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芳舍身护学生

李芳生前是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
绿之风希望小学教师，2018年 6月 11日下午，
在护送学生放学回家途中，面对突如其来的车
祸，果断推开学生，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危
险留给了自己。4名受伤学生经过救护已无大
碍，而李芳却因抢救无效于6月13日凌晨4：40
离世，永远离开了她挚爱的三尺讲台，离开了她
始终牵挂的学生。

在李芳29年的教师生涯中，她深深扎根农
村，始终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兢兢业业、默
默奉献、立德树人，深受学生、家长爱戴。噩耗
传来，李芳生前同事、同学、学生及学生家长们
无不感到震惊，他们因失去一位好同事、好同
学、好老师而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

为表彰李芳的英雄事迹，教育部追授她
“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同时，要求全国教
育系统深入开展向李芳同志学习的活动。李
芳还入选“中国好人榜”，并荣获 2018年度“最
美教师”称号。

李芳走了，走得让人猝不及防；但李芳精神
却永远留在这个世界，生根发芽。李芳的英雄事
迹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
烈反响。河南省教育厅慎重地把创编李芳事迹
剧目的任务交给了河南大学。任务分为两部分：
一部8分钟短剧参加2018年 9月河南省最美教
师颁奖典礼演出；一部80分钟大剧在2018年年
底成型，之后在全省高校巡演。

河南大学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召开会议，
成立由校党委宣传部为统领、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师谷小龙为核心的主创团队，由该校新闻与
传播学院、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开
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的师生承担创作和演出
任务。经过反复讨论斟酌，剧目的名字最终被
确定为《星空》。

从那时起，所有为这部剧作付出的人们都度
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也在一年四季的轮回变
换中，看遍了春夏秋冬的“星空”。

精心打磨10余稿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
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
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
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为什么将多媒体剧诗取名为《星空》？总导
演谷小龙回答：“一是因为李芳老师的微信名是

‘繁星点点’；二是因为星空象征着李芳老师高尚
的品德，星空中的流星如她生死之间的抉择，虽
然生命转瞬即逝，但却有着灿烂的光芒。”

创作团队搜集了所有的相关报道，整理了
所有的视频资料，找到了解读李芳精神的切入
点，也找到了架构剧本的象征性意象——那就
是星空！8分钟短剧终于在暑假期间顺利排成，
在 2018年河南省最美教师颁奖典礼上成功上
演。作为颁奖典礼上的压轴之作，该剧以感人
至深的舞台呈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很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

80分钟大剧《星空》的创作是“重头戏”。
创作的难度太大了，团队甚至一度陷入困境，
难以动笔。他们尝试着，从李芳牺牲后对教育
一线教师们的影响写起，采用倒叙的手法，来

勾勒李芳老师的成长过程，并且用浪漫主义的
手法来表现她英勇保护学生的生死瞬间。终
于，经过艰苦的创作打磨，6易其稿，在2018年
12月份拿出初稿，有了《星空》的雏形。

《星空》整部剧分为《初心》《使命》《抉择》
三幕，综合运用朗诵、舞蹈、歌曲等多种艺术形
式，分别从求学、择业到坚守讲台，生动讲述李芳
在成长历程中的心路变化，无论是勤奋学习、待
人热情的少女李芳，追逐梦想、毅然从教的师者
李芳，还是以身挡车、舍身救生的勇者李芳，都在
这部舞台剧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8年 6月 11日，李芳在那个十字路口面
对人生抉择，用生命护佑学生的安全是她不假
思索的选择。舞台上，代表着生命意义的声音
线戛然而止，一声声对李芳老师的呼唤响彻礼
堂，悲情的余音久久不散。

进京演出之前，该剧已进行了七次公演。
从河南大学大礼堂到李芳家乡信阳，再到河南
省人民会堂，这部舞台剧历时15个月，历经 10
余稿修改打磨，动用了近百位演员参演，创作了
数段原创音乐和舞蹈。终于，该剧演到了教育
部礼堂，取得巨大的成功。

出彩河大人

《星空》剧组在创作中，浸润着河大书香，
传承着河大精神。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
认为，该剧充分展现了河南大学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文艺创作编排的强大实力。河南大
学校长宋纯鹏称赞全体演职人员是“出彩河大
人”。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宝明说，《星空》
代表河大师生和河南父老乡亲，在教育部展露
了风采。

