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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她躺在那里，穿着碎花上衣和那条她最爱

的白色裤子，脚上是一双高跟鞋。是时下“最
老师”的打扮，大方得体。

她面容清秀，样子干干净净的，身上几乎
看不到任何伤痕，及耳的短发听话地伏在额
上。除了右眼窝一滴晶莹的泪，她面容平静，
好像睡着了一样。

月牙般爱笑的眼睛闭上了。
“妈——妈——”一个声音，不，好像很多

声音，有些含糊地喊道。
“妈妈——”又喊了一声，无比的清晰。
此刻，她的意识和现实之间连接的通道，

越来越窄，越来越细。
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吧！
真舍不得，舍不得！
由于伤情严重，晚 8时左右，李芳被转到

了信阳市中心医院，即刻送进重症监护室。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脑干受损”，人体的生

命中枢受到严重撞击，成为致命伤。
家人、亲戚、同事、同学、学生、家长纷纷赶

来，焦灼、悲伤充斥着，压抑着。
当晚，CT报告被送到武汉协和医院、武汉

同济医院，进行专家会诊。每一个参与救治的
人，都在极力挽留这个山乡女教师的生命。

她始终没有醒来。
6月 13日凌晨 4时 40分，刚刚度过 49岁

生日的她告别了这个世界。
医生宣布抢救无效的话音一落，守望的人

群立刻哭声一片。
朴实、真挚、隽永之爱，带着映山红独有的

花语，那枚叫李芳的花朵，静静地，静静地，回
到了她深深眷恋的红色土地。

那一刻，东方既白。晨星拼尽力气，焕发
出最后一丝璀璨的光芒。

岭上，开遍大别山的映山红，即将结束奔
放热烈的花期，萎落在地，化作春泥。

点点烛光，我们一起为你送行

谁能想到，那场追悼会，竟然沸腾了一座
城，感动了一个国。

在网络上，不过数日，李芳事迹的报道链
接就达到了 8 万多条，很多文章阅读量破千
万，数不清的网友点烛献花，祭奠这位毫不相
识的山乡女教师。

董家河镇是李芳出生、成长、工作的地方，
乡亲们知道她故土难离，就把灵堂安放在镇上
的一个山湾湾里，隔河就可以看到绿之风希望
小学。

6月 16日，刚过清晨 6时，就有人朝这里
聚集。就像暴涨的溪水，渐渐地，越来越多的
人，自发地、主动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

魂归贤山，灵存浉水。“李芳老师一路走
好”“感谢你的勇敢”“忠诚留在土地，芳华浸润
山娃”……道路两旁，素黑的挽联连接起长长
的悲伤，人们默默守候着，送李老师最后一程。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深圳火车北站，一
个男子攥着一份报纸，一会仰头看大屏幕上的
车票信息，一会低头刷着手机，急得快要哭出
来。

他是李芳在初中教过的一名学生。看到
老师遇难的报道，他五内俱焚，立即收拾行李
赶到车站，想赶上见她最后一面。

“让我上车吧！我补票，多少钱都行！”
“你们看，我没说假话，这个，报纸上这个，

就是我的老师。”
他语无伦次地说着，掏出身份证比对着。

围在他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
无奈，恰逢端午假期第一天，最近四五个

小时里，深圳到信阳的高铁票已经售罄。
赶不上了！赶不上了！他把报纸揣在怀

里，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灵堂外，四五千人的送行队伍，绵延了几

公里。他们中，很多人与李芳并不相识。这一
刻，他们不辞路远，从郑州、洛阳、北京、河北、
山东、安徽、广东甚至内蒙古，赶了过来。

绿之风小学二（3）班的学生来了，一句“李
老师”就哽住了。孩子们跪在灵前，久久不愿
起身。

几十张贺卡被一一摆好，他们边说边哭：
“李老师，这些贺卡都是这两天我们自己做的，
大家都说，只要做的时候诚心诚意，您就能回
来。”

还有的学生哭着喊：“您教我们怎么过马
路，遇到地震怎么逃生，您自己怎么没躲过去
呀！”

