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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若有老师，一定是她的模样
永不消逝的青春之歌——— 追记“90 后”乡村女教师陈莹丽

■新华社评论员

“假如天堂有老师，应该就是你
的模样。”不久前，浙江乐清市“90
后”患癌女教师陈莹丽，在生命最后
的日子强忍病痛坚持给毕业班上完
“最后一课”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人
们，也赢得人们对她教师风范的崇
高敬意。值此我国第三十三个教师
节来临之际，我们向用生命照亮教
育梦想的陈莹丽老师表达深切追
思，也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
者表示衷心感谢。

有梦想才有追求，有信念就有
力量。面对足以击倒任何人的癌症
病魔，是什么力量令这位纤弱姑娘
顽强站立？明知自己的生命即将驶
入终点，又是怎样的信念让她如此
淡定坚守？探寻陈莹丽短暂的人生
轨迹，她从小喜欢当老师，读师范大
学，然后考教师岗位，如愿以偿成为
一名乡村人民教师。陈莹丽普通而
美好的梦想，平常而简单的人生，但
却因执着追求而感人，因无私奉献
而伟大，涌动着触动灵魂的深沉力
量。对学生的关爱，对教育的热爱，
使她虽备受病痛折磨却始终充满勇
气，释放着温暖人心的正能量，在逐
梦教育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
三尺讲台上铸就永恒的青春光彩。

爱是教育的灵魂，是学生打开
知识之门、启迪心智的开始，是滋润
浇开学生美丽心灵之花的甘露。高
尔基说过：“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
可以教育孩子。”带着对教育的挚
爱，陈莹丽走出殷实家庭，走进大山
深处的乡村小学。别人眼里的偏远
山区、清苦寂寞，对她而言是“山清
水秀，空气真好”；别人眼中的调皮
孩童、“不务正业”，在她看来却是心
地善良 、各有所长。带着“爱心眼
镜”，看到更多的是学生的优点和潜
力。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的工作。“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
民教师，我们就要爱学生，爱就不能放弃。”陈莹丽秉持“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的理念，用真心关爱、真情付出影响和塑
造着学生的心灵，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好老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
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
现到平凡、普通、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面对癌症打击和病
痛折磨，选择离岗治疗修养合情合理。但一听到毕业班学生
的社政课没有合适代课老师，心急如焚的陈莹丽瞒着校长、
拖着病体，义无反顾回到课堂。在毕业班冲刺中考的最后一
个月里，父亲当起了接送她的专职司机，确保上课不耽误。
“生命活得有尊严，才是对生命的最好态度。”陈莹丽用责任
扛起生命尊严，书写了以梦想守护生命的动人篇章。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燃烧自己、照亮
学生，陈莹丽老师践行责任、逐梦讲台，是教师的楷模，也是
青年的榜样。作为一名“90 后”，陈莹丽爱漂亮、爱旅行，也
爱玩自拍，但在人生价值坐标上，她选择了责任与奉献，收
获了梦想和信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国强民富离不开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呼唤更多像陈莹丽这样不忘初心、恪尽职守、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把个人梦想汇入时代潮流，让青
春激情融入伟大梦想，广大青年才能在各自岗位创造不平
凡业绩，铸就别样精彩人生。

生命的分量无法用长度标注，人生梦想要靠奋斗来实
现。陈莹丽犹如一束倏然而逝的荧光，短暂却绚丽，引人深
思更催人奋进。如今，一支由陈莹丽学弟学妹组成的“莹光”

支教小分队，接续传递着教育强国梦想。让我们铭记这份对
梦想的付出和责任坚守，在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找准
人生定位、作出无悔选择，向着远方，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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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姜潇、林晖、王俊禄

