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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初心
2012年10月，王玉菊随丈夫工作

调动，被分配到盘锦市教师进修学院，
承担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研工作。

当时，盘锦市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已在多数小学开设，但缺乏专职
教师和专用活动教室，学生活动也
多局限在校内。针对这一实际情
况，王玉菊与县区教研人员和一线
老师共同研究策划，积极组织活动，
取得了可喜效果。

如今，已连续举办三届的盘锦
市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成果展示、
义卖、捐赠活动，受到了师生、家长、
社会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已连续举
办7年的盘锦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任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全面提
升了全市任课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专
业化水平。

2015 年，王玉菊代表我省在全
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年会上做了
现场交流；2014年至2018年，连续5
年被全国教育学会综合实践学科委
员会评为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课题研
究先进个人；2019年，被评为“辽宁
省中小学骨干教师”。

无论是在长达 20 年的农村教
育一线，还是在进修学院的辅导课
堂，王玉菊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爱，
始终保持对职业的初心和坚守。

王玉菊坚守这样的初心——老
师，不只是一个教书匠，更是学生知
事明理的领路人。在三尺讲台上，
她把教书育人贯穿教学始终，教授
学生为人处世的道理，培养学生主
动学习的习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
格品质。她从教28年，义务辅导学
生28年，从未上过一堂有偿课。

为提高青年教师的任教能力，王
玉菊经常深入一线调查研究，采取建
立个人档案、定期跟踪指导等方式，
先后培养了15名青年骨干教师。其
中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教师谭
智，在她的指导、帮助下，多次参加
省、市比赛和国家级年会，被评为辽
宁省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并建立
起自己的名师工作室。

在王玉菊一次次讲座、培训、指导
下，一个个教学新秀在综合实践活动
领域里脱颖而出。几年来，盘锦市共
有5名教师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全国年
会获得一等奖，11人先后被评为市级
和省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对张达征、王玉菊夫妇的
采访，是在王玉菊的父母王现
奎、刘香兰家里进行的，话头也
就此展开。

“赶上周末，我们过来看望
老人，他平时工作忙，难得有闲
暇时间。”看着丈夫，王玉菊笑
意盈盈地告诉记者。

“我爸妈来盘锦快4年了，
他给接过来的。在这边买了
房子，定居了。”王玉菊眼里爱
意浓浓。

“结婚后，她始终和我的父
母一起住，最初 6 年我们两地

分居，当时住的还是平房，都是
她在农村照顾二老。我转业后
就萌生了念头，把岳父岳母接
到身边来。”张达征说，自己在
部队服役那些年，妻子很不容
易，她一个人用柔弱的肩膀扛
起了事业和家庭两副重担。

“她是教师，又是军嫂。
她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很多事
情 ，都 感 动 到 我 ，也 改 变 了
我。每每看到家里摆放的各
种荣誉证书，我就想说，军功
章里有我的一半，更有她的一
半。”张达征说。

王玉菊：用柔弱肩膀扛起事业和家庭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文并摄

“我俩相识是从互通书信开始
的，从笔友间的友谊，慢慢升级为恋
人关系。”王玉菊说，她和张达征都
是沈阳新民市人，一个在新民北的
叶茂台镇西二台子村，一个在新民
东北的金五台子乡金五台子村，两
家相距70多公里。

“我这辈子，和‘台’字有缘。”张
达征插话说，“我生在金五台子，找对
象在西二台子，当兵在锦州凌海市三
台子，最后落户在盘锦市兴隆台。”

王玉菊接过话茬说，“我在新民
师范学校（现沈阳大学新民师范学
院）就读时，寝室同学正和他军校战
友处对象，那年代时兴书信往来，她
就给我俩介绍成了笔友，后来他俩
没成，我俩反倒走在了一起。”

从1989年成为笔友，一直到结
婚前，两人前后通信 5 年。“写了多
少封信？那可多了。一周最少也得
两封吧，加一起得有几百封。”说起
信件总量，张达征笑声朗朗。

