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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改写大山女孩命运的“擎灯人”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
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6 月 29 日，在“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梅发言时讲到这句时提
高了声音。
观看直播的全国观众将目光聚焦在她贴满膏
药的手上——正是这双手，把近 2000 名求学的农
村女孩带出大山。
张桂梅是被搀扶着走进人民大会堂的，
上楼梯
时步履蹒跚，手腕、手背和指头的关节处都贴满膏
药。今年 2 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
她也是坐着轮椅接受表彰的。
张桂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她创办了中国
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
高级中学。在这里，学生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夜
里 12 点后休息；3 分钟之内要从教室赶到食堂，吃
饭不超过 10 分钟；即使在 40 摄氏度的夏日，每天
也只能洗一次澡……
张桂梅笃信这套管理办法足够磨炼学生的意
志。
“铁腕”
模式就是抓学习，
对于这些已远远落后在
“起跑线”
上的孩子来说，
这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加速
剂。她始终是学校里最早起、
最晚睡的
“擎灯人”
。
张桂梅总是隐藏起脆弱的一面，
把最严厉的一
面展现在学生面前。一次，
学生米兰考试不理想，
去
找张桂梅谈心。张桂梅就把自己的手伸给米兰看。
那双手每天早上折磨得她疼痛难忍、
睡不好觉。只
有贴上膏药，
她的手指关节才能勉强动弹。
尽管已经 64 岁，但近 12 年来，她几乎是个没
怎么好好休息的“狠人”。此外，她身上还有肺气
肿、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 23 种疾病。
她在 12 年里走过约 11 万公里的家访路，共接
收近 2000 名农村女孩入学。
“ 那个山好大好大，有
的女孩是家里祖祖辈辈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她
一一劝说那些经济拮据或有重男轻女观念的家
庭，
“ 高中我们不收一分钱；上大学，我们也能帮
忙；她想念啥，我们都帮。
”
祖籍在辽宁的张桂梅从 17 岁就到云南支边，
后
随丈夫一同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一中任教。
1996 年，丈夫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张桂梅倾尽家中

积蓄为他治病，但最终丈
虽说学校办起来了，但因为环境艰苦、学生底
夫还是撒手而去。
子差，没多久，17 名教师中有 9 名离开。细心的张
后来，张桂梅辗转到
桂梅发现，留下的教师中有 6 名是中共党员。她因
华 坪 县 中 心 中 学 任 教 。 此执拗地相信：
“要是放在战争年代，剩一个党员，
但不到半年时间，她被查
阵地都不会丢掉，而我们有 6 个人。
”
出 子 宫 肌 瘤 ，足 有 5 斤
因为经费紧缺，
他们就在学校二楼画了一面党旗，
重。当时的张桂梅绝望
把入党誓词写在上面，
还没宣誓完，
几个人都哭了。
极 了 ，同 事 们 都 鼓 励 她
“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
“放心治疗”；当时的华坪
号看得很重。”张桂梅说，她最爱唱“红梅赞”、爱看
县县长还劝慰她说：
“ 你 《红岩》和歌剧《江姐》。她把党章和红歌歌词带到
别怕，我们再穷都会救活你。
”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教给女生们。
那时，
华坪县发出倡议为张桂梅募捐。一名家
“我一定要做‘焦裕禄式’的人。”她至今仍然
住山里的妇女把仅有的 5 元钱回程路费都捐了。
记得，自己在入党申请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即
不久后，张桂梅熬过了生死关头。
便把半生都用来改写大山女孩的命运，张桂梅仍
“他们把我救了，我活着要干什么？”从那以
然谦虚地称自己“是一名普通教师”
。
后，她几乎把捡回的这条命都给了华坪县。尽管
10 年来，
在张桂梅的带领和全校师生家长的共
她无儿无女，但从 2001 年起义务担任华坪县儿童
同努力之下，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教学成果丰硕可
福利院院长，那里的孩子都叫她“老妈”
。
喜：
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时，
96名学生中有
她逐渐发现，班上的女学生越来越少，有人干
69 人的成绩上本科线，一本上线率 4.26%。到了
脆不来学校了。一个家庭有限的教育机会一般只
2020年，
全校159名高考生中有150人的成绩上了本
留给男孩。大山女孩的惯常命运，就是早早嫁人
科线，
一本线以上考生占总考生数的44%。
生子、干农活儿。她们生下的女孩，依然不被重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
视，
甚至遭到遗弃。
视平庸的沟壑。
”
这是张桂梅给学校定下的校训，
她
在张桂梅看来，
一个受教育的女性，
能阻断贫困
鼓励女生们有自信，
也有野心，
希望她们
“在山沟沟
的代际传递。她决定办一所给山里女孩上的免费高
里也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
看到美好的未来”
。
中。虽然她没有资金、
只担任过班主任，
这个想法在
“现在大部分女高学生选择的职业是医生、教
当时的人看来并不成熟，
但她却铁了心要干。
师、警察、部队军人。”张桂梅说，今年，得知有两名
2002 年，张桂梅干了一件“疯狂”的事，她把自
女生参军去西藏，她竟有些不舍。
己获得的所有奖状证书都打印出来，摆在昆明街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张桂梅问。
头“募捐”。她当时单纯地期待着，云南有那么多
“不是你告诉我们的吗？”女生们回答道，
“祖
人，每个人捐 5 元、10 元，建学校的钱就有了。但有
国哪里需要，我们就上哪里去。
”
人以为她是骗子，甚至放狗咬她。5 年过去了，她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张艺）
只筹集到 1 万多元。
2007 年 ，因 为 要
去参加党的十七大，
华坪县特意为张桂梅
拨了几千元经费用于
购 置 参 会 正 装 ，但 她
转手就把钱给了儿童
福利院。
穿着旧衣服进京，
她甚至没发现自己的
裤子已经破了洞。十
七大召开期间，
媒体关
注到了这位穿着破洞
裤子的党代表，
也开始
关注她想创办女子高
张桂梅（前排中
前排中）
）与学生合影
中的故事。

