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人们永远难忘王红旭这样的崇高生命
姿态——面对江水湍急、暗流涌动，王红旭
心怀大爱、纵身一跃，用舍己为人的牺牲，培
育了爱、激发了爱、传播着爱，诠释了“为人
师”的真正内涵。

9月16日，中宣部决定授予王红旭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发布厅内，掌声因敬仰而
响起；电视机前，无数人的泪水因感动而流
淌。我们惋惜——王红旭的一生，实在太短
了，短到来不及看着儿子长大。但我们也
深知，他的精神陪伴会长远，他散发出的光
和热，定会持久地照亮孩子们前进的路。

“楷模”一词，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一
位普通教师的不凡举动，成就了师风，撑起
了师德，标注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精神
高度，树立了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
典范。当我们缅怀逝者时，我们也在思
考——应该向时代楷模王红旭学习什么？

向王红旭学习，就要学习“师者之
爱”。江水前那一刻，面对两个素不相识的
孩子，王红旭没有一丝犹豫，纵身入水。坚
决背后，是这位小学教师留给世人的“最后
一课”。平日里，王红旭以爱为犁，默默耕
耘，关注每个学生的闪光处，坚持“成绩重
要，成长更重要”；危难时，爱生如子的本
能，让王红旭临危不惧、甘当人梯。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王红旭的师者人生，蕴藏着
一种伟大而朴实的教育感召精神，诠释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崇高境界。

向王红旭学习，就要让家风代代相
传。三代为师的经历，让至诚至深的教育
情怀深入骨髓。王红旭的爷爷，坚守讲台
40 多年，直到离世前一刻还在上课；王红
旭的奶奶，长期担任村小教师，每逢雨天
都要把孩子们一个一个背过河……“教良
心书，教清廉书，教公平书”，这是王家家
训，更是家人们在王红旭心里播下的种
子。良好的家风，是大爱无声的源头，更是勇敢抉择的底
气。正是这样深笃的家风，滋养了“师者仁心”，铸就了“英
勇无畏”，让一份普通的职业变成了无悔的事业。

向王红旭学习，就要让大爱延续。王红旭教过的学
生，含泪告慰他，“我们的体育成绩可一点没有落下”；王红
旭的结发妻子动情地说，“看似你把爱留给了别人，但你走
后，别人也把爱传递给了我们”。这样的爱心接续，滋养着
重庆的城市精神，也不断孕育出城市英雄和时代楷模。从
马善祥、杨雪峰、毛相林，再到王红旭，重庆的各个领域，涌现
了大量优秀人物。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城市精神勃
发生长的生动体现。在这座城市里，爱与温暖持续释放，
汇聚起强大的正能量，让每个人都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撑。

旭日东升，救命之恩难忘；光阴流转，授业之恩永存。
第37个教师节刚刚过去不久，育才小学的操场上，至今仍
悬挂着纪念王红旭的横幅。此时此刻，对王红旭的缅怀之
情，正在升华出更为深刻的意义——那就是激励广大教
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拼搏，以忠诚干净担当的
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
争先、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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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吴蓉瑾、王红旭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2021年9月16日）

重庆两江四岸重庆两江四岸
为王红旭老师为王红旭老师““亮灯亮灯””

致敬致敬！！

□本报记者 杨铌紫

万州区铁炉小学老师王平代替儿子
王红旭，领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中宣
部授予王红旭“时代楷模”称号的荣誉证
书。当天，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
厅”栏目，邀请王平以及王红旭的亲友一
起走进节目录制现场。

“念你的名字那就是光阴的诗行，让
心与愿永远善良……”伴着童声歌唱，大
屏幕定格了王红旭生命中的最后一刻：6
月1日下午5时40分左右，大渡口区万
发码头长江边两名儿童意外落水，大渡
口区育才小学体育老师王红旭纵身一跃
跳入江中，奋力营救落水儿童，江边的热
心市民则用身体搭起“救命人链”接应。
在现场群众帮助下，两名儿童被成功救
起，而王红旭却因体力不支被江水冲走
而牺牲，年仅35岁。

