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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

“最牛校长” 叶志平等都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这些先进模范人物高尚的道德情
中
操、可贵的奉献精神，充分表明崇高的精
宣
神和高尚的道德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是
部
副
时代的主流。
部
被高尚感动更要与高尚同行。党的十七
长
届六中全会决定中要求我们要深化学雷锋
申
活动，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这是推动社
维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辰
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能力大小，只
石秋杰老师以她短暂和壮丽的生命， 要像雷锋、像石秋杰老师那样心存善良、乐
生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于付出、持之以恒，就能够为道德大厦添砖
丰富内涵，展现了一个人民教师的高风亮 加瓦，从而成为良好道德风尚的推动者，社
节。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以中华民族优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者。
秀的道德文化精神，以开拓创新的时代气
新闻媒体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
息，充分展示了我们当代教师和教育工作 体，要积极展示社会主流，弘扬社会正气。去
者应有的职业精神和道德风范，她是当代 年以来开展的新闻媒体“走转改”活动，很受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优秀代表。
社会欢迎，希望我们的媒体进一步发扬“走
石秋杰老师等一大批道德模范和 转改”精神，持续深入地宣传报道社会各界
身边好人的不断涌现，充分表明我们 开展学雷锋活动的火热实践，宣传各条战线
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不断进步。新世 涌现的模范人物，宣传来自群众中的平民英
纪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一大批 雄和身边好人，不断唱响道德建设主旋律，进
先进模范人物，“当代雷锋” 郭明义、 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
领导干部的楷模杨善洲、师德楷模孟 当先进的良好风气和生动局面，以优异成绩
二冬、 北川中学抗震救灾师生群体、 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刘
利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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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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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
师为本。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
校科学研究水平，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关
键在教师。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石秋杰同
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对于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胡锦
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教育
规划纲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师德
建设，引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
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
向石秋杰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她乐
观向上、坚忍不拔的人生品格，胸怀宽广，
热爱生活，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各种困
难，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学习她潜心教学、精心育人的师者风范，恪
尽职守，呕心沥血，用生命诠释了人民教师
对国家、对社会、对教育事业的神圣使命；学
习她执着研究、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甘于
寂寞，严谨治学，秉持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
操守；学习她爱生如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
德，淡泊名利，行为示范，用大爱去关心、爱
护和帮助每一名学生。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
像石秋杰同志一样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爱
岗敬业、润物无声的优秀教师，正是有了他
们，才有了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正是有了
他们，才有了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蓬勃开展学雷锋
活动。教育部党组印发了《教育系统深入
开展学雷锋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
校开展以“践行雷锋精神，办人民满意教
育”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石秋杰同志
大爱大美的精神和雷锋精神是一脉相承
的，都是在普通生命中积淀而成，同样具有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涵，并彰显着鲜明的
时代特征。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全国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大力
弘扬石秋杰老师的品格风范，形成弘扬雷
锋精神的新力量，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
学识魅力教育和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道德之美 文明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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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秋杰老师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人民教师忠
诚教育的情怀，充分彰显了当代知识分子
的精神境界，生动诠释了人民教师面对生
与死、情与爱、名与利、乐与悲的坚强意志。
她是中华民族优秀教师的典型代表，也是
雷锋精神在当代教师身上的集中体现。
学习石秋杰老师的崇高精神和先进
事迹是推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习雷锋
同志的实际行动。石秋杰老师的精神是在

神州大地上雷锋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深入开
展学雷锋活动，就需要不断赋予雷锋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就需要我们学习身边的、现实
生活中的新雷锋。
学习石秋杰老师的崇高精神和先进事
迹，是推动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实际行动。石秋杰老
师精神闪耀着道德与人性的光辉，所体现的
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文明之美，都是这个时
代、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应当大力倡导的，它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石秋杰老师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模范实践者，更是践行党的教育宗旨的
楷模，我们要学习她大仁大义、大爱大勇的优
秀品质，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
本任务，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
本，大力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
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
展的合格的高素质人才。