林丽艳：真心服务农业 科技助农增收

科技特派员风采

一大早，宁德霞浦县农业技术和农村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丽艳就来到霞
浦县松山街道沙塘里村指导农民早稻、中稻
种植技术。
自 2020 年 5 月 成 为 市 级 科 技 特 派 员 以
来，下乡服务就成了林丽艳工作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作为一名基层技术推广者，就要
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农业科
技的‘传播者’，引导乡亲们学科技、用科技，
依靠科技致富。
”林丽艳说。
一年来，林丽艳坚持定期开办农业科技
培训班，组织技术培训和现场示范培训 10 多
期，培训农民 500 多人次，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向农民讲授农业知识。积极参加各部门组织
的科技下乡、粮食安全宣传周、千名专家下联
百村等农技咨询服务活动，把农作物种植、减
量增效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资料送到农民
手中，提升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到位率。
在松山街道沙塘里村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林丽艳带领科技小分队成员，创新“科技
特派员+示范基地+示范主体”工作机制，建立
“科技特派员技术推广展示区”，推广巴菲特
西红柿+羊角蜜、美白玉萝卜+水稻+马铃薯
的水旱轮作方式，提升作物品质。展示区推
广羊角蜜甜瓜套种西瓜 60 多亩并取得成功，
平均亩产 1500 公斤，仅此一项，就为沙塘里
村农业合作社增收 36 万元。
贴心服务农民，保障农业生产。在农业
生产中，病虫害、自然灾害往往会给农民造成
巨大损失，为此，在下乡服务中，林丽艳十分
注重农业灾害防治工作。她立足自身专业特
点，跟踪观察水稻长势，及时预测和传递水稻
病虫害信息，帮助农户及时调整生产、应对灾
害，确保群众稳定增收。
2020 年 12 月寒潮来临前，林丽艳深入农
村发放《做好寒潮后农作物病虫害预防》
《当
前防寒防冻七条措施》等宣传资料，进村入
户指导农民根据不同作物特点，选择科学有
效的防御措施，手把手帮助农民做好防寒举措，最大限度
减轻灾害损失。
科技特派员不仅是农业科技的传播者，更是农民脱贫
致富的引路人。在林丽艳的指导下，松城街道七宝洋村种
植大户蔡起架采用水稻稻鸭共生栽培技术，通过冬季播种
紫云英、播撒有机肥以及鸭粪回田技术提升土壤肥力，通
过灯光诱杀、虫网隔离、生物农药苦参碱等手段防治病虫
害，水稻和稻鸭产量逐年增长，实现年均增收 5 万元。她
还指导种植户温李云发展夏秋错季蔬菜种植生产，实现每
亩增收 0.8 万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1 年 2 月，林丽艳被霞浦县委
县政府评为“霞浦县 2020 年度先进个人”，4 月被福建省农
业农村厅授予“最美农业专家”称号。
“面对荣誉，我必须要
更加努力。”林丽艳说，她将保持初心，扎根乡野，辛勤耕
耘，为实现乡村振兴不断贡献新的科技力量。
（来源：闽东日报 记者：
林强）