《星空》剧组在学习英雄、宣传英雄的同
时，自身也在践行着英雄的精神。舞台上下，
剧场内外，有很多感人故事。

从2018年 8月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主创团
队就没有了周末和寒暑假。夜幕降临，位于河
南大学明伦校区科技馆二楼的谷小龙工作室
经常灯火通明，谷小龙和团队成员在这里召开
创作会，打磨剧本，讨论排练事宜，就连吃饭的
片刻也不得闲。

平时排练强度很大，剧本不断调整，表演
反复修改，演员们积极配合，毫无怨言，不打折
扣去完成。

舞台上的装置都是钢结构，演出中要求道
具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装置转换。在河南省
人民会堂演出时，有一场戏是合诵队同学要上
梯子来送行李芳老师的片段，因为演员心急匆
忙要上楼梯，其中一个梯子的刹车没有扣上，道
具组王鑫晨同学来不及解释，为了同学们的安
全和演出效果，他就直接冲上去跪在地上，蜷缩
在梯子的一角儿，一手抱着梯子用身体加固，用
另一只手去锁死平时都是用脚来踩的刹车，在
灯光亮起前完成了所有的动作，使得演出效果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星空》的演员们在谢幕时，不约而同喊出
了“忠诚”二字，这是剧中李芳毕业时和同学们
共同呼喊的一个词。这两个字，是剧组人员的
共同追求，更是河大精神的传承。

主题教育的生动素材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一年多来，《星
空》被逐渐打造成艺
术精品，成为河南省
教育系统学习弘扬
大 别 山 精 神 ，开 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生动
素材。河南省委高
校工委、省教育厅把
观看该剧纳入全省
教 育 系 统“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

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在大礼堂首演
以来，《星空》在河南
大学已进行了三场
演 出 ，观 看 师 生 近
6000人次，师生每每
沉浸其间。

师生们不会忘记，
1937年9月，冼星海率
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
来到河南大学，与“怒
吼歌咏队”联手，在大
礼堂唱起抗日救亡的
激昂悲歌。马可从大
礼堂起步，走上了革命
音乐救亡之路。

师生们深知，身
处如此壮阔伟大的
新时代，河大人更应
该有担当有作为。

河 南 大 学 党 委
把《星空》作为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有力
载体，让广大党员干
部、师生员工在观看
演出的过程中自觉接受灵魂净化和精神洗礼，
在润物无声中自觉学习弘扬李芳精神和大别
山精神，强化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和育人育才、教育报国的初心和使命。

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山看望
慰问全体演职人员时说，进入“双一流”建设高
校是几代河大人的愿望，也是河南大学发扬百
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奋斗的结果。希
望《星空》剧组传承弘扬河大精神和李芳精神，
以饱满高涨的热情、严谨认真的态度向教育部
交上一份高质量答卷，展示百年河大和出彩河
南的良好形象。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观看过演
出之后说：“李芳老师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塑
造了新时代英雄教师的形象。去年以来，教育
部号召全国教育系统学习李芳，就是想以李芳
这种家国情怀、英雄情结，赋予我们的下一代
英雄基因，把英雄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星
空》这个作品，通过老师演老师、学生演学生这
样一种形式，塑造出李芳这一英雄形象，很接
地气。这对我们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神圣使
命，尤其是贯彻落实好刚刚印发的《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氤氲着浓郁书香的百年河大，以“最美教师”
李芳为原型，精心打造出了多媒体剧诗《星空》。作为一部优秀作品，它反映现实，观照
时代，抒写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艺术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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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不语 大爱有声