看着屏幕上王红旭的身影，坐在舞
台一侧候场的王红旭妻子陈璐希和父
亲王平早已泪如涌泉，不停用纸巾擦拭
着。

“我以为旭哥会跟着我游回来，但转
头看到他已经被江水吞没，岸边他的儿
子还大喊着‘爸爸去哪里了’。”好几个月

过去，王红旭生前好友、巴南区典雅小学
体育教师许林盛在镜头前还是无法自
控，几度哽咽：“我想对旭哥说，你永远是
我们的英雄！”

谢林巧现是巴蜀中学高三学生，曾
是王红旭教过的学生，当她上台时，大屏
幕播放了一张她与王红旭老师唯一的合
照。她未语泪先流：“王老师，巧儿真的
很想您，您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人生
的榜样和体育路上的伯乐。”

原来，谢林巧读小学三年级时，母亲
担心训练会耽误学习，便不再让她继续
练田径。谢林巧在体育方面非常有天
赋，王红旭看在眼里，便多次与小谢母亲
沟通，最终这个体育“好苗子”才得以保
住。谢林巧也很争气，拿下了重庆市第
五届运动会女子短跑100米和200米的
第一名。

谢林巧特地写了一段话送给王老
师：“现在我感觉无条件站在我身后的人
少了一个，前几天我回到育才小学，站在
操场上，没变，还是那个样子，可我眼前
满是你的身影，我绷住了很久都没有哭，
我想王老师也不希望巧儿哭，但是我现
在真的绷不住了。”

由于疫情防控，录制现场没有观众，

但有百余名观众在“云”端进行了观看，
大家的情绪也跟着现场的讲述随之波
动，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同为教师的陈璐希深知丈夫的性
格，她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红旭很喜
欢学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也教
会了我要学会俯下身子，倾听孩子的心
声，做学生心目中真正的好老师。”

王红旭一家三代都是教师，他的爷
爷曾说过三句话：“要教良心书，不要
误人子弟；要教清廉书，不要搞歪门邪
道；要教公平书，不要厚此薄彼。”这一
份祖辈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王平说，儿
子继承得很好，在他心中，红旭是一位
有良心有责任有担当的老师，更是他的
好儿子。

节目接近尾声，王平和另一位“时代
楷模”——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
学校长、教师吴蓉瑾看到王红旭的事迹
深受触动，同样红了眼眶，她握着王平的
手动情地说道：“我要向王红旭老师致以
最高的敬意，向他学习，在孩子们的心田
播下爱的种子。”

或许，这不仅仅是“时代楷模”之间
的相互谦逊与尊重，更是新时代人民教
师之间的心灵相通与情感契合。

9月16日晚，重庆市两江四岸多个地标建筑点亮灯光，
向王红旭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王红旭时代楷模”字样，轮番在地标建筑上闪现。晚上7
点 30 分开始，解放碑商圈、观音桥商圈、江北嘴、渝中区
WFC环球金融中心、渝北区新光天地等地的大型LED显示
屏滚动播放着王红旭老师的先进事迹。

图为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LED显示屏播出“时代楷
模”王红旭主题海报及微视频。

记者崔力、周松、实习生肖秋灵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吴蓉瑾，女，汉族，1974年生，中共党员，上海市黄浦
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教师。她传承红色基因、培育红
色传人，培养近千名小学生党史讲解员，在学生心中播撒
理想信念的种子。她扎根基础教育、潜心教书育人，不
断创新德育方法手段，真情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有力促
进了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她推动教育公平、促
进均衡发展，以实际行动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在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作出了突出成绩，荣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等。

王红旭，男，汉族，1986年生，重庆万州人，生前系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教师。他传承家风、担
当使命，一家三代从事教师职业，真心热爱教育事业，
着力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强健体魄。他以德立身、潜
心施教，在基层小学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展现了爱生
如子的真挚情怀和甘为人梯的高尚境界。他胸怀大
爱、见义勇为，2021年 6月为救两名落水儿童，献出了
宝贵生命，用短暂一生诠释了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的深
刻意义。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授“全国优秀

教师”等称号。
吴蓉瑾、王红旭同志是一线人民教师的优秀代表，

是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他们用默默无闻的耕
耘，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用甘当人梯的奉献，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用舍己为人的牺牲，彰
显了人民教师这一最伟大最神圣职业的崇高价值追
求。为宣传褒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中共中央
宣传部决定，授予吴蓉瑾、王红旭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以英雄模范为榜

样，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
党性修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为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拼搏，以忠诚
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他用生命诠释教师的初心
——“时代楷模”王红旭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侧记

