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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名字。如同她的名字一般，人民教师李芳29

年如一日，扎根山乡小学，用坚守和付出，辛勤播撒，桃李芬芳。如今，这个名字

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印刻在人们的心上。生死关头，她用生命呵护自己的学生，

以柔弱的身躯传颂了大爱无疆，谱写了最美芳华。

李芳山乡里的平凡坚守、生死间的伟大抉择,彰显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道德高

度,感动了无数人。本期中原风特邀我省部分诗人，以发自内心的真诚歌唱，向

舍己救人的英雄教师致敬！

杏坛芳华 石品/绘

编者按

□艺辛

意外是突然发生的

来不及任何的犹疑和彷徨

2018年 6月 11日的你

在瞬间就奋力地扑向前去

用身躯拓开一条生路 并

独自和轰隆隆疾驰而来的死亡争抗

力量的悬殊显而易见

你倒下了 双眼紧闭

任那渐渐浸润出来的鲜血

漫过你美丽而又端庄的面庞

这一切都是为了肩上的责任

为了心中的挚爱 为了

眼前的这些孩子们

更为了镰刀斧头旗帜下的誓词

为了绿之风 和

风中飘扬着的希望

所有听到消息的人

都赶到了你离去的路口

但你再也无法醒来 再也无法

回到你挚爱的学校和课堂

那些孩子在哭泣 他们

刚刚被你从死亡阴暗的罅隙中救出

满身尘土 满眼泪花

一瞬间 仿佛历尽了沧桑

长风吹送一朵山花的芳菲

在大江南北传送

青山巍巍绿水悠悠

你是这青山绿水的女儿 有着

盈盈如水的温柔

峥峥如山的刚强

一朵山花就使这片大山中的土地

灿然生彩

为了那些含苞待放的花蕾

不至于在风雨中凋谢

你义无反顾地凋谢了自己

留给这片土地的

是永不消散的芳香

作为一个诗人

我应该用诗来赞美

但什么样的诗句才配得上你

我在浩如烟海的辞语间费尽思量

说你像春天的细雨落下苍穹

在大地上悄无声息地融化

自己消失了 只为幼苗

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说你像夏日的惊雷鸣响天际

用所有的力量发出呐喊

呼唤敬业呼唤崇高

呼唤生命可贵和大爱无疆

或者说你是深秋的枫叶

让色彩斑斓的诗篇尽染层林

铿锵的音韵使天地动容

每一句都被人们牢记在心上

或者说你是严冬的大雪

用纯粹净洁覆盖大地

为了来年祖国大地更加丰沃

更加物产华美梦想辉煌

只是这些赞美的诗句啊

在你面前显得多么无力甚至苍白

一万句的赞美 也无法

使你再一次走向三尺讲台

再一次讲述过去和现在

讲述未来金光灿灿的希望

也许最好的纪念

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口碑

代代相传 一个新的传说

塑造一个乡村女教师的最美雕像

还有那些孩子们

现在的幼苗将来的大树

他们生命的年轮里

将永远留有女教师的影子

美丽 善良 博学而又慈祥

其实 赞美你的诗句

早已在人们的心中写就

简单明了 而又意味深长

我们已经记住了你 记住了

大别山中一朵山花的风采

在遇到任何艰险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起你

想起人民教师 李芳

想起共产党员 李芳

□田君

一
山村，小学，教师，李芳
四个简单朴素的词汇
周一，黄昏，路队，三轮
四个朴实无华的词汇

无论是怎么排列、组合、联想、倒叙
无论是加减乘除，还是方程式
都已无法回到那个现场
也都无法解得出“英雄”这一结论

二
但你的确是做到了
你和普通人相比
也许只是那一个健步的区别
可正是因为那奋力的一推
四个学生得救了
四个学生如同你翅膀下呵护的四只雏鸟
你用死亡这一人间“最暴力”的方式
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三
师者如兰
每次开学都如同一次开放
每一次走进教室
都仿佛有芳香四溢
在一茬又一茬学生的眼中
老师永远都是最美的存在
那一张张充满渴望的脸庞
像不像是那田间地头向阳而生的向日葵？

四
从 20岁，到 49岁
你用了 29年时间
将根须深深地扎在了这大山之中、岩石之上
草木一般坚韧挺拔，冷暖自知
不畏路远，也不惧夜黑
年年岁岁栉风沐雨

安静地绽放
暗自芬芳

五
对你而言，人生是短暂的
一切似乎都才刚刚开始
但却在 2018年 6月 11日这一天
戛然而止
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在亲人心里
所有的美好都随你破碎
所有的未来都因你而变得残缺

六
我们无法枉测你是否心有遗憾
我们只知道你爱着这尘世的一切
正因为心中有爱
你才会把青春、芳华
以及自己都留在了这里
在长长的送葬队伍中
山川悲鸣，大地含泪
它们不是为了送别
而是不忍接纳

