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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去年调到学校的杜丹丹，为了赶上班车，不

耽误7点半升国旗，第一个周一五点半就起床了。
一到学校，气喘吁吁的她就接到了李芳的

邀请：坐我的车，周一我接你来学校。这样一
来，新老师可以节省一个小时，并不顺路的李
芳至少得提前20分钟出门。

她的车经常是满员状态。大家一路上说
说笑笑，都说有了李妈妈，下雨不用怕路堵，下
雪不用怕路滑。

李妈妈还是位“供应商”。
工作日里，很多老师都住在董家河镇教师

公寓楼，两个人一间房，她也在这里住。几年
里，她给宿舍添置了电视、冰柜，不大的房间满
满当当，却也整洁温馨。

周一早上，她总是随车装一堆水果、肉、速
冻食品等，搁到冰柜里。一到周末就把钥匙交
给同事，让不回家的老师到她房间做饭、看电
视，改善生活。

她喜欢花，更喜欢养花，在宿舍摆了一溜
儿多肉植物。每天早上搬上窗台，下午出门前
再搬回房间，她乐此不疲，照顾得很是精心。

别人养的大多一丢丢，她养的却个个碗口
大。小姑娘们养不好就去找她讨教，每次都不
会失望。

李妈妈更是大家的“大后勤”。
去年寒假前几天，信阳突降暴雪，气温骤

降。几位家在外县的年轻老师赶不回家，她把
自己的棉袄全部拿来，送给他们御寒。

一桩桩、一件件，一点一滴，事情再小不
过，但对于同事，特别是新老师们，却是实实在
在的帮助，是莫大的温暖与感动！

“李妈妈”——“90后”们跟她的女儿差不
多大，这一声她们喊得发自内心，再亲昵不过
了！慢慢地，这个称呼叫的人越来越多，很多
老师的家人朋友也都知道。

面对大家的感谢，她总是笑笑，“不值啥”
“举手之劳嘛”。

她的同学、挚友姜素梅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李芳身上，不仅有山乡女子的懂事体贴、

会照顾人，更有资深老师对教师职业、对教育
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正如她有一次在微信里跟好朋友聊的那
样：

“年轻老师是山区学校的希望。年轻老师
们尊敬我，其实他们愿意到逛不着商场、吃不
到大餐的山沟来，我更敬重他们，总想为他们
做点什么。”

从绿之风希望小学驱车，一路向西行驶20
多分钟，就是当年她教书的地方，如今的黄龙
寺小学。

山路蜿蜒，早年的泥土路早已被水泥路代
替。路两边，茶树畦畦，粉墙黛瓦，山顶白色的
水雾，与云层厚厚的天融为一体。

站在学校门口，眼前一亮！
硬化地面干干净净，图书室、乒乓球台、宿

舍楼一派崭新，年轻老师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读
英语；

放了学，几名老师有说有笑组织烧烤，住校
的孩子们则排着队吃饭、洗碗。青春活泼的气
息扑面而来，和想象中的深山学校大不一样。

黄龙寺学校14名老师里，12个人都是“90
后”。35岁的校长朱阳阳，在学校里已经算年
龄上的“第一梯队”。

说起李芳，他一连用了三个“特别理解”：
“我特别理解她牺牲前以身挡车的举动。

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每个好老师都会发
自内心地爱学生，把学生放在自己前面。”

“我特别理解她坚守山村学校 29年的举
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看着
建起来、长起来的，投入多少，就有多少深情。”

“我特别理解她对年轻老师爱护与鼓励的
举动。山里娃们能不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就
看他们了。作为前辈、长辈，她想让他们留下，
留得更好。”

周一到周五留在学校，周末返家，这样的日
子朱阳阳也过了好几年。山路不好走，去年冬
天下大雪，他陪一位男老师到市里打结婚证，下
山到镇上，一步一滑，足足走了4个小时。

“平时照顾孩子都推给了媳妇儿，我很能
体会师姐的那种心情。况且她是妈妈，她比我
对家庭的愧疚更多，更重。”