陈天章家庭：
“ 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

撰写的纪念伯父陈天章的祭文，我一

么紧张，伯父的心中始终亮着共产主义这
盏明灯，不忘宣传革命理想。
1926 年，莆田党组织为了纪念“五卅
惨案”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直
达地方军阀旅部所在地。英勇无畏的伯
父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头，和进步学生一起
在街头张贴“打倒帝国主义”
“ 打倒军阀”
等标语，散发传单，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
对帝国主义。
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
高。年轻的伯父坚定斗争意志，不屈不
挠、一往无前。他于 1926 年 6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立志决不能碰到一点挫折就畏缩
不前、打退堂鼓。

直熟记于心。小时候，我完全不懂诗

除恶斗霸，无私无畏

的含义，但听长辈说起这首诗时，也会

伯父在地方名校上学，家人希望他将
来能谋个一官半职，成为达官贵人。但看
到群众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却又长期被地
主、恶霸剥削，最终到手的粮食没多少，他
深感愤恨。伯父明白，一人幸福不是幸
福，大众幸福才是真的幸福，不仅要宣传
共产主义，
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干好革命，除了会“文”，还需要“武”，
既要会战斗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于是，一
介书生的伯父短时间内学会了“扛枪弄
炮”
。
1928 年春，伯父担任莆田党组织领导
的第一支工农游击队队长。他率领部队
到处打击“缉私队”，拔除民团据点，积极
开展除霸斗争，收缴地霸武器。从此，这
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
断地向前发展。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领
导武装斗争的伯父在革命的路上充分发
挥自身理论优势，有勇有谋，闽中革命的
多个“第一”
都有他的身影。
1930 年 11 月 9 日，中共莆属特委宣告
成立。这是闽中第一个地委级党的组织，

吊凤岭陈天章烈士
十年门下喜相逢，
世事沧桑痛鞠凶。
早岁怜君离怙恃，
一心羡尔拯工农。
势成骑虎还催敌，
阵合长蛇尚挫锋。
闻说城南遗迹在，
还留碧血染青榕。

陈国柱（莆田党组织主要创建者）

隐隐感伤。

勇于斗争，革命到底
伯父陈天章，别名柯芹，1906 年出生
于莆田县新县乡（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
镇）外坑村一个农村牧师家庭。11 岁时父
母相继病亡，
伯父由其婶母抚养。
1922 年，伯父考进莆田哲理中学。彼
时，原就读于厦门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夏大
学的莆田籍学生陈国柱先后带回各种革
命书籍，在莆田各中学散发。满腔热血的
伯父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革命书籍，毅然
选择献身于革命道路。
伯父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还将革命思想渗透给身边的人。他曾经
拿着《共产主义 ABC》，一字一句念给一字
不识的婶母听，并告诉婶母：
“共产主义运
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参加革命工作时，伯父经常将印有革
命标语的传单拿些放在身上，分给乡亲
们，传播革命理想信念。不管当时形势多