盛夏的雨日，浙江乐清市。
雁荡逶迤的群峰中，汽车载着我们从市里出发，颠簸 60

公里，朝着山坳里的镇安学校驶去。
镇安学校，可追溯至 1928 年的镇安乡小学。这所乡村学

校藏在深山人不识，如今却因一个年轻女教师的逝去打破了
沉寂。

她叫陈莹丽。
一年前，刚过 25 岁生日的陈莹丽翩然而至。仅仅一个学

期，她带的学生成绩在学区评比中就名列前茅。
一年后，站在讲台上，陈莹丽忍着肝癌晚期的剧痛，坚持

上完生命的最后一课。
逝去时，差一天 26 岁。

生命中最后一堂课

2017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时，雨。
“铃——— ”
上课的铃声响起，无力趴在办公桌上的陈莹丽缓缓抬起

身子，心中升起从未有过的伤感。
对于九年级一班的全体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中考前的最

后一堂社政课(历史与社会和思想品德课的简称)；对于她而
言，也许就是生命中最后的一堂课了。

教室里逐渐安静下来。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
近，那是鞋子拖地发出的声响。两个同学先进来，拿着电脑和
教具，陈莹丽缓慢地跟在身后。

看着拖着沉重步子走进教室的陈莹丽，坐在书桌前的
学生卢晓琪心里一揪——— 记得去年开学时，陈老师也穿着
今天一样的牛仔连衣裙，一步一跳走上讲台，像只欢快的
小鸟。

眼前的陈老师，虚弱得走路时弓着腰，手捂着肚子，脸
色惨白，本来合身的裙子却显得松松垮垮，手臂和腿青筋
暴露。

“上课——— ”陈莹丽的声音让走神的卢晓琪收了心。
“马上中考了，今天我把试题给大家讲讲吧。”
整个教室安静了下来，连平时最调皮的学生也老实得不

敢作声。
她一如既往地耐心引导，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前这一

张张稚嫩的脸庞，填满了陈莹丽短暂教师生涯的温暖回忆。她
曾在工作笔记中这样描述过：想过一气之下不再管这些屡教
不改的孩子，但这些无视纪律、上课不读书的孩子们，却是运
动场上的常胜军，文艺汇演的主角。那几个平时连桌子都不收
拾的男孩儿，有次捡到几只被遗弃的小狗，竟然会脱下自己的
外套给小狗们垫一个温暖的窝……

一只手捂着时时作痛的小腹，她爱恋地盯着讲台下的孩
子们，害怕一转身就会失去……

教学楼下，一辆车静静停在雨里，父亲陈玉臣在车里等候
女儿。

时间一点点划过，半节课过去，讲完试卷，陈莹丽已经累
得站不住了。她挪步到旁边的课桌，坐下，手仍捂着腹部，剧痛
又起，额头冒起了大颗的汗珠。

“老师……”坐在前排的同学看着她痛苦的模样，想要伸
手去扶她。

陈莹丽摆了摆手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现在是答疑时
间，再不问，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当时我们以为她说的‘没有时间’指的是我们马上就到中
考了，哪知道，没过几天，她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回来。”学
生胡悦跟记者回忆起那堂课时，仍不愿相信那是陈老师生命
中的最后一课。

孩子们从没像今天这样后悔自己当时的懵懂——— 有一
次，班上一直闹哄哄的，陈莹丽终于忍不住生气了：“要不是为
了你们这个毕业班，我肯定早去住院了！”那时候，很多同学并
不理解她的意思，现在想想，为自己的不懂事而后悔，如今想
和她说声“对不起”，已经没有机会了。

孩子们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怀念这堂课———“如果回到
那天的最后一堂课，我希望永远不要下课。”15 岁的卢晓琪平
时寡言，讲出这番话时泪水在眼里打转，“我希望能抱着陈老
师，不撒手。”

“铃——— ”那天下课铃声永远定格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
陈莹丽用尽力气站回讲台：“下课！”她微笑着对大家说，“同学
们再见，祝你们中考都能有好成绩！”

姐姐陈茴茴清楚地记得，那次课后，妹妹回到家，那种松
弛放心的神情。

7 月 13 日，陈莹丽与这个世界挥手而别。
手机里还保存着她最喜爱的歌手林宥嘉的歌：“怕我的背

影把你吵醒，所以，转身带走，所有秘密……”