七
铜像冰凉
再高超的艺术家也无法赋予金属灵魂
和亲人撕心裂肺的哀恸相比
所有的赞美和荣誉都显得那么苍白
对女儿来说，她只需要妈妈
对丈夫而言，他只需要妻子
而对于一个家庭
它需要一个女主人

八
人生不容假设

过往也不能够虚构

你就这样匆忙地走了

匆忙得来不及思考和选择

但我相信，即使时间能够倒流

回到那千钧一发的时刻

你依然还会是那一个健步

依然还会有那奋力的一推……

□邓万鹏

李芳走了
人们来了
从所有怀念的方向
从所有悲伤的起点
从所有的无奈
所有的敬佩
所有的叹息
人们来了
此刻 所有紧闭的嘴
所有紧缩的心
都在念着一个名字
美丽的老师啊李芳
微笑的天使啊李芳
敬业是你最敬业
无私是你最无私
温柔是你最温柔
钢铁是你最钢铁
你的讲台等你
你的学生等你
你的丈夫等你
你的女儿等你
鲜花包围了你
躺在那里 你的脚再也不能迈动
你的脚被怀念的花埋住了
那是什么大厅
白色的花朵
花朵的别针

扎进每个人的上衣
每个人的心被别针扎了
刺痛啊 刺痛啊
眼泪啊 眼泪啊
仿佛夏天的一场暴雪
让我们僵在这里
昨天 你保护了我们 今天
我们来这里送你
这是怎样一种送别啊
就在那天 那个路口
我们每天放学经过的路口
那一天 那一天
那一刻 那一刻
道路为什么扭弯
红绿为什么颠倒
三轮车怎么就变成了
要吞吃放学孩子的老虎
风暴突然抽打花坛
金属瞬间对准血肉
表针猛然惊呆队列
果断伸出钢的胳膊
毅然矗立石的墙壁
倒下的太阳再一次升起
花朵恢复了微笑
灯下反光的眼泪
当我们努力缠绕你最后的气息和呼喊
可我们再也听不到你慈爱的声音
浉河的窗外 流水之上
悠然升高了一朵白云
回来吧 我们的好老师 现在
祖国的网络全都是你
所有人心都在铭刻你
李芳 最优秀的教师李芳
一个散发着漫天春天暖意的名字
一个有着母亲细微表情的名字 李芳

□高治军

你是春天盛开的一枝李花
你用自己的美丽把春天扮靓
你面临生死抉择时
挺身而出把飞车挡

“有车，快走”！
成了你生命最后的绝唱
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四个学生
自己却毅然走向死亡
你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教育
你对学生的爱无边无疆
你的爱体现了舍己为人的人性光辉
体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德力量
你就是新时代的张丽莉
闪现着爱生如子母性的光芒
你是我们身边最美的教师
你是人民最满意的老师
你是出彩河南人
你是楷模和榜样

你是山乡盛开的一枝李花
李花美白溢着芳香
谢畈小学留下你的芳姿
你的声音像春风一样
至今仍在孩子们的心中荡漾
绿之风小学掠过你的倩影
你的话语像春雨一样

飘洒在学生干渴的心上
哪个学生有困难
你是老师却像妈妈疼爱那样
哪个老师需帮忙
你都是倾情相助热心肠
对待学生
你像春天一样温暖
对待亲朋
你像秋季一样凉爽
对待同事
你像夏日一样火热
对待困难
你像冰雪一样坚强

你是杏坛永不凋谢的一枝李花
为了教苑的繁荣你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你用芳华写就的最后一课
你用生命上完的最后一讲
在世界的教案上
永远留下芳香
这是知行合一的经典
这是师德大爱的闪光
而你却化作了西天的一抹晚霞
夜空灿烂的明星熠熠发亮
大别山为你低头垂泪
淮河水为你呜咽流淌
董家河群众为你十里相送
信阳浉河出现尊师重教的现场
你的事迹感天地泣鬼神
你的壮举刹那间永留存
李芳芳华，29年扎根山乡
49岁因公殉职，芳华李芳

□萍子

从 1989到 2018，
整整 29年，
你燃烧了生命的全部精华，
青春之歌在山间荡漾，
荡漾着你的大爱无疆，
荡漾出你的朴实无华。
你心无旁骛地守着家乡，
守着信阳浉河区董家河镇
那偏远平凡的小学讲台，
守着内心最本真的理想诺言，
守着大山深处一个美丽的童话……