“要不是您，四个家庭就毁了。”一名被救
学生的家长，不时用手背抹一下眼睛。

“春天的时候，咱们还说好一起去看映山
红，现在再也约不到你了。”她的同事泪流满
面。

“我也是教师，你让我对这个职业倍感光
荣。”一位风尘仆仆来自甘肃的老教师，庄严凝
重地，献上一束鲜花。

“李老师教过我的儿子。今天儿子出差回
不来，叮嘱我一定替他送送老师。”一位母亲哭
着说。

李芳 80岁的邻居曾奶奶也来了，老人腿
脚不方便，让家人一大早用轮椅把她推到了灵

堂。
哀乐低回，人们眼里含着热泪，面对李芳

的遗像，深深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除了父母爹娘，还有几个人能不要自己的

命，去救别人的命？！
“李老师，一路走好！”人们扒在灵前，想再

看一眼这位好老师、好同事、好同学、好妈妈。
潮水般的声音一波波涌来。27岁的代雨

辰戴着孝帽，通红的双眼干干的，她看起来很
平静，喃喃地说：“妈妈，我必须勇敢，像你一
样。”

小小的灵堂盛不下太多哀思，哭泣声、呼
唤声把附近的路挤得水泄不通。

信阳市离休干部李定洲，自制了一个剪报
本，他把媒体的报道收集起来，配上李芳的照
片，整整齐齐贴了六七十页；

一个名叫李中连的民间艺术家，用红纸剪
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大字，用这幅
二尺见方的剪纸作品表达对李芳的敬意；

一封封面落款“老党员齐若瑶”的信，从山
东昌乐县寄到了绿之风希望小学。满满三页
信纸上，有这样两段滚烫的话：

“你救学生的事，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
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位优秀的共产
党员。”

“生死一瞬间，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你
的本能却是守护学生。这种本能，是为师为母
的爱心凝结成的，是共产党员的格局情怀支撑
着的。”

她走了，母爱、师德、党性，在那一刻迸发
出夺目的光芒。

她走了，茶山滴翠，杜鹃啼血，诉说着对她
的依依不舍。

她走了，无数人擎着烛光，为英雄壮行！

“我的名字是李芳，桃李
的李、芬芳的芳”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这是
我的名字：李芳，桃李的李，芬芳的芳。桃李芬
芳，意思就是我的学生呀都很有成就，都能成
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从今天起，我们
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好不好？”

讲台上，李芳背对黑板，面向学生。她笑
盈盈地，目光从每一名学生脸上拂过。“好！”台
下，孩子们仰起小脸，异口同声地响亮回答。

这一幕，在董家河镇中心校八年级学生彭
婧祎脑海里，早已定了格。5年前的那个9月，
她在绿之风希望小学上 4年级，开学第一天的
第一节课，就是李芳老师上的。

时隔 5年，再次回到母校，再次来到李老
师的办公室，一进门，小姑娘的眼眶就红了。

这是一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坐了 8
位老师。李芳的办公桌，还保留着她生前的样
子：

“值日教师”牌、党员徽章整齐地摆放着，老
花镜盒打开着，仿佛随时都会被主人“披挂上
身”。这副老花镜，爱美的她平时是不戴的，只
有给学生批改作业的时候，才会被架到鼻梁上。

桌上放着小学生古诗词教辅书。三本《新
华字典》，有两本都被翻得起了毛边。未改完
的学生作业本上，搁着好几张星星彩纸。

桌角竖着一大束菊花，这是今年教师节，
绿之风送给每位老师的礼物。虽然已经枯萎，
但橘红的花朵还保留着明艳的色彩。

一只小小的搁物架上，有两个大约 10厘
米高的药瓶，里面装着一粒一粒的抗过敏药。

她身体不太好，有严重的过敏症，一到光
照和灰尘大的地方，就容易出现皮肤红肿。站
在讲台上，吃粉笔末在所难免，但她都是自己

吃药克服，从来没有要求过特殊照顾。
执教 29年来，她基本没有请过病假，趁假

期去看了病，回到学校也压根不提。了解她的
人都知道，她就是怕耽误上课，耽误了学生学
习。

绿之风很多学生家长都在外打工，二（3）
班 60多名学生，三分之一都是留守儿童。那
些父母不在身边，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孩子，她
最牵挂，目光也停留得最久。

