对记者，眼
圈红肿的小晨月半天说不出
话，好久才小声地说：“我们看
到车来都慌了，是李老师一下
把我们推开，没想到……”

噩耗传来，全市震惊，全省
震惊，举国震惊！信阳乡村女
教师李芳的名字像扔进互联网
里的一颗能量无比的炸弹，“爆
屏”多时。信阳市委书记、市长
第一时间作出批示；河南省委
书记、省长、宣传部长、组织部
长、副省长等领导得知情况后
立即批示；教育部部长、副部长
亲自过问，并派教师工作司负
责人奔赴信阳慰问家属，要求
全国教育系统迅速开展向李芳
同志学习的活动。

当天，信阳市委副书记刘
国栋的激情诗行写出了大家的
心声：此刻/我有一个心愿/让

“老师”/成为世上/最令人心动
的名词/让教师/成为人间/最令
人尊敬的职业/此刻/我甚至/还
有一个心愿/在死神与学生之
间/不再让我们可爱的老师/用
自己的身躯/做出选择/而是/在
死神与师生之间/让正义的我

们/用铁肩/选——择！
李芳的丈夫代业明对记者

说：“面对危难她能够挺身而
出，我一点都不意外。她平时
就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有
学生进步了，她就会打电话给
家长报喜；有学生成绩下滑了，
她会询问家庭原因并认真引
导。”

信阳市教育局局长苏锡凌
说：“在学生面临危险的生死关
头，李芳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冲
上前去，表现的是一名师者的
担当和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20年前，李芳在党旗前举
起右手，庄严宣誓。20年后，她
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诚如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颁
授李芳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仪式上所说：李芳同
志以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和
牺牲自我的党性抉择，兑现了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的铮铮誓言。

翻开李芳的档案，参加工
作后的 22 项荣誉，全都是在
2010年之前获得的。“这并不能
说这8年来她的工作成绩不优
秀，而是因为这些年学校每次
要给她荣誉时，都被她坚决推
辞。”绿之风希望小学校长王斌
回忆说，“‘农村教育需要年轻
人，他们比我更需要激励。’是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李芳家住信阳市市区，每
周一来学校、周五回家时，她的
车里总会捎上几个同事。就在
事发前，有位学生摔倒受伤，她
还在热心地帮助同事化解家长
与老师间的矛盾。

二年级3班班主任罗银森
老师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
我跟李老师一起接这个班。经
验丰富的李芳老师虽然是副班
主任，却总是充满热情地主动
管理班级，使得这个原本同年
级最差的一个班，不到一年时
间，成了尖子班。”

罗银森介绍，出事那天中
午，李芳还在和他商量怎样让
孩子们过个有意义的暑假。下
午放学时，李芳在教室门口准
备组织学生们离校，还朝他挥
了挥手，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
诀别。

“李芳老师让我明白，什么
叫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什么是
忠诚坚守、无怨无悔。”眼含热
泪，罗银森坚定表示，“我一定
要像她一样，为党的教育事业
奋斗终身！”

6月16日上午，浉河区董
家河镇。

挽幛如练，白花似海，哀乐
低回。灵堂内，李芳熟睡般安
卧在鲜花丛中，向每一个前来
祭奠的人含笑作别。

“纸鹤寄哀思，师恩终难
忘”“道德楷模流芳千古，精神
不死风范永存”……灵堂外是
一条条饱含深情的横幅，一双
双含泪的眼睛。

教育部、河南省、信阳市的
许多领导来了，从北京、河北、
安徽、广东等全国各地赶回的
学生来了，信阳师范学校的学
弟学妹们来了，还有闻讯赶来
的同事朋友、父老乡亲、各界群
众，4000多人把灵堂周围挤得
严严实实，送别的队伍蜿蜒数
公里。

“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
我和同学闹着玩，摔倒在地上，
额头上全是血。李老师赶紧背
着我往医院跑。鲜血染红了李
老师的白衬衫……”忆及20多
年前的往事，张雪松泪花盈盈，

“那次，李芳老师背着我跑了两
里多地才到卫生院。父母无数
次地和我说起这事，李老师的
恩情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前来为李芳老师送行的曹
若男回忆说：“1996年，我上一
年级就是李老师教我。1998年
我父亲去世时，我的学习成绩
直线下降，是李老师天天开导
我，有时间就陪我，让我走出阴
影。以后每年过年，我们几个
女孩子都去给她拜年，在她家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她会为我
们准备很多好吃的。”

在学生眼里，她是一位好
老师；在同事眼里，她是一位好
朋友；在家人眼里，她是一位好
妈妈、好妻子。“特别爱笑”“与
人为善”“爱生如子”，一直是她
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

李芳殉职以后，班里孩子
们都依恋地说：“希望能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李老师，来给我们
上课。”

6月 5日，是李芳49岁生
日。女儿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晒
了一张她特意为妈妈制作的生
日卡片“最美的妈妈”。妈妈走
后，女儿在卡片的下面写道：

“别孤单，别害怕，你在我的心
里，我永远陪着你，妈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
芳老师走了，她的精神已化作
丰碑，隐入青山；凝作雨露，汇
入江河。她生命的芳华，如同
烂漫的山花，在大别长淮之间，
在老区人民心中，永吐芬芳！

核心提示 ｜ 在信阳市南湾湖边，有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崎岖山路，浉河区董家河镇乡村女教师
李芳，来来回回走了29年。

仲夏时节，寂静的山路旁，格桑花开得正艳。就在6月11日那个让人揪心的傍晚，李芳用生命完
成了人生最后一课，她像山花一样轻轻凋零，化作春泥，融入这蜿蜒的山道，融入这怒放的山花丛中。

大山垂泪，向英雄女儿作别；南湖呜咽，追诉不朽芳华……

李芳被追授省优秀共产党员引发强烈反响

用坚定信念和担当
诠释忠诚和职责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胡巨成 王平 杨晓东
通讯员 刘宏冰

丹心大爱写忠诚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 黄文卫

生死关头
她用生命兑现誓言

扎根乡村
她用坚守诠释忠诚

心存大爱
她用言行传递真情

□刘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