本栏发言由李晓梦整理 照片由杨慧峰摄
2011年 9月 16日，光明日报头版
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永生的“博导妈
—追记南昌大学化学系教授石秋
妈”——
杰》，后续刊登系列报道共 20余篇，石
秋杰的事迹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她身上所展现的人格魅
力、道德力量和时代精神，让人们深深
地为之动容。
石秋杰是南昌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教授，2011年 5月 28日病逝。作为一
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她用工作、生活
中的一个个细微的故事，铸就了一座伟
大的道德丰碑。
3月 10日，由光明日报社、江西省
委宣传部、江西省教工委、江西省教育
厅、南昌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师德标
兵石秋杰事迹报告会在光明日报社举
行，有关部门领导、专家、首都高校师生
代表等 13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她的事迹震撼人心
“2011年 5月 30日，在石秋杰的追
悼会上，她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到了老师
灵前。一位学生正在宁夏的一个县城出
差，连夜打车到银川，再坐飞机赶到南昌；

高 尚———师德标兵石秋杰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的人们为她洒下热泪
老师，我们舍不得您走
2011年 5月 28日，亲爱的石老师永远地走
了。我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一直和我们保持联
系的石老师，不可能就这样和我们不辞而别。
石老师的手机上，有一条写好却没发出的信
息：“各位同学：对不起，因为身体原因，近半年来
给予你们的关心和指导太少了，深感抱歉，请谅
解！当初接纳你们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的身体会
这么快变成今天这样。否则，我就会把你们推荐
给更优秀的老师。请继续完成好你们的学业。预
祝你们都有美好的前程！永别了！”
老师，您怎么能说您关心和指导我们太少
呢？在您去世前一个月，您还督促我们交论文；
不能来实验室，就在 QQ上指导我们做实验。您
不仅教我们做学问，还教我们做人。您从来没有

石秋杰的学生

对我们透露过半点自己的病情，即使在病重时还
时刻不忘我们，关心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五四
青年节那天还让您爱人去实验室送上了您亲手
做的饭菜。师兄彭子青说，5月 20日，老师还给他
发短信，叫他把论文尽快打印出来，放在她办公
室，她会派人晚上去取。26日凌晨，他还收到了老
师最终改定的论文。现在他才知道，当时老师已
经病得很重很重了，之所以让他抓紧时间是因为
她清楚自己的病情，怕没有时间给他改论文了。
论文答辩结束那天，其他同学都和自己的导师
开心地合影，而我们几个石老师的学生却像失去妈
妈的孩子。老师，我们真的好想您，下辈子您还做我
们的好老师、好妈妈。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像
您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早日成才，报效国家。

世上最疼我的人走了
妈妈在世的时候，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没向我
透露过病情。去年 5月，在我不断追问下，她才告诉
我实情。那一刻，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见到妈妈，我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妈妈心疼地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女儿。
妈妈不好，让你这么小，就面对这些事……”她临终
前三天还给我发信息：“好孩子，别担心，晚上早点
睡觉，妈妈听你和爸爸的话，努力战胜病魔，咱们一
家还要过幸福的生活呢。”这些话还在耳边，短信还
在手机里，可妈妈已经不在了……
妈妈爱我，从来不让我受到一点伤害，从不把
忧伤和痛苦展现在我面前。放学回家，她都笑着和
我聊天，有时她实在太难受了，也只是说：“妈妈

石秋杰的女儿 谌思宇
很累，我们就不说话了，乖。”去年 5月 6日，我和
妈妈在网上聊天，她说：“妈妈对不起你，给予你
的母爱太少了。等我好了会加倍补偿你。”那天晚
上，妈妈写下她最后一篇日记，她说：“当我听到
爱人发自肺腑的挽留，为我的病到处奔波，看见他
偷偷流泪，我的心都碎了。有这么好的爱人是我的
福气。我舍不得他，舍不得女儿。”可是，妈妈最终
还是没能战胜病魔。她在遗书里对我说：“我最亲
最爱的人，永别了！或许我的离去能让你尽快长
大，那样你们父女也可以互相照顾……”
我只想对妈妈说，妈妈，你放心，女儿会和爸爸
一起，好好地生活。女儿一定用功读书，以后能继
承你的事业，像你一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你的美丽永留我心
治疗、缓解、复发；再治疗、再缓解、再复
发……秋杰在 2004年病情复发后，不断反复治
疗。2009年以后，她在我们医院出入院共 21次。
秋杰曾想过放弃，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她
对我说：“陈医生，我想活下去。家里需要我，学
生需要我。”即使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日子里，
她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能相信，秋杰已经离我们
而去。还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决定为秋杰做局部放
疗，需要在她的颈部用药水做上标记，她一直说，
能不能不画上去，理由是衣领没办法遮掩住痕迹。
我不同意，她这才说，在与癌症交锋的 14年里，她
没有将病情告诉她的同事，也没有告诉她的学生。
秋杰去世后，我的一位同事搜集了她所有

