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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英雄最真实
——电影《李学生》观后感

□李柯杞

他，是一名农民工、一介农民，是
一个儿子、一位父亲，他曾担负着养
老育小的责任无怨无悔，他曾顶着重
重的债务不得不背井离乡，他是千千
万万朴实农民工的代表和缩影，他是
李学生，是最平凡的英雄，是最真实
的伟大。

观看完电影《李学生》，我内心久久
难平。正像片中张兰在李学生墓前的
念语：心被偷走了，没有了，没有了……
没有人“偷心”，是被李学生的故事深深
感染，被李学生的人格魅力悄然吸引。

孝义为天，百善根本。还记得，第
一个异乡新年，李学生用老板的电话
向老父亲拜年，隔着电话，磕头的声音

比绽放的烟花还重。病逝的妻子离开
了，却留下了一堆债务，为了照顾生病
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在出去打工的
问题上李学生再三犹豫。终于，在彩
霞姐的帮助照料之下，李学生走上了
打工之路，但是善良的他心里清楚：百
善孝为先。每次想到远在河南老家的
父亲和女儿，心中的愧疚总让李学生
脸色凝重、神情黯然。每每这时，他就
用一块水果糖寄托思念，品味人生，暗
自下决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要
把债还了，把家撑起来！

忠信为人，有德不孤。饭店老板
出事故导致他失去了打工的第一份工
资，但他却依然决定帮老板娘渡过难
关；失业同事一起找工作，他毅然拒
绝了只聘他一人的公司；虽为找不到

工作发愁，当捡到装有巨款的包时，
却连夜冒着风雪等待失主；服装厂老
板订单任务紧，他主动带领同事加
班，并断然回绝了外厂的高薪岗位；
为了完成订单，老板张立都在放弃的
时候，他也依然坚持要完成；挣到钱
后，他仔细盘算要还给乡亲的欠款，
每到一户还钱总是连声致谢……他
总说：“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咱总要讲
点信吧。”李学生对工作尽忠职守，对
人言而有信，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
人，他成为工友同事值得托付的好大
哥，成为老板上司赞不绝口的好员
工。当服装厂要紧急完成一批订单
却无处找人之时，之前受过帮助的老
板娘和乡亲们都赶来了。

仁勇一念，大爱无声。呼啸的火车

开过，画面瞬间定格、声音戛然而止。
两个孩子得救了，李学生的生命却永远
停留在了37岁。救不救人就在一念之
间，但李学生来不及多想，天性决定了
他把救孩子的生命放在首位，却把自己
的安危放在一旁。李学生这种行为并
非一时之勇，服装厂大火时，他就曾冒
着大火抢救物资，把工友郑富贵从火场
拖出来，当听说火场中还有煤气罐，他
又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硬是扛出
了两个煤气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李
学生用大爱和大善对待他的人生和整
个世界，国家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他。

李学生就是一个作为平凡之人而
作出不平凡壮举的英雄，他用自己的
言行诠释着民族道德的力量，向观众
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大写的“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窦志飞

“观影之前，李学生对我来说
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但看完整部电
影后，我深深被他的事迹所感动，李
学生诠释了一个平凡人骨子里的不
平凡。”9月 11日，家住鹤壁市淇滨
区漓江柳岸小区的朱先生告诉记
者。

电影《李学生》由河南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商丘市委市政府联合摄
制。8月 28日，该电影在全国公映
后，影片用真实的镜头再现了“全国
道德模范”李学生当年见义勇为的
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8月 23日，鹤壁市委宣传部下
发通知，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认真观看电影《李学生》，以先进
典型为榜样，积极投身新时代品质

“三城”建设。
李学生，商丘市睢阳区人，生前

是浙江省温州市金有利鞋厂的一
名工人。13 年前，为了救两个孩
子，他面对疾驰而过的火车，奋不
顾身地纵身一扑，献出了自己年仅
37 岁的生命。李学生的感人事迹

温暖了温州，感动了商丘，更感动
了整个中国，先后被追授“全国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全国杰出进城
务工青年”“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