□卢克平

英雄和模范，是鲜亮的时代符号，是引

领风尚的时代标杆，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近日，由河南大学师生根据全国优秀

教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李芳事迹创作

的多媒体剧诗《星空》，成功在教育部和北

京师范大学演出，反响强烈。来自一位英

雄的精神力量和坚定信仰，激荡在每位观

众的心头，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理想信念，

不畏艰难险阻，矢志艰苦奋斗，在逐梦征程

上奋勇前行。

《星空》是宣传弘扬李芳精神的生动

形式。李芳同志心怀大爱，临危不惧，舍

己救人，用生命为学生上好最后一堂课，

让崇高的师德和不朽的师魂熠熠生辉，塑

造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在接

到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交付

的根据李芳同志先进事迹创编一部大型

舞台剧的任务后，河南大学党委、行政站

在讲政治的高度，调动百余位师生参与创

作和演出，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

服重重困难，创排出了一部有政治高度、

有艺术水准、有美学格调的作品。

《星空》这部作品以艺术的形式生动讲

述了李芳同志的先进事迹，深入阐释了她

崇高而伟大的精神实质，充分展现了新时

代河南好形象，形成了广泛影响，引领了社

会风尚。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在河南大学大

礼堂首演以来，《星空》已在省内外进行了九

场演出，近万名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在观看

演出的过程中自觉接受灵魂净化和精神洗

礼，在润物无声中自觉学习弘扬李芳精神和

大别山精神，强化育人育才、教育报国的初

心和使命。

《星空》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有力载

体。李芳同志坚守乡村教学一线，29 年如

一日，全心全意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辛勤耕

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教学工作岗位上创

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她始终将学生放在首

位，钻研创新教学方法，精心为学生上好每

一堂课。她爱生如子，对所教学生了如指

掌，及时为学生排忧解难，是受学生爱戴的

好老师、好朋友。她以德施教，注重对学生

的思想品德教育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用爱

心抚育每一个孩子，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学

生，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用爱育人，护佑学子安全，堪称师之模

范；舍生取义，以柔弱之身抗险，实乃德之

榜样。通过讲述李芳同志的感人故事和英

雄精神，《星空》已成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的有力载体。李芳同志心怀大爱、无私奉

献的精神深深感染、教育了河南乃至全国

的教育工作者和广大青年学生，极大激发

了他们投身党的教育事业的热情。

《星空》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鲜活素材。以身挡车救学生的

瞬间很短，却在李芳身上变成了永恒。李

芳，这个大别山的女儿，带着映山红的底

色，用感天动地的大爱，化作了令我们仰望

的辽阔星空。李芳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做“四有好老师”的生动典范，是中国

千千万万“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杰出代表，

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优秀楷模。

《星空》剧组在学习、宣传英雄的同时，

自身也在传承与践行着英雄精神，成为广

大师生学习的模范。“饰演英雄是为了学习

英雄，饰演模范也要力争成为模范。”《星

空》剧组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为更

好地创作和演出好《星空》，主创团队和演

职人员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舞台上下、

剧场内外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河

南大学党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把《星空》剧组选树为 8 个“身边先

进典型”之一，用身边人身边事激励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师生员工立足岗位，担当作

为，敬业奉献，凝聚起“双一流”大学建设的

磅礴精神力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河 南 考 察 调 研 时 强

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

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

变色。”《星空》就是河南讲好英雄故事、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有力

尝试和生动实践。《星空》以艺术的形式还

原李芳同志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传承与

弘扬她崇高的师德和不朽的师魂，在讲好

英雄故事中巩固和升华广大党员干部、师

生员工的理想信念，以英雄精神激励我们

矢志不渝，砥砺奋进，担当起中原更加出

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作者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传承英雄精神
坚守初心使命

近 500 个日夜，修改
15稿左右，演出九场，我
陪着《星空》由构思到
编创再到呈现。一年
多的时间，我走在春
夏秋冬的星空下，不
断向着李芳老师的高
贵精神仰望，剧目不断成熟，而我
不断成长。回顾这段时光，去定
格曾经走过的脚步，我们在诠释
着李芳老师的初心、使命，而我们
也逐渐地明晰了自己的初心、使
命。

刚接到创作任务时，是李芳
老师牺牲后两个月，虽然已经有
对她事迹的宣传，但我对她的认
知还只停留在几篇文章中，所以，
当时的想法最简单，那就是把李
芳老师的事迹通过艺术化的手法
立在舞台上，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完成一部艺术作品。但是高
贵的灵魂和星空一样，越是走近
她越是感到她的浩瀚博大。通过
不断查阅资料、走访相关人员以
及实地考察，我越来越被李芳老
师的精神所感染，我发现李芳老
师一瞬间的壮举背后，一定有着
最为必然的原因。所以，很快，我
就把创作的方向由展现李芳事迹
改为挖掘李芳精神的成长。我们
从学生时代的李芳身上看到了热
心助人，我们从刚参加工作的李芳
身上看到了坚守岗位，我们从成为
党员的李芳身上看到了爱生如子，
我们从为人妻、为人母的李芳身
上，看到了温柔贤惠……所有的一
切，都指向一种与生俱来的大爱情
怀！这就是李芳勇救学生偶然行
动后的必然原因，一个心怀大爱的
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出于爱的本能
去关照他人，牺牲自己。所以，我
创作的认知又提升到了对于李芳
大爱精神的歌颂。