朱阳阳还记得，出事前一个星期，她打来
的那个电话。

“阳阳，下学期老师紧张不？紧张了你就
说，我申请一下，带几个骨干老师去支教呀。”

正是桂子飘香的季节。
校园里，三棵桂花树依然吐绿绽芳。微风

拂过，那个正值桃李年华、在树下捡拾桂花的
女子，人们仿佛还能看到她那娇俏的身影，依
稀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如今，黄龙寺小学的“90后”老师们，像 20
年前的她那样，穿梭在校园里、山水间，面容欢
快，身姿轻盈。

一枝红杜鹃，点燃了满山映山红，熠熠夺
目，如火如荼！

大别山的女儿，对党的感
情很纯很深

李芳的微信昵称是“繁星点点”。翻开她

的朋友圈，有一条内容点赞最多。
那是4月 21日，董家河镇中心校党总支组

织党员参加徒步大会。不爱运动的李芳积极报
了名，12.6公里的小马拉松，她坚持走完了全程。

她写道：“破了自己的纪录！”配上小企鹅
蹦蹦跳跳的表情，发到了朋友圈。

代业明清楚地记得，妻子那天早上出门时
的样子：

乌黑的头发别在耳后，越发衬出她白皙朴
实的面庞清丽动人。一身运动装显得活力十
足，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上十岁。

诸如此类的活动通常都放在假期举行，但
代业明从来都很支持妻子参加。他知道，李芳
骨子里信仰坚定，这是她充沛活力的来源。

四望山、老君洞，李芳小的时候，就经常来
这里玩耍闲坐。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大别山
精神、红色老区，在大山女儿幼小的心里生了
根，发了芽。

“我将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
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信师读书时，她提交的第
一份入党志愿申请书上，娟秀的字体清晰可见。

那个年代，像她那样申请六七次才入党很
是寻常。红色的基因再加上文化的熏陶，她对
党的感情有着特殊的纯与深。

1988年 3月，李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
隔整整 20年，她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当初的誓
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

中心校校长杜明良，对李芳印象深刻。凡
是支部举行的党员集体活动，每次都能看到李
芳的身影。

农村党员党费收缴难，在几年前是个普遍
现象。然而绿之风希望小学党支部的党费总
是缴得最快、最全。每年李芳都是第一个到支
部缴，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去年年底，绿之风希望小学党支部举行党
的十九大精神集体学习活动。李芳的发言，被
很多年轻老师记在了本上：

“新时代怎样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
的理解就是坚定跟党走，干好党和人民交代的
工作。”

“作为老党员，我更要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要学在前、想在前、干在前，平常工作看得出
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帮助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尽快适应环境、提
高能力，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她却甘之如
饴。她总是主动给年轻人“当老师”，在绿之风
希望小学，她5年就带出了20多名“教师学生”。

翻开她的档案，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
象：这位大家交口称赞的好老师，获得的市
（区）级优秀班主任、教学能手等荣誉，都是
2010年之前的。近 8年来她没有接受过任何
荣誉和表彰。殉职前，仍然是一名中小学一级
教师，这是小学教师的“起步”职称。

王斌心里很清楚这其中的故事。不过有
时，领导和下属之间也会开开玩笑：

“你的职称早该晋一晋咯，升一级工资能
多拿好些钱！”

“总把荣誉让出去，你就不为自己考虑，也
得为我考虑呀，多几个高级教师我更有面子。”

这是校长的打趣。
跟校长同龄的资深教师笑着这样回应：

“钱嘛，多了多花，少了少花。”
“荣誉给我还是给年轻伢，都是绿之风的，

你都一样有面子。”
“我再干几年就退休了，年轻人更需要荣

誉和职称去激励。”
听她的课时，老师们注意到，她喜欢“加

料”。
她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

中。课堂上每每念到党、祖国、人民这些词语
时，她都满怀深情、反复吟诵。她也会随着课
文，再讲一些英雄模范的故事。

“下课了，放学了，李老师经常和我们谈天
说地。她讲得最多的，就是家乡四望山的革命
故事，还有大别山的红色历史。”