拿什么来编织你，我的青春

“青春兵荒马乱，我们潦草地离散……”
杭州师范大学，5 年前的那个春天，陈莹丽哼着林宥嘉的

《辛酸》准备毕业时，班主任龚上华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

“莹丽啊，马上毕业了，同学们有的准备考研，有的准备考
公务员，你以后什么打算？”

“当老师！”她没有半点犹豫。
陈莹丽老家所在的乐清属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民营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重商善贾，就业选择多……而家境殷实
的陈莹丽为何对做教师情有独钟？

照片里的陈莹丽，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两个浅浅的酒
窝，笑靥如花。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是个典型的“90 后”：爱
吃零食，爱玩手游，也爱追星；爱漂亮，爱旅行，也爱玩自拍。

这样活力四射的姑娘，让人很难想象她能在大山深处独
守青春的寂寞，更难想象她能以顽强的毅力，坚守三尺讲台，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应该是为了梦想吧，当老师是她的梦。”父亲对记者喃喃
地说———

“爸爸，爸爸，你看我拿来什么了？”
小学一年级时，莹丽一进家门就兴奋地满屋找爸爸，手里

还紧紧地攥着一根小教鞭。
“老师让我当她的小助手，都把教鞭交给我啦！”“爸爸，当

老师的感觉真好啊，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老师！”小莹丽脸上那
骄傲的模样，让陈玉臣至今难忘。

“当老师，自己的人品就是最好的教材。”高中时，恩师项
建飞的鼓舞和指引，让陈莹丽对做个“好老师”的信念更加笃
定。高中毕业后，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杭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
专业。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职业是影响一群人的事业，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要抱着对学生一生负责的态度去
做教师的工作。”陈莹丽的工作笔记，写满了她对教师职业价
值的思考。

正因为执着于此，毕业后，她半工半读，连续三年参加教
师公开招聘考试，终于在第三年如愿考上教师编制，并成为镇
安学校九年级社政课的一名正式老师。

校长金峰至今仍记得去年 8 月那个傍晚接到的电话：“金
校长，您好，我是陈莹丽，今年考到镇安学校，明早向您报到。”
清脆活泼的声音里，透着兴奋。

家与学校相距 60 公里，往返接近 4 个小时，因为怕她太
辛苦，陈玉臣既心疼又担心：“阿丽啊，等你工作满一年后，想
办法把你调到近一点的地方。”

“老爸，我不怕苦，如果山里的老师都调走了，那孩子谁来
教呢？！”

金校长也有些担心。没想到，她笑眯眯地说：“我不会走
的，这里山清水秀，空气真好。”

“建一个班级学生群，暂时还想不出可以怎么办，结果把
巧克力当成奖品发，效果还挺不错。”

“这里三四月份吃枇杷，五月吃杨梅，六月吃桃子，七月吃
西瓜，十月吃桔子，水果多得很……这简直太棒了！”

日记里，班主任和“吃货”的角色不停地互换，小心思中透
着姑娘的纯真。

“校长校长，班里有几个学生很调皮，怎么说都不听，怎么
办啊？”头几个月，陈莹丽一趟趟跑进金峰的办公室，向老教师
“取经”。

“陈老师你要慢慢来啊，改变一个人需要时间，万万急不
得。”从陈莹丽一进校，金峰就在观察这个“90 后”教师，发现
她身上有股拧劲儿，却都是发自对学生的爱。

班上有个小男孩是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在外打工，只与爷爷
相依为命。小男孩对学习没有兴趣，情绪不稳定，常喊着“不想活
了！”陈莹丽看着心焦，主动找孩子的爷爷沟通，没想到老人干脆
说：“这孩子无药可救，你们都不用管他了，爱怎样就怎样！”

“爷爷，我当老师的都没有放弃，您怎么能放弃啊？”陈莹
丽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后来，急性子的陈莹丽也慢了下来，她一次又一次陪这个
孩子在操场上散步谈心，孩子情绪激动时，她会像母亲一样，
把他拥在怀中……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我