《星空》于今年 8 月公演之
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在教育系统全面开展。当我们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再去审视
李芳时发现，她就是身边党员的
先进模范和典型，我们很快找到
了学生时代李芳立志从教的初
心、参加工作后李芳扎根基层坚
守岗位的使命，以及面对危难时
刻李芳挺身而出的抉择。一瞬
间，我们更深刻地明确了自己的
任务，把对李芳精神的歌颂，上升
到对共产党员初心使命的认知和
践行。

我们创作中思想认知的提
升，并没有到此止步。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把大
别山精神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赓续红色基因，“要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
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李芳，就是
大别山区新时代的英雄，李芳精
神，也是大别山精神在新时代的
延续，我们必须完成好总书记提
出的命题，讲好英雄故事，弘扬大
别山精神！所以，我们的《星空》
创作也使大家越来越感到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根据李芳事迹创作的《星
空》，使我们每一位演职人员找到
了作为党员的初心，作为教育工
作者的初心，使我们明白了弘扬
大爱的使命、讲好英雄故事的使
命！我们随着《星空》一起成长！

（《星空》总导演 谷小龙）

随着《星空》
一起成长

□本报记者 赵慎珠 本报通讯员 史周宾

舞台上繁星点点，师生们用心演绎李芳，
还原她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舞台下泪光闪
闪，观众们动情怀念李芳，致敬她生死时刻的
伟大壮举。

11月 26日和 28日，由河南大学师生根
据“最美教师”李芳事迹创作的多媒体剧诗

《星空》进京演出，在教育部和北京师范大学
连续演出两场，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全体
干部 1000 余人，以及北京师范大学 500余
名师生观看了演出，收获赞誉无数。

李芳用她那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付诸行动
的大爱之举，诠释着一名人民教师和共产党
员的坚定信仰和崇高追求。欣赏《星空》，观
众心有所动，潸然泪下。

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化传承与
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明钦说：“不事浮华与严
谨朴实、百折不挠与自强不息，是河大人的精
神气质，百年校训和文化积淀早已融入了学
校的发展中。在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中，河大
人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用心用情用功，抒写
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向人民交出了一
份出色的答卷。”

在将近一年的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入
了解了这个人物，李芳老师不再是遥远的英
雄，她就是我身边一个温暖的大姐，指引着我
如何去做一名好老师。饰演李芳的过程，对我

来说是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李芳老师就是在
身体力行诠释“奉献”，她对同事、学生、家人的影响，就在日常
的点点滴滴。我们在扮演李芳的过程中，都在学李芳、做李
芳。这个剧目的编创、排练、演出过程，让每一位参演的教师一
次次回望初心，一次次坚定了使命。

(中年李芳扮演者 钟倩)

每一次演出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越是走
近李芳老师的内心，越是能明白李芳老师为何
伟大，所有的抉择都有其背后的原因，这伟大
就源于她一贯的善良和纯粹。真正的英雄并

非需要有三头六臂，李芳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扎根
乡村教育，满腔热忱对待工作，对待学生，对待生活，她把爱与
美的力量倾心交付给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人忍不住亲近她、学
习她、敬仰她。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像她那样，不忘初心，
坚定信仰，在平凡中孕育出伟大。

(青年李芳扮演者 孙玉婷)

学生李芳的初心，是一种坚持，更

是一种信念。学生时期的李芳老师，对

即将毕业的我是一种航向的指引，她让

我明白，无论生活给予你多少磨难，都

没关系，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我们不能因

为爬山的过程很累，风景很美，就忘记了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次攀登。不忘初心，才会找对人生的

方向，才会坚定内心的追求，抵达理想的彼岸。

(学生李芳扮演者 秦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