“有一句话她反复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千万不能忘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她的学生说。

爱党、爱国、爱家乡，她想让山娃们记住这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我们要
让‘四个自信’进课堂，特别要把优秀传统文化
与大别山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中。”她在自己
的教学总结上写下了这段话。

“李芳？就是那个带病坚持学习的老师
吧？”时隔近3年，提到信阳乡村教师李芳，河南
师范大学仍有不少人记得她。

2015年 11月，她参加了在河师大举行的
业务培训。当时，饱受甲状腺结节的困扰，她
身体比较虚弱，动作幅度稍大些就微微地喘，
有时还会发热。但是她不想放弃这个学习提
高的机会，带病坚持到培训结束。

结业的时候，这位“病人”还主持了一场联
欢会，让每个人都总结了自己的感悟和心得。
在她的组织下，联欢会很成功，气氛很好。

这让她很兴奋，回来后她跟王斌说，自己得
到了培训老师的表扬，给乡村教师争了光。在她
屈指可数的“自我表扬”中，这算很高调的一次。

学在前、想在前、干在前，这是一名人民教
师的道德良心和职业操守。

吃苦在前、担当在前，这，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的信念、忠诚与初心！

想念她不仅是因为她不在
了，更是因为她很美很善很暖

“不笑不说话”“爱美爱生活”“心胸开阔”
“总是轻声慢语”“会照顾人”“大度不计较”……

把身边人对她的印象提纯出来，能得到这
样两个词：如水，似茶。

包容淳朴、大气无争，以超越一般人的胸襟
和气度，为身边的人带来温柔如水般的滋养。

别具灵气、不焦不躁，让生活磨砺凝聚的
人生精华变成一茗香茶，慢啜细饮间为人们回
馈甘甜。

“想念她，不仅是因为她不在了，更是因为
她真的很美、很善、很暖。”人们提到她时，这是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人们都说，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更容易
懂得感恩。

她就是这样，用乐观开朗，将苦难磨砺成一
粒粒珍珠，在岁月的淘漉中散发出温润的光。

1982年 9月，她考入董家河乡中学就读。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义务教育，山村人家基本上
都一样清贫，女孩子能进入初中读书已很不易。

14岁那年，家里遭遇重大变故，她的父亲
去世了。经济支柱倒了，母亲带着9个子女，生
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好在，她当民办教师的小哥支持妹妹继续
求学，资助她读完了初中。在接济中度日的辛
酸，她尝了不少。大山的女儿暗下决心，要继
续上下去，要用好成绩说话。初中三年，她的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尽管中考分数足以上一所重点高中，但是
报考时，她还是选择了师范院校，她想尽自己
的能力，早点给哥嫂减轻负担。

她的善良，是一种天性，更是苦难中开出
的花朵。她不忍心看到谁生病了、遭难了，总
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多为别人驱散一点阴
霾，带来一点欢笑。

在信阳师范学校就读时，入校第一年，国
庆节放假，家住附近的同学都准备回家。来自
新县的汪敬荣却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为不能回
家看父母难过。

她一见此景，就把汪敬荣拉到了跟学校一
墙之隔的二姐家，一起过节。此后每到周末，
她就分批带同学去二姐家玩，改善伙食，热闹
热闹。3年里，班上同学几乎都去过她二姐家。