“我俩年龄差不多，都是70后，
他比我大几个月，所以写信时我叫他
哥，结果这一叫就是30多年，改不过
来了。”王玉菊笑着回忆说，“他的文
字功底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还有我
俩第一次见面，可有戏剧性了！”

通信两年后，随着交流的深入，
两个年轻人都对彼此有了好感。
1991年，张达征坐了两个多小时的
火车，从锦州到新民来见笔友。“坐

的是慢车，每个站都停，事先也没打
招呼，怕不让我去看她。”张达征说。

“他来的时候我们正上体育课
呢，那时也没有电话，更不知道他
来，再说我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呀。”
事隔多年，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在王玉菊眼前仍清晰如昨——

“他穿着军装，笔直地站在那
里，同学们都看他，说来了个当兵
的。当时都以为是我同寝室同学的
对象来了。上完体育课，大家围过
去问他找谁，他说找我同学，没说找
我。把他领到寝室，结果我同学说
他也不是我对象啊，再一问，他就把
我的名字说出来了……”

“他那时年轻，很瘦，穿着军装
很帅气！”王玉菊说，从那天开始，两
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热恋中的年轻人，总有说不完
的话。“我俩之间的通信仍在继续，
她也来军校看过我。”张达征说。

1994 年 4 月，历经“爱情长跑”
的王玉菊、张达征喜结连理，王玉菊
也成了一名军嫂。而那些见证了美
好爱情的书信，其中的一部分至今
仍然留存，并被王玉菊工工整整地
抄写到了日记本上。

“我在部队时，从排到连，从营
到团，她跟着我搬了几十次家，失落
了一些信件。我还记得有一年搬东
西，孩子不小心扯到了信，她一看被
弄坏了，当时就哭了。”张达征说。

五年鸿雁传书 笔友情定终身

1992 年，王玉菊从新民师范学
校毕业。此后的20年里，她始终扎
根农村，相继在3所小学任教，把自
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农村
的孩子们。

走出校门后，王玉菊被分配到
了老家附近的大柳中心小学，担任
一年级班主任。单位距家20公里，
上下班要骑自行车，这也是王玉菊
读中学时求学的路程。

“小土道，还没有路灯，入冬后
天黑得早，老爸不放心我来回跑，就
在他单位找了一个值班室，让我住
在那里，离学校近。”回忆刚入职的
情景，王玉菊落泪了，“这是我任教
的第一所学校，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也是最多的。”

那年冬天，每天放学后，王玉菊
都要把学习吃力的孩子留下来，单
独进行辅导。“家长来接孩子时，看
到我没地方做饭，就给我带点儿吃
的东西，今儿这家拿来俩馒头，明天
那家捎来一盒饭，那段时间，我吃着
百家饭。”

农村贫困家庭多、单亲家庭多，
孩子心理问题突出。为了不让一个
孩子掉队，王玉菊在20年里，几乎没
休过一个中午，将课余时间都用在了
义务辅导、心理疏导上，让孩子在平
等、自信、关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2001 年，王玉菊随军来到张达
征部队驻地，工作也调到凌海市三
台子镇中心小学。学校就在部队营
房旁，这给王玉菊的课外辅导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

“都是农村孩子，每天都来我们
家补课，刚开始我是不太理解的。”张
达征告诉记者，他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妻子给孩子们包饺子，因为男孩子
多，又正是能吃的年龄，他回家时饺
子一个都没剩下，“当时我埋怨说，你
看你一天天地忙乎一帮孩子，但慢慢
地，体会到她对待学生们的一片苦
心，自己就渐渐地被她感动了。”

“孩子学习不好，她可是真操
心，总是想尽办法帮助孩子把成绩
提高上去。有的家长不想让孩子念
书了，她就一遍遍地去家访，不让一

个孩子掉队，甚至自掏腰包对他们
进行资助。”张达征说，部队条件好
一些，“我就去食堂给来家补课的孩
子打饭、送饭，做好后勤保障，让她
安心辅导孩子们。”