电影《李学生》在鹤壁公映当
天，该市万达影城内座无虚席。随
着剧情深入，现场观众被李学生的
事迹深深感动，一片泪眼蒙胧。大
家纷纷感慨，这部影片为公众呈现
了一个不一样的李学生、一个更加
全面、鲜活生动的李学生。

“电影《李学生》情节生动流畅，
没有枯燥的说教，用朴实的镜头，再
现了李学生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李学生虽然是一名普通工人，
却展现了他非凡的一面，令我十分
震撼。”鹤壁市山城区文明办创建科
科长苗春勇表示，“这部展现平凡人
物真善美的电影真正打动了大家的
心。今后，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
中，我都要向李学生同志学习，继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弘
扬正能量。”

□张玉杰

今晚单位组织观看了教育片平
凡英雄李学生。平凡的情节，平凡
的场景，平凡的人物，却震撼着在场
每一位观众的心灵，回去的路上我
内心一直无法平静。

商丘好人李学生在影片开端
以一位老实、孝顺的人物形象展示
给观众。后面的情节里才知道他
幼年丧母，妻子因病去世，家庭陷
入困境，被迫外出务工。影片中真
切的展示了河南农民外出务工的
场景，平凡英雄李学生踏实能干，
诚实守信，勇于担当，知恩图报。
第一份工作是传菜生，不幸的是老
板出意外，老板娘被迫转店，暂无
力支付工资，工友富贵带头哄抢店
内家具设备，李学生奋力阻挡，劝
说大家再找工作。后来，李学生带
领工友们在顾老板的服装厂加班
赶工，车间出了问题，李学生站出
来承担责任。工厂失火，李学生带
领工友灭火，冲进火海扛出煤气
罐。工厂倒闭，李学生主动与服装
厂的张老板谈判，将顾老板的损失

降到最低。
后来在张老板的服装厂李学生

同样吃苦耐劳，团结工友，不计得
失，帮助工厂多次渡过难关，在一次
为工友改善生活外出买菜回来的路
上，为拯救两个在铁道上玩耍的孩
子而牺牲了。结局是屏幕内外众人
满眼泪水。

再平凡不过的一位河南农民，
感动了观众，感动了社会各阶层人
士。平凡普通的河南农民，做些平
凡普通的事儿，却如此轰轰烈烈，李
学生把我们河南人内心深处纯朴善
良，勇于担当等品质展示了出来，把
我们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展示了出
来。

我们之所以震撼，是因为李学
生的事迹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东
西，人之初，性本善。缤纷的世界遮
住了太多人的心灵，李学生不仅拯
救了两个孩子，还拯救了那些被污
垢遮住灵魂的人们。李学生不仅仅
是商丘的骄傲，也是河南的骄傲，更
是中华儿女的骄傲！

（作者系郸城县新城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

平凡中的不平凡
——电影《李学生》感动鹤壁市广大民众

李学生是
中华儿女的骄傲

□张龙飞

电影《李学生》讲述了“商丘好人”
李学生外出打工，为救两个孩子葬身
车轮，献出了生命的感人故事。电影
上映后，许多安阳市民走进影院，感受
平凡英雄李学生不平凡的一生。

笔者在安阳市多家影院走访时
了解到，在五花八门的院线电影中，
朴实的《李学生》并不惹眼。但影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影片《李学生》
并不缺观众，上座率很高。”

建筑设计工程师齐心，大学毕业
后曾经独自在天津打拼，住过地下
室、啃过冷馒头，对李学生的事迹深
有同感。“李学生救人那一幕，我听到
影厅里几个人都哭出声儿了。”齐心
说：“他是我们河南打工者的优秀代
表，更是我们河南人的骄傲，不管我
们河南人走到哪，就一个字，中！”

安阳市民张曌酷爱电影，也是
个业余影评人，观看了《李学生》后，
他感觉这部电影非常写实。“从电影
的拍摄手段上可以看出，导演对于
人物刻画、展现手法都进行了细细
揣摩。”张曌告诉笔者，国内以真实
人物故事改编的电影有很多，《李学

生》这部电影的突出优点在于，他在
活灵活现刻画人物、感动观影人群
的同时，给大家带来很多反思。李
学生一个人，点亮的是打工者一群
人，社会应该给予这个人群更多的
关注和关爱，“这是一部值得观看和
推荐的好电影!”