“她那么早就失去了父亲，没人比她更懂
得孤独的滋味。但她总是帮别人忘记孤独。”
汪敬荣感慨地说。

班上有位男同学得了急性肾炎，他的家人
在偏远农村，赶不及来照顾。在她的安排下，
同学们轮流到医院当陪护。

在这以后的两个月里，她奔波在学校、医
院、二姐家这三点之间，还请二姐帮忙，炖好了
少盐的鸡汤、排骨汤送到医院。

前几年在微信群里，这位同学还念念不
忘，“李芳对我有恩啊”。一句话，让大家心里
都暖了起来亮了起来。

班里同学大多家庭比较贫困，有的男生饭
量大，饭票不够用，她常常把自己省下来的饭
票送给他们。

在给同学的毕业留言册上，她半开玩笑地
写道——出生年月：春夏都拥有，家庭地址：深
山老林。开朗活泼的性格一览无余。

在老师同学眼中，她既是善良的化身，又
是快乐的天使。她心中有阳光，无论走到哪
里，带来的都是明媚一片。

她是一位好同学、好同事，也是一位好妻
子、好妈妈。

有两个人，记者始终不忍触碰，那就是她
的丈夫代业明和女儿代雨辰。

没有人能体会，最亲的人离去了，他们心
中埋下的苦痛和暗自吞咽的孤独。

但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一个妻子的大
快乐与小烦恼，一位母亲喜欢什么、盼望什么。

代业明语气很轻，轻得仿佛怕吵醒了黑白照
片里的妻子。他面前，摊了一桌子相册、照片。

“这是我们去北京旅行结婚的记录，足足
一本，有几十张。”代业明一张张翻看着。天安
门、颐和园、北海公园，都留下了新婚夫妻的俪
影。照片里，她无一例外，依偎在比自己高一
头的丈夫身边，浅笑嫣然，幸福甜蜜。

他说，当年自己对李芳，是“一见钟情”。
1989年的一天，在黄龙寺小学教书的她下

课后，在宿舍里见到了介绍人和代业明。
对上视线的那一刻，代业明就喜欢上了

她。这个漂亮、开朗的女孩，就是自己想找的
那种对象。

碍于有人在场，代业明没有多说，只是临
走时借走了一本《青春之歌》。“其实这本书我
早就看过，当时就是想借还书再见到她。”

很快，两个年轻人有了单独相处的第二次
见面，就有了小伙子真情的表白：

“我挺喜欢你的，想跟你处对象，你……”
“嗯。”声音细小，一脸羞涩。
代业明家兄弟姐妹 9 人，他是唯一的男

孩。妻子的一言一行，自然是姑姐妹们眼中的

焦点，相处起来谈何容易！
“她们想不到，这个女娃这么温柔、善良、

单纯。我这八个姐妹很快就接纳她了，还亲昵
地叫她‘开心果’‘傻老五’。”回忆往事，代业明
口气中仍然带着怜爱和自豪。

在董家河镇，她一下了班就去看公公，最
多隔一天。每次去，都没有空过手，总是带着
老人爱吃的东西，糍粑、猪蹄、绿豆糕等。公公
家的邻居经常羡慕地说：儿媳妇又来看了，代
老头真有福气！

3年前，老人突然瘫痪了。正值暑假，李芳
就把他接到市区的家里，尽心照顾。有一天，
老人说想吃馄饨，她多处打听，最后从二姐那
儿问出了卖家地址，来回跑了十几公里。吃着
儿媳妇买来的馄饨，老人流眼泪了。一个月
后，老人要回董家河镇，上车前说，芳啊，春节
你们来接我，我还想回来住。

代业明的三姐家庭连遭不幸，丈夫、儿子先
后离世。每年李芳都为三姐张罗生日，叫上全
家人，陪着她一起过。今年三姐生日前，李芳逛
了一下午，给她挑了三件衣服。卖衣服的老板
说，我头回见弟媳给姑姐买衣服的，给你打折！

这么多年，几十口的大家庭这么和谐，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这个“黏合剂”。她爱玩、爱
旅游。每次只要出去，会给每家带礼物，吃的、
玩的，大人的、孩子的，她都会一一考虑到。晚
辈考学啦、工作啦，也都习惯了先给她打个电
话，听听她的意见。每年的端午、中秋，一大家
子往往都在她家聚，夫妻俩忙前忙后，给二三十
人拾掇可口的饭菜。