王红旭的父亲王平代领奖牌和证书。

发布仪式现场，学生在回忆王红旭。

发布仪式现场，参与救人的许林盛在追
忆王红旭救人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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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中宣部授予我市勇救落水
儿童牺牲的王红旭老师“时代楷模”称
号。王红旭老师甘当人梯的奉献，舍己为
人的牺牲无不彰显了人民教师崇高的价
值追求，激励着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教育工作者、普通群众在平凡岗位上担当
使命、建功立业。

铭记最后一课
以爱温暖人心

16日晚，大渡口区组织辖区所有学
校集中收看央视《时代楷模发布厅》，重温

“时代楷模”王红旭的先进事迹。在王红
旭曾经工作12年的育才小学，师生们聚
集在大屏幕前眼含热泪观看。

“第一次看见王老师是在学校的运动
会上，他带笑的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从小，老师们就教育我们要做对社会
有用的人，王老师，您用生命去救两个素
不相识的小朋友，给我们上了最深刻的最
后一堂课！”五年级学生张梓萱哽咽地说，
她会永远记得王老师、记得这堂课。

王红旭的同事、青年教师陈冠宏说，
他们要从王老师手中接过爱的接力棒，用
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和
神圣使命，以爱暖人心、以爱育栋梁，培育
更多新时代好少年。

践行楷模精神
培养栋梁之才

王红旭小学至高中分别就读于万州
铁炉学校、万州中学、上海中学，9月16日
晚，万州区教育系统1.2万余名教师、10
余万名中小学生，通过电视、网络收听收
看了“时代楷模”王红旭的先进事迹，反响
热烈。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舍生取义，用
生命托举起生命，王红旭的初中班主任、
万州中学教师蒋继鋆倍感痛心又十分骄
傲，他说：“作为一名老教师，我将站好最
后一班岗，教书育人发挥余热，把王红旭
见义勇为的事迹和崇高精神讲给学生们
听，教育他们学习时代楷模，胸怀祖国人
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强国
新一代。同时，还要讲给年轻教师们听，
勉励他们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四有’好
老师。”

“王红旭老师是我们新时代教师群体
中的骄傲。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见义勇
为，他的感人事迹、高尚品格激励我在自
己的教育岗位上为每一位学生倾注爱心、
奉献力量。”大坪小学五年级（四）班班主
任、已有20年教龄的语文教师尹欣得知
王红旭老师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后激

动地说。她表示自己将以王红旭老师为
榜样，以德立身、关爱学生，为社会、为国
家培养更多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

立足岗位实际
干好本职工作

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华社区党委书记
谭万江说，王红旭用自己的英雄行动，传
承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践
行了伟大中华民族的博爱情怀。“作为一
名社区党委书记，我们要在社区内努力营
造铭记楷模、崇尚楷模、学习楷模的浓厚
氛围，把学习楷模事迹与党史学习教育结
合起来，切实为辖区居民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做一个有温度的社区工作
者。”

重庆市南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青
年党员胡麟表示说，王老师舍身救人的义
举折射出他是一个心里装着他人、愿意用
自己照亮他人的人。“王老师身上这种无
私奉献的精神，正是窗口服务最需要的特
质。我们要积极践行这种品格，以更多实
际行动落实好精细服务，为民办实事。”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践行使命担当

“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这种舍己为

人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山城，温暖了重
庆。”永川区板桥镇宣传统战委员邓成
红在学习王红旭同志的先进事迹后表
示，王红旭展现出见义勇为的人间大
爱，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勇敢担当，是
青年人的榜样、重庆人的楷模、新时代
的先锋。他表示下一步要利用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立足岗位实
际，对照板桥镇民生实事清单，聚焦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

市大数据发展局青年干部莫言认
为，王红旭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楷模，
他用实际行动传承了见义勇为的传统
美德，用大无畏的精神谱写了一曲英雄
的赞歌。作为一名党员，她将学习王红
旭心系群众、敢于献身的崇高精神，把
自己融入工作和群众中，怀着为民服务
的信仰，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对标先进、争当先进，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提
升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水平，为全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彭瑜
李珩 周尤 杨铌紫 向菊梅 张凌
漪 实习生 温瑞霖）

在平凡岗位上担当使命建功立业
——王红旭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