“电影上映后，我第一时间走进电
影院，怀着崇敬的心情观看了这部影
片。”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
办公室职员李文浩感动地说，电影完
美复现了一位城市底层的草根人物
——农民工李学生的伟大事迹。除了
救人，在他简短的一生中，有着无数件
令人感动的小事。他干着最脏、最累
的活，但却在这样的环境中绽放出最
纯洁、最绚烂的昙花，他的动人事迹，
似涓涓溪流，暖彻人心。

“平凡人李学生的英雄壮举感动
了亿万人，也深深折服了我。”安阳县崔
家桥镇李宋村小学教师薛金山感慨，一
个好人，就是一支火炬，照亮更多人前
行的路。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要
学习李学生身上的“河南好人”精神，弘
扬正能量。对我们教师来说，就要时刻
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为爱坚守，用心
呵护每一个“幼苗”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郭海方

近日，根据“商丘好人”，全国道
德模范李学生温州勇救儿童英雄事
迹改编的电影故事片《李学生》，在
全国各大院线上映。电影吸引了漯
河市众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观看，纷
纷称赞这部电影再现了平凡人的伟
大，在平凡中展示了人生的光辉。

“电影刚上映我就看了，对大家
的触动很大，也很感动。我还和剧本
的创作者进行了交谈。电影很好诠
释了李学生淳朴善良而富有爱心的
形象，展现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
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是一部充满
正能量的经典之作，在平凡中展示了
人生的光辉。”漯河市民王辉说。

漯河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工作人

员王丽说，电影《李学生》的魅力，在
于大笔写情，以情感人。影片展现给
观众的是一幅幅朴实无华、真切可信
的生活画面和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
的人物，却产生了催人泪下、震撼人
心的艺术效果。2005年，李学生的

“惊鸿一跃”温暖两座城、感动全中
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在生死
存亡之间，依然把生留给别人。这是
多么惊人的壮举，感人至深，这种精
神就是现代社会所需求的。李学生，
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生命的赞歌；李
学生，用自己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心灵
诠释了社会公德的重要性；李学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伟大
祖国阔步前行的自信与矢志不移的
执着追求。李学生的人性光辉照耀
着无数“河南好人”前行的路。

电影《李学生》
再现平凡的英雄

涓涓细流暖彻人心
——电影《李学生》在安阳引起强烈反响

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

谢子长：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9月 12日，在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组数据给记
者留下深刻印象:俄罗斯每年进口的水处理剂产品固体
HEDP99%来自中国，在中国产品中清水源的产品占到了近40%。

这家位于济源的水处理产品上市企业，如今和遥远的俄罗
斯紧密相连。一家叫 Impex的俄罗斯贸易公司，2005年起就
已成为清水源的异国“铁粉”。

在清水源国际贸易部，专门负责俄罗斯区域的业务员对记者
说：“Impex公司已经同我们合作13年了，是诚信为双方长期合
作筑牢了基础。”

几年前，清水源与 Impex签订了全年的采购合同，但是后
来原材料大幅上涨，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Impex公司担心
清水源因利益受损而撤单毁约。清水源作出郑重承诺：价格再
变，合同不变。市场再变，诚信不变，仍然按照当初合同约定的
价格走。

这样算下来，Impex公司是以低价拿到了高价格的货，稳
赚不赔；清水源则是将高价格的货低价卖给了对方，不赚反赔。

Impex公司一位对中国的水处理剂产品市场非常熟悉的
高管曾感慨：“中国人的诚信赛黄金！我们同中国伙伴的合作关
系，会一直愉快地延续下去。”③4

清水源

中国人的诚信赛黄金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人民日报评论员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回顾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

显著成就，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改革

发展的“九个坚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

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

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

“九个坚持”，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思想深

刻、内涵丰富，是我们党对我国教育事业规

律性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之不

易，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

等学校考察并同师生们座谈，给小学生、中

学生、大学生和老师们回信，主持中央重要

会议通过一系列涉及教育改革发展的方

案，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

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坚持”。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显著