“小学生年纪尚小，还缺乏独立
思考的能力，老师的每个动作甚至习
惯，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模仿，无意
中说的一两句话，都可能对他们的一
生产生影响。”王玉菊告诉记者，每每
想到这些，她都会觉得教书育人是一
件幸福的事，伟大的事，“作为一名教
师，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善
良的种子、智慧的种子。”

前不久，王玉菊十多年前教过
的一个叫蔡宇哲的学生几经辗转联
系到她。通电话时，蔡宇哲激动地
说：“王老师，当年您批评我，我还想
不开，现在回过头来特别感谢您，幸
亏您当年对我认真负责，才有了我
的今天。”王玉菊告诉记者，蔡宇哲
如今已大学毕业，自己开了一家公
司，“这个电话，让我觉得特别欣慰，
特别幸福！”

农村任教二十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选择军人，就选择了聚少离多，选
择了默默坚守。

“新婚刚三天，他就接到命令，让
即刻返回部队。再次回家，已是半年
以后了。”王玉菊说。

那时，张达征刚在部队任连长，一
年到头比武、竞赛，基本顾不上家。为
了让他全身心投入部队工作，王玉菊
来回奔波，同时还要照顾双方父母。

公公张朝余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婆婆王玉兰患有胆囊疾病，父亲年轻
时腰受过伤，母亲长期失眠身体衰弱，
丈夫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天，王玉菊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买米买面、照顾老
人全靠她。

白天在学校忙，下班回家里忙，成
了王玉菊的日常。因为经常要给老人
熬药，家里液化气特别费。为了节省
5 元钱的液化气罐搬运费，王玉菊就
骑自行车自己去加气站罐气，随后再
一步步扛上楼。风里雨里，王玉菊用
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担。

这些年，张达征先后到天津、北京、
上海多地执行任务，有时一去就是一整
年。为了不让丈夫为家事分心，王玉菊
把自己变成拧了发条的闹钟，每天早上
起来精心为老人做营养餐，晚上给老人
熬中药，平日里给老人洗澡、理发、洗衣
服等事情，更是细心周到。

这些年，王玉菊将家料理得井井

有条，一家人和和睦睦、相亲相爱。
4位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她的精
心照料下，身体状况都有好转，个个笑
口常开；张达征的侄女、外甥、外甥女也
都在她的帮助下，各自有了温暖的家，
她成了孩子们最贴心的“老婶”“舅妈”。

王玉菊的支持，让张达征全身
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先后荣立一等
功 1 次 ，二 等 功 1 次 ，三 等 功 6 次 ；
1998 年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人事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表彰
为“全国抗洪模范”，2000 年作为武
警 部 队 代 表 参 加 全 国 英 模 大 会 ，
2006 年当选为第九届“中国武警十
大忠诚卫士”，先后两次受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王玉菊也先后获
得“辽宁好人”、省军区“好军嫂”、盘锦
市“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4年，张达征脱下穿了27年的
戎装，转业到了盘锦公安系统，虽说他
平时还是忙得顾不上家，但王玉菊很
知足，“4 位老人都
在我身边，儿子也
已大学毕业，有了
自己的事业。人们
常说，家有一老胜
似一宝，如今我身
边有四宝，他们是
我最大的财富，最
大的幸福。”

默默坚守，幸福家庭苦尽甘来

王玉菊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在农村
任教20年，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教书育
人上，努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王玉菊曾
是一名军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家庭

无怨无悔地付出，将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一家人和
和睦睦、相亲相爱。丈夫张达征因她的支持，多次
受到部队表彰，他说：“我的妻子，用柔弱的肩膀扛
起了事业和家庭。”

核心
提示

9月10日教师节，张达征特意和妻子王玉菊合影留念。

王玉菊到小学进行综合实践活动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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