石秋杰的主治医生

陈文艳

难忘的背影
最后一次在学校看到秋
杰，是去年 4月，在系里召开
的校庆 90周年筹备会上。她
低声和我讨论活动方案，说
着说着就咳嗽起来，而且越
来越厉害，我问她要不要紧，
她摆摆手，走出了会议室，站
在门口继续咳，咳过之后她
再也没回来。那个站在门口
捂着嘴不停咳嗽的背影，我
一辈子都忘不了。
秋杰对生活积极乐观，
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学生亲
如儿女。她上课上得好是公
认的，上课时她激情澎湃，
很难的东西也能讲得通俗
易懂。 我见过她做实验晚
了，就带着女儿睡在实验台
上的身影； 见过她病重期
间，深夜赶到办公室加班的
身影。在大学里，教师评上
教授后，通常就不再担任班
主任了。但秋杰担任了 8
年研究生班主任，对学
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即使是已经毕业多
年的学生，都能立即
喊出他们的名字。
在她过世的
前一天，我和几个
同事去医院看
她。病床上的她
只能靠写字
交流，看着面

石秋杰的同事 张 玲
容憔悴、手脚肿胀的秋杰，我
们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下
来。秋杰看到我们这样，反而
吃力地写字安慰我们：“不
要难过，我不难过，你们也不
要难过。”然后又断断续续
地写道：“我还带了几个学
生，我对不起他们。如果早
知道这样，我会让更好的老
师带他们……”泪水再次从
我们眼中夺眶而出！
秋 杰 难 忘 的 身 影 ，留
给我们太多的怀念和思
考：大学教师的核心价
值， 始终是教好书，育好
人。 秋杰身上体现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操
守。她这种竭尽全力扑在
工作上的负责态度， 这种
爱 生 如 子 的 高 尚 品 质 ，永
远值得我们学习。

的门诊和住院记录，与这些年来她的课程表进行
对比，发现治疗时间和上课时间全部错开了！病情
还稳定的时候，她一般都是做了化疗后，休息几
天，等外人看不出她虚弱的样子时去上课。后来因
为治疗密集了，课程又排得紧，她只能前脚出医
院，后脚就进课堂。看着秋杰离开医院的背影，看
着她不合季节地戴着围巾去给学生上课，我无法
想象这些年来她是怎样度过的，无法想象她的内
心是多么地强大。
作为医生，我接触过太多的癌症病人，但秋杰的
坚强、自尊、总是替他人着想的品格，让我敬佩、感动。
她走后，我多次梦到她，每次登陆 QQ，盯着她的网
—腊梅，心情都无法平静。我心中的“腊梅”永远
名——
不会凋谢；秋杰的美，将永留我的心间。

教师楷模 人生榜样

江西日报记者

智 峰

作为自始至终参与采访报道石秋杰老师先进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事迹的记者，每当我想起石老师，就会沉浸在感动
石老师秉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
之中。我感动她教书育人、奉献教育的一生；感动 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母爱在她身
她的坚强、坚韧和坚守；感动她至死不渝的追求和 上体现，师德、师风在她身上彰显。在这里，我想
战斗不止的精神。
为石老师为什么要隐瞒 14年的病情，给出一个
教师的楷模，就是像石秋杰那样，爱岗敬业、 理性的答案。这就是：她离不开工作，她认为身
忘我工作。以敬业奉献为不变信念，用火一般的热 体可以残缺，但人，却不可以成为一个废人！她
情投入工作，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教 时时刻刻都在默默地和死神赛跑，她要在有限
师的楷模，就是像石秋杰那样品德高尚、以德化人， 的人生中，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她的奉献，真诚、无私而又彻底。人生的榜样，就是
石老师虽然只走过了短短的 48个春秋，但她
像石秋杰那样乐观向上、追求完美。激情、风趣是 给我们写下了一本珍贵的人生教科书，留下了宝
学生对石老师的评价；微笑、宽容是医生对她最深 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崇高品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的印象。在女儿面前，她没有愁眉苦脸；在同事面 精神追求，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
前，她笑脸常开。人生的榜样，就是像石秋杰那样 内涵，是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