成就，根本就在于以“九个坚持”指导教育

改革发展的实践，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

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

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

影响力加快提升，13 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要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最根

本的就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

“九个坚持”，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九个坚

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抓住机遇、

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

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

部署，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我

们才能筑牢建设教育强国这个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不断培养一代又一

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

坚持”，真抓实干，开拓进取，我们就一定

能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的伟大实践中，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灿烂前景。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李虎成 实习生 李亚伟

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每4台医疗设备镇痛泵中，
就有一台产自中国河南长垣县的一家民营企业驼人集团。“代
理商愿意销，客户愿意用，我们的镇痛泵在俄罗斯非常‘吃得
开’。”9月12日，驼人集团国际市场部经理于怀庆自豪地说。

2008年，驼人集团在德国参加专业医疗设备行业展会时，
其质优价低的医疗设备受到俄罗斯客商青睐。莫斯科和圣彼
得堡是俄罗斯最大的两座城市，这两个地区的镇痛泵产品长期
被德国、美国企业所垄断。自从进口中国的驼人镇痛泵后，既
平抑了产品价格，又提高了服务水准，很受当地市场欢迎。

“同类产品，驼人集团的生产成本要比德国、美国企业低
20%~30%。”于怀庆说。此外，驼人镇痛泵还有很多独特优势：
将输液管的“内腔”由圆形改为三角形，避免了“死腔”情况的出
现；根据临床多样化需求，将市场上普通机械泵7个流速的设计
增加到 15个流速；添加避光材料，防止某些药物因紫外线辐射
而降低药效……

据统计，近 10年来，驼人集团出口到俄罗斯的镇痛泵产品
已达2000多万元，并呈逐年递增趋势。③4

驼人集团

镇痛泵畅销俄罗斯
谢子长，1897年生，陕西安定（今子长）县

人。1922年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军
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
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参加进步青年组
织“共进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
据党的指示回到陕北，利用民团团总身份进行
革命活动。

1927 年初，谢子长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
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
劣绅，被群众称颂为“谢青天”。同年10月，谢
子长与唐澍等人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
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

1928年5月，谢子长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
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
大队大队长。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
1930年，谢子长任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
总指挥，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

1931年 10月，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将南梁
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

军，1932年 2月 12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
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3 年夏，谢子长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
军第 18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
权中指挥作战。同年 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
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困
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建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 5
个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1934 年，谢子长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红
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 26军 42师政治
委员、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
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谢子长
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积劳成疾。终因伤病
恶化，1935年 2月 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
时年 38岁。毛泽东曾多次为谢子长墓题词：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
同年，为了纪念谢子长，中共西北工作委

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据新华社西安9月13日电）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9 月 10
日至 16日是第 21届全国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今
年推普周以“说好普通话，迈进新时
代”为主题。

9月 13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日前我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开
展推普周活动的通知，各市县、各级
各类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营 造 出“ 说 好 普 通 话 ”的 良 好 氛
围。

漯 河 市 以 1700 余 人 参 与 的
“青少年语言艺术大赛”拉开该市
推普周活动的序幕；鹿邑县各乡镇
（办事处）中心校、县教体局直属各
学校统一制作了 54 块普通话知识
展板在县文化中心广场展览；焦作
市山阳区解放东路第二小学师生
走进附近社区，以快板书、绕口令
等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
普通话……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
宣传了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

针政策和规范标准，传播了中华语
言文化。

为解决因语言不通阻碍脱贫致
富的问题，今年省教育厅还专门购
买了《普通话 1000 句》3300 册、编
印《河南省推普知识手册》10000
册，送到贫困地区群众手中，让他们
学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

近年来，我省开展了城市语言
文字工作评估、县域普通话调查、

“经典诵读和汉字大赛”等活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进一步提
高，法律法规建设基本完善，语言
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明
显提升。截至 2017 年年底，全省
110个县（市）全部通过城市语言文
字工作达标验收。

目前，我省共创建市级“语言
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2025 所、省级
示范校 701 所、国家级示范校 52
所，有力推动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语
言文字工作。③8

我省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