们就要爱学生，爱就不能放弃。”这是陈莹丽这个年轻的乡村
教师对自己事业的认识。

“她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只是可惜……”金校长欲语
凝噎。

2017 年 6 月 26 日，距离陈莹丽去世前的第 17 天。
这是陈莹丽最后一次出现在学校。她被家人搀扶着上楼，

瘦得脱了形，脸上却还挂着幸福的笑容。
陈莹丽来学校只为完成一件事：办理新教师转正手续！原

本可以请人代劳，但她坚持自己来办。或许在她心中，成为正
式的人民教师无比神圣。

金峰在表格上签上“同意转正”四个字，盖上镇安学校的
校章。手捧转正表，莹丽的嘴角轻轻上扬，声音微弱但坚定：

“校长，下个学期，我还想当班主任。”
“没有梦想，何必远方。”直至诀别时刻，这个平凡的姑娘

仍没有放弃用梦想的璎珞，编织一个不一样的青春。

生命的厚度用什么来度量

夏日的清晨，汽车在熟悉的山路上向镇安学校行驶。窗外

山谷溪涧，翠绿葱葱，陈莹丽却再也没有气力去欣赏。
自陈莹丽生病后，这样的行程，每周两次，直至她生命的

最后。
今年 3 月下旬，陈莹丽突然腹部疼痛难忍被送医。辗转多

家医院后，在上海的一家权威肝胆医院里，医生拿着检查结
果，对陈玉臣说：“家属进来说几句话。”

“来太晚了，已经扩散到肺部。如果做手术，连手术台都下
不来。可以的话，带孩子四处走走旅游去吧……”

瞬间，陈玉臣觉得天旋地转！
父亲选择了隐瞒。然而，聪慧的她，如何不能从父亲的心

事重重中看出端倪。
根据化验单上的数据，陈莹丽上网一搜：甲胎蛋白严重超

标，可能是肝癌。
她也选择了隐瞒。
从上海确诊回温州的路上，手机记事本里的一段独白，让

我们读出了她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从容淡定：“太阳还没有落
山，照在马路边上，我从车窗往外看，想看以后可能不大有机
会看了，我的人生，可能就是比较短吧……”

关于“生与死”，陈莹丽早有过自己的思考。刚毕业时，她
在乐清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任代课老师，和政治组的同事们
曾对这个问题有过探讨。她这样说过：

“生命活得有尊严，才是对生命的最好态度。”
有位哲人说过，与生命相比，所有的表演都须退让。在生

命的最后一程，大多数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开展一场冒险、
踏上一次旅行，或是做出一件疯狂的事，一件件划去自己的
“心愿清单”。

而陈莹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4 月底的一天，金校长打来电话，焦虑地告诉她学校的社

政课因没有合适的代课老师，已经停了一段时间。初三学生马
上要中考，耽误了就补不回来了。

“但凡她有一点犹豫，或是透露一点病情，我也不会让她
回来！”提起这个电话，金校长至今有着说不出的内疚。

电话那边，陈莹丽没有一丝迟疑：“校长，我可以回来上
课！”

60 公里，是从陈莹丽家到镇安学校的距离。记者亲历这
段路，真实地感受到路途艰辛，尤其是靠近学校的乡村小路，
狭窄崎岖，颠簸难行。正常人跑一趟都觉得累，何况一个癌症
晚期的病人。

“晚期的癌症病人通常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意志力不坚
强的人很难扛得住，她一定是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乐清市
人民医院医生徐焕海如是说。

陈莹丽生前有句口头禅：“任何东西，都要有点灵魂。”学
生是她的精神支柱，教书是她的人生梦想。恐怕这些正是支撑
她坚持到最后的“灵魂”所在。

在冲刺中考的最后一个月里，父亲干脆当起了她的专
职司机，往返接送。那段日子，莹丽一上车，就倒在副驾上睡
觉，虚弱得没有一点力气。多少次，父亲望着沉睡中日渐消
瘦的女儿，泪水沾湿眼眶：女儿在用自己的生命延续梦想、
守护尊严啊！