让
更
多
的
石
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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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来
——
—师德标兵石秋杰事迹报告会侧记
一位即将分娩的学生，叫爱人代表她，从
浙江赶来参加老师的追悼会。追悼会上，
学生们久久跪拜在老师灵前……”
报告会现场，报告团成员的哽咽声
从话筒传出，一行行热泪在观众的脸颊
上静静流淌。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马维娜说：“石
老师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坚持不懈地
教书，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她坚强、乐观的心态深深感动着我。”
南昌大学学生李洪伟说：“石老师乐
于奉献、以诚待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听了报告会，我反思了自己的不足。在今
后的生活学习中，要向石老师学习，做一
个无私、有大爱的人。”
“去年看了光明日报关于石秋杰先
进事迹的报道后，我流了泪。刚才在听石
秋杰先进事迹的报告时，我又流了泪，这

宋 睿

是心灵震撼的泪，是境界升华的泪。我想我
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感同身受。”教育部社
科中心副主任张剑说。
中国伦理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会长
詹万生说：“石秋杰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
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宝贵的
生命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诠释
着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彰显着雷锋
精神在教师队伍中的光辉。”

她的精神值得深入挖掘
石秋杰静静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一名
普通的大学教师，她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
语，但她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
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评价石秋杰是
师德建设的楷模，他说：“目前，师德建设
是突破大学改革发展的瓶颈，是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需要，是师生成长和教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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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这已经成为全体南昌大学教
师的共识。石秋杰就是南昌大学这片沃土
上成长出来的优秀教师的典型代表。”
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劳凯
声教授说：“师德规范在石秋杰身上得到
很好的体现，石秋杰的事迹高尚、纯粹，就
在于她的高尚和纯粹是很平凡和细微的，
她用自己的真心，用自己一辈子的坚持去
坚守、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成为值得我
们大家学习的道德楷模。”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
“石老师的事迹，让更多的学生懂得，不要
简单抱怨社会这儿或那儿不好，也许一时遇
到不顺，但自己要把握自己，好好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
说：“在师德建设中，我们一方面要宣传一
些无私奉献的具有伟大人格的老师，同时
要为更多普通的教师提供一个很好的规

德标兵石秋杰事迹报告会为新契机，进一
步改进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宣传报道，发现和报道各条战线代表中华
美德、时代精神的典型。
中华儿女报刊社社长、总编辑李而亮表
示：
“从石秋杰老师身上，
我们有了进一步的
本报记者 宋喜群 胡晓军
感悟：优秀杰出的中华儿女，就在我们的身
范。精神的力量能够激发人的道德、智慧 边，需要我们用平常的眼光，用心与心之间的
方面的潜力。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石秋杰 沟通，用我们人的本性追求来发现、来感悟、
带着病痛都‘要有个交代’的精神，让更 来总结。我们会看到，身边有千千万万的石秋
多的人认同这种精神，实践这种精神。” 杰，有更多更优秀杰出的中华儿女。”
“石秋杰以自己平凡的人生实践，矗
典型人物传递主流价值
立起人民教师的道德丰碑，展示出社会
报告会上，中宣部副部长申维辰，教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活的精神力量和人
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 格魅力，冲击着也浇灌着越来越多人的
主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等与会领导 心灵。” 南昌大学党委书记胡永新说，
对石秋杰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并号召大 “希望通过报告会的举办，进一步彰显当
家向石秋杰学习。
代知识分子大美无瑕、大爱无疆、浩气长
石秋杰是光明日报去年推出的十大 存的意志品格和精神境界，也激励我们
典型人物之一。光明日报副总编辑何东平 的教师更加忠诚教育、爱岗敬业、爱生如
表示，光明日报近两年推出的一系列典型 子，为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贡献。希
报道，表达了光明日报的一个办报理念： 望通过进一步宣传石秋杰老师先进事迹
通过各条战线的典型，特别是知识界典型 活动，营造学习、崇尚、关爱、争当道德模
人物的报道，传递社会主流价值，在弘扬 范的社会风尚，让石秋杰的精神境界成
主旋律中体现办报特色。光明日报将以师 为更多人的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