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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北潜江到位于中哈边境的
新疆温泉县，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坐
火车得 3 天时间。

湖北省潜江市园林一中语文老
师尹才华，曾连续两次援疆。2015
年，他决定举家落户新疆，将家安在
了遥远的地方。

“我喜爱这里，离不开这里可爱
的学生、融洽的集体。”尹才华说。

2012年，41岁的尹才华，被选派
为潜江市援疆教师，第一次来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 88 团学校
任教，学校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温泉县，中哈边境。

“团场城很小、条件落后、气候严
酷。”尹才华回忆。

88 团学校是九年制义务学校，
全校 500 多名学生中，哈萨克族、蒙
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占
三分之一。因师资有限，学生的语文
尤其是古代文学理解能力差，优秀
的语文老师很是稀缺。

刚到边疆，尹才华便承担起初
三语文教学工作，他将文言文通过
讲故事加课堂表演方式与学生互
动，学生理解文章后，再逐字逐句解
答疑惑。他还经常给老师开教研讲
座。2012 年，88 团学校语文中考成
绩从以往第五师十余所中学的倒数
排到了前 5。

半年援疆就要结束，校长张家
保舍不得尹才华走，尹才华自己也
舍不得离开。两人商量后，专门给潜
江市打报告，希望再干 3 年。

最终，相关部门同意尹才华二
度援疆的请求。

尹才华说：“团场职工都是农牧民，居住在偏远山区，
既要从事生产，又要履行屯垦戍边职责，没有条件管孩子，
我有责任帮助他们。”

校长介绍，第二次援疆的尹才华在培养教师的“青蓝
工程”中，主动担负起培养指导两名年轻教师的担子，如
今，两位“徒弟”已成为教学骨干。2014 年以来，学校语文
中考成绩在第五师稳居第二。

2015 年 7 月，第二次援疆即将结束时，尹才华做出选
择：辞去湖北的工作，落户 88团。

“2012 年在新疆的第一个冬天，因为对严冬准备不
足，我半夜在宿舍冻得发抖时，张校长送来厚厚的棉被；
学校同事经常请我到家里吃饭，待我如同亲人；2015 年，
毕业生听说我援疆结束要回湖北，都来看我……”尹才华
说，虽然艰苦、但充满温情的援疆日子让他感动、难忘。

尹才华在老家的父母年逾古稀，儿子即将升高中，他
清楚地知道，留下意味着什么。他把想法告诉了妻子刘尚
姣。刘尚姣毫无思想准备，但经不住丈夫一次次做思想工
作，最终同意一起迁往新疆。通过湖北援疆指挥部和 88
团对接后，刘尚娇成为 88 团学校一名校工。

“只要家人在一起，家在哪儿并不重要。”刘尚娇认为。
2015 年 9 月，尹才华留疆申请获批。作为兵团的“新

兵”，教学之余，尹才华还积极投身到民兵日常训练、义务
植树、支农等工作中，还主动与哈萨克族学生得尼拜尔家
结对子、认亲戚，为促进民族团结尽心尽力。

得尼拜尔说，尹老师和蔼可亲，常到大山深处的牧民
家中走访，全家都很喜欢这位湖北老师。

记者了解，“十二五”期间，内地 19 个对口援疆省市在
新疆不仅帮助新建、扩建了多所中小学和职业学校，还通过
传帮带培养了许多优秀教师，大大提升了当地教育品质。

“我会在 88 团学校干到退休。”尹才华表示，在新疆
5 年，更能理解“家国情怀”4 个字，“没有驻守边疆的各族
群众，就没有江汉平原的富饶。”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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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姜潇、林晖、王俊禄

人的一生会面临许多选择，面对“生死”，罹
患癌症的“90 后”女教师陈莹丽，给了我们一个
惊人的答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毅然回到三尺
讲坛，直至为毕业班学生上完最后一课。

采访陈莹丽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追问：是
什么让这个“90 后”女孩，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
做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决定？