班上有个小姑娘叫郭梦楠，因为爸妈长期
不在身边，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李芳经
常开导她：“梦楠，爸爸妈妈在外地上班，是为
了给你更好的生活。我相信，他们非常盼望和
你在一起，就跟你想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何宏也是李芳班上的学生，他的爸妈都是
茶农。家里条件不好，一年到头忙于生计，除
了一身干茶渣子和略显湿霉的茶味儿外，很少
给孩子带来些啥。这个比同龄人矮上半头的
小男生，总是不爱说话，一到公众场合时就不
知所措，同学们甚至不熟悉他的声音。

好在，李芳的热情一点点地在改变他。课
堂上，校园里，仿佛对上老师月牙般的笑眼，孤
单和恐惧就退潮了！特别是去年冬天。那天
下了课，李老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屋里没其
他人，老师又往窗外瞅了又瞅，确定没人路过，
才拿出一件崭新的棉衣。她说，这是我给亲戚
买的衣服，尺码没量好，他穿不上。我看你总
是穿着这件胖胖大大的外套，换上老师这件
吧，暖和。8岁的男孩内心涌起酸热，即将冲出
口的一声“谢谢”，最终还是被羞怯憋回了肚子
里！哪有男生主动戴袖套啊，但这以后，何宏
却坚持戴上了袖套，生怕磨损了这件珍贵的棉
衣。

感情一直积蓄到追悼会上。大人们都在
忙碌，没人留意一个孩子在想什么。“妈妈！”在
同学们的哭喊声中，两个字从何宏嗓子眼儿里
清晰、响亮地爆发出来。这一嗓子，让在场人
的眼泪一下子流成了湍急的河。

母爱、师爱，善念、暖意，如同春风化雨，润
泽心田。

她爱穿高跟鞋，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走
起路来裙裾轻摆。但怕影响孩子们午休，只要
中午到班里来，每次她都不忘记换上软底鞋。

不经意的体贴，深深刻进孩子们心中。
就在挡车救人壮举发生前十几分钟，她还

在跟一位学生家长联系，为一年级一名学生摔
伤的事情，跟家长交流情况。这是她的手机拨
出的最后一个电话。

她走到哪里，哪个班班风就会有变化，学
生变得更加乐于助人，更加团结友爱。用老师
家长们的话说，她就是“一只萤火虫”，用温柔
可亲照亮身边人的心田。靠近她的时候，不自
觉地就想模仿她。

熟悉李芳的人都知道，她有着低柔的声
音、温婉的外貌，有着淡泊随和的性格，但也有
一颗坚韧上进的心。

代雨辰记得，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她讲的
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里存放着
好几个版本。

妈妈常说，晶晶，我不能每天陪在你身边，
很多时候你要独立生活。要像保尔那样勇敢，
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承受，勇敢地成长。

妈妈还说，晶晶，毕业后待业这一年，算是
一种磨砺，你要向保尔学习，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不要把时间花在怨天尤人上，只要努力，一
切都会好起来。

她不仅言传，更有身教。
教学资源不比城里，父母经常不在身边，

怎么才能教好这群山里娃？李芳心心念念于
此，没少动脑子、想办法：

她的办公桌上，有一摞贴纸很是抢眼，红

的、绿的、黄的、蓝的，是一颗颗彩色的星星。
这是李芳改作业时常用的“神器”。她会根据
孩子们的表现，用不同颜色的星星表达赞许或
督促。每到发作业时，孩子们最先做的事，就
是看看李老师今天送给自己一颗什么样的星
星。星星集多了，可以从老师手里换小文具，
还能换糖吃。

让学生挑错，是她上课常用的招数。生字
学过一段时间后，她都会带着学生从头复习，
故意写错几个字，让学生在黑板上辨认，从挑
错中加深印象。她带着孩子们来到操场、校
外，把铅笔橡皮和写有问题的小纸条藏在草丛
中，回答正确的孩子就能拿到奖品。