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一家三口，脾气最
好的就数她。要说起她的缺点，丈夫和女儿意
见一致，那就是“有时候好过头了”。

每年的同学聚会，她都是发起人，接同学、
定地点，跑前跑后。家在郊区住的同学，只要
打个电话想让她接，她都是有求必应。看到妈
妈忙碌的样子，女儿难免心疼，有时还会说几
句埋怨的话。她听了只是笑笑，最多说一句，

“别人说不定有自己的难处呢”，照接不误。
结婚 20多年，家里的开支基本上都是代

业明付，他从来不知道妻子每个月拿多少工
资。看到妻子从家到学校搭车太辛苦，2009
年的时候，他提出买辆车。一开始妻子是反对
的，说家里就攒了这点钱。但这回，代业明没
听她的，坚持买来了车给妻子代步。

这个老实内向的男人始终认为，自己的钱
给老婆孩子花，天经地义。至于妻子的钱，接
济接济亲戚，买些喜欢的小首饰，给学生买买
小东西啥的，全由她自己做主。

毕竟，她就是自己的小妹妹么！
结婚 28年，除了头两年磨合期闹点别扭，

剩下的时间，两个人几乎没有吵过架。回看这
段人生，代业明想起的都是妻子的可爱。

“她爱跟我撒娇，周末都是她和女儿睡懒
觉，我锻炼了身体买回来早餐。要是哪天我想
偷懒，她就会跳下床掀我的被子。”

“她周末回来，偶尔也会说一些不开心的
小事。一开始我总是着急，担心她吃亏。时间
长了也习惯了，反正她很快就丢到脑后了。”

“有她在，家里就充满笑声。我经常开玩
笑说她，你除了漂亮点还有啥，这么傻，也就我
要你。”

“我跟她只为两件事生气，一个是想让她
回城，再一个是催她看病。”

代业明发现，每到9月份开学那几天，听到有
认识的老师调走了，妻子的情绪也会有些低落。

“真到了商量这个事，她又总是说，不动
了，再过几年等我退休了，好好陪你们爷俩。”

“次数多了，我也妥协了。”
但看病这件事，代业明却始终不能妥协。

李芳胆小、怕疼，担心落伤疤，总是推托着不去
医院做手术。劝一次、两次、三次，甲状腺结节
越来越严重，代业明真急了！

那天是周末，一家三口难得团聚的时间。
吃饭时，妻子大概是不舒服，摸了摸脖

子。第二次摸的时候，丈夫忍不住了：
“说吧！到底啥时候去看？”
“到暑假吧？就暑假，好不好？”
“你就是想拖时间是吧？不行，必须马上

去医院。”
她求助地望着女儿。女儿不接茬，推说去

厨房热汤。
汤还没端回餐桌上，就听到爸爸给二姨打

电话的声音：
“你妹妹我是管不了了，你来管！”
当天晚上，她就被丈夫、女儿、姐姐“哄”进

车里，送到了医院。
做完手术，醒了没一会儿，脑子还不是完

全清楚的她，有点迷糊地问，脖子上的伤疤长
不长？会不会吓着学生？

出院后休息了几天，她系条丝巾就去上班
了。别人看着她很正常，其实她那时候身体虚得
很，动不动就满身大汗，有时候粉笔都握不住。

前年，父亲不在了，去世时 98岁。代业明
几乎没有掉泪，因为老人走得很安详。

可是这三个多月来，每分每秒，时时刻刻，妻
子的身影都在自己眼前晃动，真的是肝肠寸断！

有一次，他在梦里梦到她，问出了那句扎

心的话：
“芳，你平时看见个小狗都害怕，扎个针都

吓得死死抱住我，那一刻，你不疼吗？”
“我疼了，孩子们就不疼了。”梦里，妻子仍

然温婉地笑着。她也流泪了，看着自己的目
光，有太多的不舍。

他总是回想起每个周一，妻子站在门口跟
自己告别的模样。

“我去上班啦，你路上慢点。”嗓音柔柔
的。左手习惯性地拨拨前额的头发，指间划过
一道亮色。

看到那只戒指，代业明心里一阵温暖，那
是他送给妻子的第一件礼物。一千多块钱，花
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去年妻子过 48岁生日，因为是本命年，代
业明封了一个四千块钱的红包给她。当时她
笑着说，你这标准提上去可就下不来了啊，后
年咱俩结婚30年，你说咋办？