照片上的她，漂亮，时髦，大眼睛，小酒窝，
眼神中透着个性和灵气。

“莹丽啊，我们这里是山区，条件可能有点
艰苦！”刚来镇安学校时，校长金峰的话，丝毫未
影响眼前这个年轻人来这里做一名乡村教师的
热情。“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教师节，棒！”“制定了
一条班规，希望能重振班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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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本里，写满了她对新生活和工作的热情。

这是一个心中有爱的女孩儿：粉红的日记
本中，圆润的字体、卡通的涂鸦、俏皮的大头贴，
甚至还有偶像演唱会的票根——— 无不让我们感
知一个“90 后”的个性特征，也由此走入了陈莹
丽的内心世界。

“他们热爱生命、拥抱梦想，无论放在什么
样的环境，都能从中积极地起步，拥有一颗追逐
梦想最纯粹的心。”共青团乐清市委书记黄淑贤
道出了“90 后”一代的人生姿态。

关于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奋力追寻、打动
人心的故事；而在这个“90 后”女孩的身上，除
了热情和纯真，我们还看到了尊严与力量。

做教师，无疑是陈莹丽从小树立的理想，而
且矢志不渝。孩童时期，当小莹丽骄傲地扬起老
师奖励的小教鞭时，早已在心中种下“立志做一
名教师”的懵懂梦想；师范专业毕业后，她连续
三年报考教师资格，毫不气馁，执着而努力；当
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因为放不下毕业班的孩子，
她竟然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只为能再次回到
讲坛。

没有人会不畏惧死亡。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离开还是坚守，代表
着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追求。而陈莹丽的选择让
人心生敬意：她强忍癌症剧痛，辗转 60 公里路、

耗费两个小时，只为给学生上一堂 45 分钟的
课，让毕业班的孩子顺利迎接中考。她的行动，
令人感佩！

“生命活得有尊严，才是对生命的最好态
度。”——— 这既是陈莹丽面对生死的态度，也是
一个“90 后”的人生宣言。

在陈莹丽的办公桌上，我们看到一本名为

《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的散文书，书
的第二章被一张书签夹注着，章节名为“当梦想
遇见责任”。正好，这与陈莹丽的人生故事不谋
而合。

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抱着对学生的
一生负责的态度去做教师的工作。”而她，做到
了。她将自己化作生命的红烛，只要站着，就会
发出一份光和热。

“女儿走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虽然她没
有力气说话，但我懂她——— 积蓄了快 20 年的梦
想，真正当上老师却不满一年，她不甘心啊！”父
亲陈玉臣对女儿的解读，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为
之动容。

令人欣慰的是，采访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像
陈莹丽一样、尽忠职守的年轻教师。一位陈莹丽
的同事、镇安学校的一名“90 后”英语老师，在
中考前半小时专门跑到考场，找到分散在各个
考点的学生，只为叮嘱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单词。
“如果换作是我，也会这样做！从报考师范专业
的那天起，我们就立志做一名好教师！”杭州市
建兰中学思品课老师黄琰珉，是陈莹丽的大学
同班同学，这个“90 后”男生略带羞涩地告诉记
者，在他眼里，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

“好在我尽了最大努力，给他们上完最后的
课。希望在他们心里，陈老师一直都是美美的。”
从她的发小陈耀丹的口中得知，最后的日子里，
病榻上的陈莹丽聊得最多的还是她的学生。

那个曾经青春靓丽、生机勃发的女孩，在最
后一个月里，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脸上的肉深
深凹陷，但只有谈到学校的孩子们时，她因为过
瘦而凸出的大眼睛才又放出光彩。

陈莹丽，终究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身边的
人，把最美好的形象留在学生的记忆中——— 这
就是一个“90 后”教师留在人间的痕迹。

她用尽生命能量告诉人们：有尊严的生命，
意义非凡。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她用生命诠释生命的尊严与力量
走近 90 后女教师陈莹丽