她发明了唱读课文，学生都很喜欢这种学
习方式，全班成绩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她建了
一个微信群，随时和家长交流，这一段谁进步
了，谁表现得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她的一生，就是在攀登责任的阶梯。
她改作业特别认真，经常把学生叫到身边

辅导功课。讲就讲吧，还一遍又一遍，直到学
生真懂了、真会了，用自己的话描述正确了，她
才“放行”。

她老是说，中国人得写好中国字。哪个学
生字写得不好，她就用柔柔的声音反复“敲
打”。不光跟学生说，还会跟家长“念叨”，在微
信里、在校门口接送见面时……保准再忙的家
长也忘不了。

她对学生，是发自内心的爱。
“爱生如子”，她当之无愧。

“城里不缺好老师，这里缺”

不走进李芳的世界，就不会了解，用一生
为“扎根基层”作注，是怎样一种状态。

不走进山乡教师这个群体，也不会了解，
这些“一身土味儿的灵魂工程师”是怎样一个
值得尊敬的群体。

1986年 7月 23日，17岁的李芳在报考志
愿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自愿报考信阳师范学校，毕业后愿意
到边、偏、远、穷山区任教，一定服从组织分
配。”

在学校就读的 3年，她越来越体会到，这
句承诺的分量有多重！

原信阳师范学校，即现在的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创建于1903年，是全国最早的中等师范
学校之一。

“严谨、勤奋、团结、文明”的百年校训，不
光教给她为师的素养，更塑造着她做人的品
行。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师生，是按全才
理念培养的，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体音美，
都要学习；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简笔画，弹
琴舞蹈，都要训练，用现在的话说，是“含金量”
颇高的一代人。

入学成绩远超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的她，每
天在教室、琴房、体育场苦练各项基本功，宛如
一尾灵动的鱼，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畅游。

上课认真学，下课爱提问，她对学习的执
着，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同学中当
之无愧的佼佼者。

当年的语文基础知识课老师熊可书，至今
仍保留着一张 30年前的成绩册。这张发黄的
纸片上写着：李芳，18分（最高分20分），期中考
试为91分，期末考试为92分，排在全班第4名。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很幸
运的事。

当年教政治课的袁守格，是她最喜欢的老
师之一。这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先是
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再又放弃了安家省城
的机会，来到相对偏远落后的信阳，从青春韶
华，到两鬓染霜，一教就是30多年。

香樟旁、星空下，师生间有过几次类似的
对话：

“老师，留在大城市，发展机会不是更多
吗？”

深山里长大的孩子，对山外的天地，显然
有着更浓烈的探知欲。

“你说的这个发展，对个人来说的确如
此。”

“但是对你要从事的职业来说，对于一个
个需要你来开启世界的学生来说，并不总是如
此。”

“老师的使命和天职，就是最大限度地提
升自己，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

无论是早已退休的袁守格，还是依然坚守
讲台的熊可书，这是他们共同的认知，更是毕
生的实践。

时光流逝中，基因在传承，传统在赓续。
……
那是一张她在校园留下的剪影：身着黄衫

白裤的少女，轻倚着香樟树。清秀的面庞上，
眉梢眼角微带笑意，透出些许对未来的期待、
自信、坚毅。

1989年 9月，20岁的她以优异的成绩，从
信阳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董家河乡黄龙寺中
学，掀开了29年执教乡村学校的第一页。

黄龙寺中学地处大别山腹地，翻过一座山
头，就是湖北地界。

她来的时候，这里仅有一条长 10公里、宽
不足 2米的崎岖山路与外界相连，是董家河镇
最偏僻的一所学校。

当地人爱这样调侃：董家河离浉河区 15
公里，温度低3℃；黄龙寺离董家河15公里，温
度再低上3℃。

山里没有电，到了晚上，只能点个小煤油
灯备课、改作业；

不通班车，出行只能靠走路或骑自行车，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蚊虫成群，敏感体质的她，常常被咬出一
个又一个大红疙瘩，又痒又痛；