“那天我没告诉她。其实我早就计划好了，
结婚30年的礼物就是带她重游北京，她爱笑爱
美，爱拍照片，想补拍婚纱照，我们拍个够！”

尾声

这两年，黄龙寺小学的形势越来越好。
国培、省培，山村教师学习培训的机会一

点不比城里少；校园里建起了“蒲公英图书
室”，氤氲书香充盈着师生的精神世界。

前一段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老师们倍感振奋！

怎么不负习总书记的嘱托，培养更多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正如朱阳阳所说，要像李芳师姐那样，坚
守好自己的岗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正如杜明良所说，要让一线老师流动起
来，给他们更多成长的机会，进步的空间。

正如殷世明所说，要把更多的关注洒向偏
远学校，让它们环境更漂亮、设备更先进、老师
待遇更好。

这，是李芳最想看到的发展，也是千万农
村教师的心愿，更是无数山区人民的期盼！

今年教师节时，老艺术家田华把“2018最
美教师”奖杯，颁给了替她领奖的代业明。当
着全国人民的面，田华落泪了。她哽咽着说：

“我想用‘善行无疆、恪尽职守’这8个字来
歌颂她。她走了，但是我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伟
大的舍弃自我的教师感到骄傲，为我们祖国的
教育界感到骄傲！”

3个多月过去了，人们对李芳的思念越发
浓烈。

在对她的纪念中，一种思考在向深处生长
——为什么回溯她的一生，我们能感受到耀眼
的光彩？

国之重士是出彩，戍边保国是出彩。
但李芳告诉我们，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

只要时时刻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人
生就能出彩。

人人都出彩，何愁家不出彩，国不梦圆！
……
中秋已至，秋凉迟迟未到。
这是最适宜映山红生长的一个时节。大

别山上的野杜鹃，尽情吸收泥土的滋养，为来
年的热烈盛放积蓄力量。

李芳，你这么喜欢映山红，你闻到那沁人
肺腑的芬芳了吗？

丈夫渐渐振作起来了，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每当被问起有没有困难，他都摆摆手，不
能再给大家添麻烦啦！得让妻子走得安心。

女儿越来越懂事了，她很快就要接过接力
棒，延续妈妈对学生的关爱照顾。她还想尽快
披上婚纱，让妈妈放心。

李芳，你是最牵挂他们的人，你为他们的
坚强欣慰欣喜吗？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里，竖起了一座“桃李
芳华园”。园内的那座雕像上，老师款款而坐，
孩子们手捧书本，偎在她身旁。

2016级的学生王丹正向雕像敬礼。要像
你那样好好工作，要像你那样对得起职业，很
快，我就要成为你。

李芳，你那么疼爱你的学生，你听到学妹
的这番话了吗？

明年这个时候，在董家河镇政府对面，将
建起一座设施一流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越来越多的关爱，正洒向农村教师和山里
娃们。孩子们将在有一体机的教室上课，在宽
敞的足球场上奔跑，在明亮的图书室里徜徉。

李芳，你那么热爱教师职业，你和山娃们
一样，在憧憬幸福的明天吗？

“夜半三更呦，盼天明，
寒冬腊月呦，盼春风。
若要盼得呦，红军来，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
李芳！李芳——
你带着微笑，一点点地隐没在绿水青山

间。来年春夏之交，这里将继续上演更多映山
红的故事。

一簇簇、一枝枝、一树树！
像红绸舞动，似朝霞燃烧。①1

岭上开遍呦岭上开遍呦，，映山红映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