亲爱的朋友：
你们好！这两天我们一直被同一个人感

动着，她就是 90 后乡村女教师陈莹丽。她忍
住肝癌后期的剧痛，坚持为即将中考的学生
们上课，直至生命的最后 30 天。

她的故事，经过新华社以文字和视频等
方式呈现后，感动了无数的人。从读者和网友
留下的评论和点赞中，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
受，陈莹丽就在我们的身边。

网友“蝌蚪 KYJ”回忆说：“小学有位数学
老师，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回来上课，用暖宝
宝捂着胃。我们升初中后，老师胃癌去世了。”

网友“尧尧师兄 VrY”说：“我也想起了我
的姨夫，去世前一个月还在讲台上讲课，痛得
实在受不了才去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
身了。”

网友“liuwei 先生”说，我大舅是高中物
理组的组长，也是癌症，在退休的前几个月去
世了。本来发现得早，是可以治好的，但他一
直拖着，瞒着我们，所有人都替他惋惜。

……
恰逢又一个教师节的到来，许多关于老

师的回忆浮现在大家脑海中。陈莹丽绝非个
案，从你们的留言中可以发现，对学生充满
爱，对工作充满责任心的优秀老师还有很多
很多……

这样的老师就在我们身边，是亲人是朋
友。正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为教师这个职业涂
上温暖厚重的光彩。正如网友“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留言：“民族的希望是教育，教育的希望
是老师。”

还记得陈莹丽的学生在回忆她时所说的
话吗？“如果回到那天的最后一堂课，我希望
永远不要下课。”平凡的陈莹丽以不平凡的举
动为她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也为我们上了
一节生动的人生价值之课。

如网友“尺鸣 ciming”所说：“人性的光
辉，才是她留给世上，留给她的学生最伟大的
课题。”如网友“解正解”所答：“生命真的不在
于长短，在于精彩，厚度！”

陈莹丽，是位 90 后女孩，爱吃零食爱玩
手游、爱自拍爱追星，有时课表排多了，也会

闹点小情绪。但是，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
年轻的她，心底燃烧着理想的火花，并为这
理想坚韧地付出。正如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
部长胡坚的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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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不巧。”

更让人震撼的是，面对生死，年轻的陈
莹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坦然与冷静。

正如她的闺蜜陈耀丹所说，一般人知
道自己癌症后期，可能就会想去哪玩一玩，
吃点没吃过的，这都很正常。而陈莹丽的选
择依然是上课。我们在采访中一直努力寻
求答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在生命的
最后历程，做出这样的选择。

亲爱的朋友，你们的回答让我们感到无
限的力量。如网友“长江飞鸥”说：“这世界永
远存在一种信仰，奉献、乐观、向上的正气。

这是榜样的力量。”网友“SUNNY”说：“泪
目……总有那么一群人，不因为钱，只是因
为信念，把信念和理想传递给下一代。”

而正是这信念和理想，让陈莹丽短暂
的人生赢得尊重和肯定。陈莹丽生前所说
的一句话：“如果生命活得有尊严，才是对
生命最好的态度。”这就是她的答案。

写这封信时，已经有数千万计的人通过
报纸网络及各种新媒体了解到陈莹丽的故
事，新华视点微博的点击量已超过 800 万
次……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对她的怀念。

如网友“浅南 QYH”所言：“我们社会还
有一群值得我们反省自身，贡献社会的人。”

如网友“咚知”说：“假如生命被告知在保质期
内截止，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你会去怎
样做？我想想，我现在还是立志做一个善良
的人吧，不为别的，让自己的心好过点，让自
己有一种信仰来坚定生活的步伐。”

亲爱的朋友，你们在为陈莹丽而感动，
我们在为你们所感动着。如网友“井长红”

说，我们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祝好！

你们的朋友：新华社记者杜宇、林晖、姜潇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她，就在我们身边
写给被陈莹丽感动的人