“怎么不想法调到市里?”
面对亲友的关心和不解，
你总是坚定不移地回答：

“如果乡下老师都调到城里，
山里的孩子们咋办？”
所以你义无反顾地留下来，
从师范毕业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青丝满头到霜染鬓发，
你守着一茬又一茬山里娃，
既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向学生讲授知识、传播真理，
又是他们的人生向导，
把真善美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田播撒，
经年累月，不辞辛劳，
就如同他们可亲可敬的妈妈。
你像阳光雨露哺育禾苗，
用心呵护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雪松玩耍时磕破了头，
为及时送医你毫不犹豫背起他；
若男的父亲去世了，
你每天耐心开导，悉心陪伴，
让孩子不再孤单害怕；
何宏家境困难，缺衣少穿，
你给他买了新棉袄，
送去慈母般的丝丝牵挂；
一有空你就与留守儿童家长沟通，
解忧，报喜，传递亲情，
把温暖与关怀送到万户千家。
你的平凡渗透日常的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彰显出你的崇高博大！

你是啼血的杜鹃，
呕心沥血，德风化雨，
凤凰涅槃，美玉无瑕；
你是蒲公英的种子，
扎根原野，孕育生机，
美丽透明，轻盈飘洒；
你是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永不凋零的吉祥的格桑花。

面对危难，你毫不畏惧，
以竭尽全力的最后一跃，
定格了舍己为人的最美剪影，
诠释了为人师表的深刻内涵，
四个幼小的生命在这一跃中得以拯救，
人性的光芒在你的一跃中盛开芳华！
这超越生死的一跃，
让山河落泪，让大地动容，
让多少人灵魂震动，潸然泪下！
李芳，生如夏花之灿烂，
你是新时期的英雄、楷模，
你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李霞

你挡住了危险
把希望留给了孩子
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一眨眼
一瞬间
一句话
一声响
一个撞亮历史的故事就发生了
一个英雄的传说就开始了
一个撼动无数心灵的名字
就雕刻在天地间了
可是，你的学生知道
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你是用了一生来准备的
李老师善良
乐于帮助每一个人

这一句话
就足以说明
一个弱女子
一个小学教师
是怎样
为了一句诺言
在偏、远、穷的山区
绽放自己的人生芬芳
同事说你爱笑
爱人说你怕黑
女儿说你喜欢花
其实这都透露了一个秘密
你只与美有关
就像芬芳是花朵培育的
美只能是美的原因和结果
热爱美追求美保护美
不惜献出自己最最宝贵的
你用生命写成了一个
最美的
名字
芳

□青青

那样的一种姿势
双臂张开，身体前倾——
就像母鸡阻挡俯冲向雏仔的恶鹰
那样的一种姿势
奔跑，口中高呼“快走——”
就像奔赴战场的将军
那样的一种姿势
双目灼灼，无问西东
就像把生命忘记在天外的英雄

这姿势定格在大别山下
这姿势定格在杜鹃花中
这是 2018年 6月 11日下午 5时 30分
这是绿之风希望小学门口的十字路口
一队小学生在老师的护送下过马路
一辆失灵的三轮摩托车突然疯狂冲来
说时迟，那时快
站在队尾的老师李芳——
用双手推开站在路中的四个学生
自己却倒在血泊中

这姿势如风

一阵从大别山深处吹来的浩荡东风

那是对自己的学生永远微笑的风
那是对自己的初心无怨无悔的风
那是永远都把荣誉让给别人的风

最后，这风把死亡从学生身上推开
把自己交给了万古长空

这姿势如星
一个高远明亮的启明星
一颗照亮别人殒落自己的星
一颗温暖如小橘灯一样的慈母星
一颗把学生当作“心头肉”的仙女星
一颗驻扎山村从不移动的守护星
最后，划过夜空灿烂陨落
繁星点点，无生无灭无始无终

这姿势如花
一朵美丽倔强的杜鹃花
一朵扎根山村的蔷薇花
一朵芳香流润的打碗花
一朵爱岗敬业捧初心的兰草花
一朵言传身教飨后人的红梅花
最后落红无言萧萧长风
花已凋谢，精神永契
零落成泥，香气如故

这样一种姿势
已经雕塑在所有人心中
这是中华儿女上善若水的至刚至强
这是华夏子孙见素抱朴的至情至温
这是中原大地上师表的丰碑
这是大别山精神的不老传承
这姿势与青山同高
与绿水并流
不凋不谢
永世长存

□温青

一
以现实的肉身救下一群孩子的精神
一个英雄女教师走进落日
在一条钢铁咆哮的马路上
用鲜血板书
相信未来，相信花朵盛开的早晨

那些生还的学生
会终身牢记李芳这个名字
一个生命绽放的芬芳
将为一片土地孕育纯粹的灵魂
这是师者的最终使命

托起每一颗初升的太阳

二

您回归大地的路上
有一万朵盛开的鲜花
高举闪亮的露珠
一起去天国为您送行

在这草木摇落的季节
任何伤痛与悲怆
都无法打断通向泥土的生命
灵魂深处绽放的泪花
凝结成透视梦想的水晶

李芳老师，一路走好
我们相约在未来
相约在花开芬芳的季节 3

大别山中一朵山花的风采

李芳颂

李花芳香 这姿势如风如星

散发着暖意
的名字

生如夏花

一个叫芳的女子

英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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