有一次，父亲的车子出了故障，母亲便陪她倒车去
学校。坐在颠簸的三轮车上，母亲问莹丽痛不痛，她笑笑
说不疼。直到第二天，她才悄悄跟姐姐说，当时已经非常
难受了，但是不敢说。“要是说痛，你们肯定就不让我去
了……”

陈莹丽放不下她的学生，也放不下她的亲人。她曾跟姐
姐聊过：“我知道妈妈睡不好觉，我怎样才能安慰她，让她放
宽心呢。”

令人唏嘘的是，她和家人始终都没有将“癌症”这个词说
破。弥留之际，她握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您就当我去国外旅
游了……”

2017 年 7 月 14 日，乐清市一家蛋糕房里预定好的蛋糕，
再也没能等到它的主人。

26 岁的生日蜡烛尚未点亮，陈莹丽却在前一天，将自己
生命的红烛燃尽。

“最近，我总不自觉地仰望天空，我想，那里也许就是您灵
魂的安所。”“长大后，我也要当一名像您一样的老师。”这是学
生卢晓琪对她的心灵倾诉，语气如此笃定，像曾经的陈莹丽一
样。如今，接到浙江省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卢晓琪，仿佛看
到了自己将遵循的人生之路。

莹丽——— 晶莹透亮，放射美丽光芒。
“青春的生命，如果与时代的责任、崇高的价值联系在一

起，就会感到它的不朽。”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胡坚
说，陈莹丽带给我们内心的触动，不只是因为其年轻灿烂生命
的逝去，更多是短暂生命发出的光芒，哪怕是一束倏然而逝的
荧光。

如今，陈莹丽的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和她
生前从教的镇安学校共同商定，成立“莹光”支教小分队，这支
由陈莹丽的学弟学妹们组成的小分队，将于每年暑假赴镇安
学校开展支教活动，将爱心继续传递。

雁荡山的夏夜，依旧宁静安详。满天的繁星下，山里的孩
子们正追逐着萤火虫的光亮。未来的生命中，他们将炫出一段
段怎样的精彩，将唱出一曲曲怎样的青春之歌？！

新华社杭州 9 月 9 日电

▲陈莹丽日记本里的内容，上面写着“第一个真正意义的
教师节，棒！”（8 月 22 日摄）。

▲陈莹丽的父亲陈玉臣回忆起女儿眼眶湿润（ 8 月 23
日摄）。 本组照片由新华社记者张铖拍摄

▲陈莹丽的学生卢晓琪在接受采访时说，长大后也要当
一名像陈莹丽一样的老师（ 8 月 23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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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
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正本清源、重塑师魂，是历史赋予
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职责。

五年来，《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
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出台，推动

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
的堡垒，使广大教师党员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好老师的表率……

五年来，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逐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和高校师德“红线”
划定，覆盖大中小学完整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正在建立……

五年来，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持续进
行，从黄大年、李保国到侯伯宇、叶志平，从石秋杰到张伟、张
丽莉，一大批优秀教师塑造了当代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光
辉榜样，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照亮道德的星空……

教育的本质，从来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智慧的启迪，更
是德性的涵养，品格的培育。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
梦人。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
民魂。越来越多教师正在将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
育事业，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 9 月 8 日，上海文来中学（初中部）六年级的部分学
生回到母校——— 上海七宝明强小学，看望语文老师汤慧云，
汤老师说“他们比上次见面又长高了”。

教师节该如何表达感恩？文来中学坚持多年的做法是：
全体学生放假半天，学校为学生准备特制的贺卡并组织他
们统一回到小学母校，进行感恩母校、感恩老师的主题活
动。

“这也是一堂生动的‘感恩课’。我们希望引导学生回望
过去，思考哪些师长曾关心和帮助过自己，进而把尊师孝亲
的优秀传统根植在心里。”文来中学校长柏彬说。

当日，在第 33 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全国多地用各
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和祝福。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谢师恩 献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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