摆渡接送孩子 37 年！这位“船工老师”退休了

▲ 9 月 6 日，邹国梁在上课。

 9 月 5 日，邹国梁（中）和新老师以及学生合影，身后黑板上写着邹国梁参与创作的《园丁铭》。

在江西上犹县陡水湖畔的库区深处，住着
一位特别的“船工老师”。37 年的光阴，他用自
家的小木船接送孩子们上下学。今年 9 月 10
日，“船工老师”告别了讲台。

今年 60 岁的“船工老师”邹国梁来自上犹县
清湖小学。由于当地水力资源丰富，1980年，当地
南河水电站建成蓄水，南河湖由此形成。邹国梁

家所在的村庄因此变成了四面环水的孤岛。为
了不让孩子们辍学，邹国梁拿起了船桨。

“园不在大，有苗则成；薪不在高，有用则
行。虽是村小，吾宜安心。窗后崇山绿，门前溪
水清。白天童相趣，夜晚蛙催眠。可以修身心，
陶性情。无声色诱惑，无名利纷争。寒暑染白
发，桃李报阳春。与人云：无怨无悔！”在学校

办公室的黑板上，邹国梁与老同事一同创作
的《园丁铭》诉说着清贫无悔的教师生涯。

从民办教师到转为正式老师、从 200 多
个孩子到现在仅剩 6 个、从最初的猪圈校舍
到如今两层楼的教室，邹国梁只待过这一所
学校。虽说，清湖小学一年比一年冷清，但学
生们的欢声笑语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扶贫工作
的推进，库区许多百姓纷纷搬迁，需要渡船的
学生随之逐年减少，邹国梁也已是满头白发。
临近退休时日，花甲之年的邹国梁常常坐在
曾经划过的小船上发呆，只见远方山林郁郁
葱葱，足下湖面水平如镜。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影报道

▲ 9 月 6 日放学后，邹国梁划船送孩子回家。

将鼓舞更多教师

到新疆建功立业
湖北省潜江市援疆教师尹才华举家留疆工作的事迹

近日播发后，在社会上引发热烈反响。
“三尺讲台展风采，终生援疆献青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五师 88 团团长李奎如此评价尹才华，“从富饶的
江汉平原到祖国边境一线贫困团场工作，本身就值得钦
佩，尹才华的事迹也为团场争取人才、留住人才增强了信
心，开拓了思路。”

在尹才华榜样力量感召下，湖北援疆教师刘志宇希望，
继续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实验中学任教。他说：“尹
老师的事迹使我明白边疆更需要我，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马静是尹才华在 88 团学校带的“徒弟”。她说，尹老
师一家半年时间都挤在 12 平方米的宿舍里，但他没有丝毫
怨言。看到相关报道后，才知道他的生活原来有诸多不易，
作为当地老师，更应做好本职工作，每一堂课都不懈怠。

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冯伟说，尹才华是
通过援疆调入新疆工作的湖北第一人、兵团第一人。他举
家落户 88 团，说明他爱上了边疆，把自己当作扎根边疆的
兵团人了。

尹才华的事迹在他的故乡——— 湖北省潜江市引发关
注。作为老同事，潜江市园林一中教师谭贤菊看到报道后
回忆，老尹腰椎不好，有时疼得站不直，可是他从不请假，
猫着腰也要准时到岗，认真上课。“后来看到他和新疆孩
子们快乐互动的照片，我们真为他高兴和自豪。”

湖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张兵表示，尹才华老
师带家人落户兵团，充分展现了他视新疆各族人民为兄弟
姐妹、以主人翁姿态全身心投入新疆教育事业的信心和决
心，他的先进事迹必将鼓舞湖北省更多优秀教师到新疆建
功立业。 （记者杜刚、黎昌政）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陈莹丽

“我会在 88 团学校
干到退休 。”尹才华表
示，在新疆 5 年，更能理
解“家国情怀”4 个字 ，
“没有驻守边疆的各族
群众，就没有江汉平原
的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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