伯父担任特委委员。在伯父的建议下，中
共莆属特委会把土地革命试点和红军据
点由澳柄乡转移到他的家乡——莆田东
北部的偏僻山区外坑乡。同年 12 月 9 日，
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在宣德宫成立，这是在
莆田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群众基础好是开展革命的有利条
件。但是在家乡，平日里都是邻里乡亲
的，要做好工作要一碗水端平，做到公平
公正。
在发动群众开展打击地主、恶霸斗争
中，伯父率队抓捕了 3 个与他有亲戚关系
的地主，如此秉公处事、不徇私情，让群众
看到共产党和红军是真心为民的，大家纷
纷表示拥护。
1930 年 12 月 26 日，伯父率部在莆田
山区芦尾村执行除恶斗霸任务，遭受驻闽
中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一部会同地方各
种反动武装 800 余人包围。敌人从四面八
方开枪射击，又纵火烧山。面对强敌，伯
父带队奋力反击，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
众，负伤后不幸被捕。
寒冬腊月，赤诚红心。伯父被押途经
白沙街时，仍慷慨激昂地向围观的群众宣
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道理，号召大家继续
与军阀、民团斗争。当地恶霸范少京威胁
说：
“你死在眼前，还敢多嘴！”伯父语气坚
定地说：
“我死后，还有无数的同志会继续
斗争下去，你们这些人迟早逃不了人民的
法网！
”
当晚，伯父被关押在县城海军陆战队
旅部监狱，军法官要他说出所有共产党员
的名字，他从容不迫地回答：
“我是共产党
员 ，其 他 的 我 不 知 道 。”军 法 官 要 他“ 自
新”，他斩钉截铁地说：
“ 我只知道‘革命’
二字！
”宁死不屈，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
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革命者面临的
是舍身取义。1930 年 12 月 28 日，伯父在
城关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 24 岁。

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父亲自懂事起，就跟着伯父给红军站
岗放哨，为革命活动做保卫工作……伯父
牺牲后，父亲一路辗转至福清，继续加入
革命队伍。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
熄灭。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父亲的革命经
历也写满了慷慨和悲壮。他常说：
“ 你伯
父那么年轻就为革命献身，我们吃这点苦
算什么！倒是困难坚定了我们的初心，越
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
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于 1956
年 4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8 月在
新县供销社工作。那是个物资短缺的年
代，老百姓的各种生活用品和口粮都要供
应，但父亲从来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
。
有一年临近春节，供销社门口十分拥
挤，有不少村民排队领取过节物资。母亲
试探地问父亲：
“ 能不能不排队直接把粮
油带回家？”父亲一口回绝：
“ 大家都在排
队，咱们不能搞特殊。”第二天一大早，顶
着凛冽的寒风，父亲牵着年幼的我去排
队，说：
“阿泉，你要记得，我们作为革命后
代，更要坚守规矩，不搞特殊，不能插队，
用咱们的行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
风。
”
父亲一生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从来
不搞特殊化。他教育我们：
“ 好好学习革
命的思想和作风，不怕困难不怕累，脚踏
实地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他严于
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一直是我们
后代学习的榜样。

坚守初心，接力传承
父亲的谆谆教诲一直萦绕在我耳旁，
师范毕业后，我选择回老家，去条件较为
艰苦的新县山区学校任教。

山里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看着学生们
一个个出人头地，我的内心特别地自豪。
2017 年，我因从事乡村教育满 30 年，获得
教育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百年筚路蓝缕，百年接续奋斗。在莆
田涵江区新县镇外坑宣德宫旁，有一座两
层的楼房，是莆田市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外坑乡苏维埃政府纪念馆。每
逢过年，我们全家老小都会义务清扫纪念
馆，向参观者讲解伯父与闽中革命的故
事，缅怀先烈。
只有深入了解革命前辈的苦难，才能
真正读懂不畏强敌、不惧牺牲、舍身取义、
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坚守初心使命，教
育好下一代，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才是
对伯父等先烈们最好的告慰。
“我们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学习先烈
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精神，学习先烈英
勇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我时常对
儿子说，
“你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中必须
恪尽职守，我们要无愧于先烈。”儿子谨记
我的话，在工作岗位上履职尽责，令我很
是欣慰。
我的侄子陈志国是闽中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处的一名工作者，也是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每到清明节等重要节点，
侄子都会向前来陵园祭奠英灵的学生、
干部、群众和驻莆官兵讲解闽中革命历
史。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唯有不忘初心，
铭记历史，讲好身边红色故事，传承好红
色家风，方能告慰先辈。我已是古稀老
人，生活在和平时代已心存感恩，在有生
之年，我将守护好外坑乡苏维埃政府纪念
馆和伯父故居，让红色火种心手相递，让
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原创：闵继轩
口述人：陈金泉，系陈天章侄子 整理人：
陆婵娟 洪颖 陈碧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