学校缺教师，一个人就得包揽几个年级的
多门课程……

上班头一个月，她去二姐家串门，说话间，
脸上总是挂着开心幸福的笑。

“芳啊，都说你们学校条件不咋好，你看你
都瘦了。”二姐有些担心。

“谁说的？我们学校有山有水，特别美！
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很好，对老师特别看重！
学校院子里还有三棵桂花树，校园里甜香甜香
的，特别好！”

满满的爱，把苦酿成了甜。
在黄龙寺中学任教一年后，她被调到董家

河乡中心小学，在这里一待就是 15年。2000
年的时候，中心小学更名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
望小学。

2004年，丈夫代业明工作调到了谭家河，
女儿代雨辰也考进了平桥区的初中，一家三口
开始了“三地分居”的日子，周一到周五各自忙
碌，周末才聚到一起。

像极了生命力顽强的映山红，一旦扎根就
咬定青山，坚守着，绽放着，给大地带去无尽生
机——

29年来，她始终没有离开过董家河镇，没
有离开过乡村学校的讲台，没有离开过山娃
们，直至春蚕丝尽，烛泪始干。

29年来，平时住学校宿舍，周末才能见到
亲爱的家人，这样的日子她已经过了整整 14
年，5000多天。

外人不知道的是，作为一名资格老、表现
好的公办老师，她毫不费力就能调到市区，“这
些年机会不下十次”。

浉河区教体局推出了选调回城举措，在农
村学校任教的老师可以参加选调考试，同时按
照在基层教学的年份，一年积 0.5 分或 1 分。
达到一定的分数，就能调到城市学校工作。去
年，区里回城的农村老师，平均工作年限为 7.8
年。而她 29 年的工龄，几乎是这个数字的 4
倍！

家人、亲戚、同学都不理解，各种话都说尽
了：

“多分点时间给家里人吧，当好陪读，女儿
上高中学习多紧张。”

“在这待到退休，还能待出个金牌来？”
很多时候她只是笑笑：

“山里老师本来就少，我走了，谁带那些孩
子？”

“城市不缺好老师，这里缺。”
“董家河人熟、地熟，感情深。每天看到山

里娃儿的笑脸，我很开心。”
李芳在信师的同学聚会时，经常谈到现在

一些师范毕业生“下不去、留不住、干不好、不
从教”。乡村教师数量少、年龄大、素质偏低、
流失严重，让老师范生们颇为忧心。

“给山里娃留住更多的好老师，我们有一
点就做一点。”她总爱这样结束讨论。

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班里的文艺委员对
这份职业，感情不仅没有变淡，还越来越醇厚
了。

在绿之风，每一个来学校实习的老师都愿
意拜她为师，因为她特别耐心，总是不厌其烦、
事无巨细地教他们怎么上课、怎么克服心理障
碍、怎么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怎么管理班级
等等。

去年刚来上班的陈静老师，不会带一年级
新生，有时候学生吵吵闹闹“弹压不住”，她就
嫌自己笨，坐那儿生闷气。

李芳一看新老师的脸儿就知道咋回事。
“不要急着讲课，要先搞好行为习惯教育。”她
亲切地说，把培养行为习惯的“秘诀”手把手地
传授过去。

知道她有能力，遇到难题，校长都会习惯
性地找她商量。

去年，她接手了二（3）班的语文课，兼任副
班主任。这个原本是同年级成绩最弱的班，不
到一年，成了全校的尖子班。

二（3）班的班主任罗银森，也是她带的徒
弟。俩人一块儿共事，学习上、管理班级上，怎
么建立班规，怎么多树榜样，她倾心地教，他认
真地学。

在几个“90后”同事那里，她有个外号：李
妈妈。说起李妈妈，年轻老师们个个有话说：

李妈妈是个“热心肠”。
绿之风有很多老师，家都不在镇上，他们

有来自市区的，还有不少外县的。周五下午回
家，周一一早上班，是大家普遍的生活状态。
为了让他们周一上班从容些，她总是自己开
车，接上好几个同事，一起去学校。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