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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守卫精神家园
在铁岭市母教中心二楼的文化长

廊，46名志愿者的分享故事映入记者
的眼帘，柴智、郭菲夫妻俩的感言格外
打动人心。

柴智写道：“曾经在一线城市的金融
岗位工作了15年，却发现自己精神世界
的建设还处在毛坯水平，直到有一天走
进了中华文化的森林，才猛然发现，中国
人精神世界中的养分就在这里。于是，
我坚定并欢喜地选择了放弃，走上了一
条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的教育之路。”

郭菲写道：“3 年前，我的先生放
弃一切选择了教育，而我以爱之名选
择了跟随。一生的时光，我们将怀揣
着自己认定的意义，手挽手，在这条漫
长的路上点亮所有的灯，走到尽头。”

曾有不少人不解地问柴智、郭菲夫
妇：“你们俩有那么高的学历，放着那么
好的工作，回来干这个搭钱的事，到底
图个啥？”两人总是微笑着说：“不图什
么，就是觉得这是国家需要、社会需要
做的事，感觉做起来更有意义。”

柴智的这番话令人肃然起敬。在
中国历史上，不正是有许许多多舍小
我为大我、舍小家为大家的人，主动把
个人追求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紧紧相
连，矢志不渝，奋力拼搏，才支撑起中
华民族伟岸挺拔的身躯吗？

铁岭市母教中心成立 8 年来，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公益组
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推动市域治
理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了不可
替代的贡献。

一位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
说，铁岭市母教中心确实做得很出色，政
治方向正确，富有时代气息，落地扎根。

中科院研究员陈一筠说，母亲教
育的大力推广，必将带动家庭和谐、社
会稳定。

2020 年，柴智以社会工作者的身
份被共青团铁岭市委授予“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

教育的大格局是以时代的需要、国
家的需要为取向的，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正是柴智转行从教的初心。

知易行难，但柴智对未来充满信
心。他说：“越是深入学习，越感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能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从学习
中获取营养，增强自信，增加智慧，提
升生活的幸福指数，那将是一件多么
快乐的事啊！”

1 月 4 日一大早，记者走进铁
岭市凡河新区秦淮人家社区，铁岭
市母亲教育中心坐落在这里。

轻轻推开母教中心大门，诵读
声阵阵传来。记者循声来到二楼
教室，只见母教中心创办人王淑荣
正和几个年轻人同声诵读。

今年 67 岁的王淑荣，2012 年
退居二线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筹
建母亲教育中心。一年多以后，母
教中心成立。2014年，王淑荣正式
退休，她没有在家享受含饴弄孙的
天伦之乐，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

母教中心上。
谈起创办母教中心的初衷，

王淑荣说：“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
魂。作为妻子，会影响丈夫的事
业、生活；作为母亲，会影响孩子
的人生；成为奶奶或姥姥，也会影
响到孙辈的成长。但长期以来，
对母亲的教育培训是相对薄弱
的。我们创办母教中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母亲的素质得到全面
提升，使之能够经营好夫妻关系、
家庭关系，营造一个和睦幸福的
家庭。”

铁岭一家两代倾情母亲教育
本报记者 姜义双

王淑荣出生在开原市东部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家中有 9 口
人——爷爷、父母和兄弟姐妹 6
人。她的童年生活艰苦，全家主
要经济来源是靠在乡供销社上班
的父亲。后来，父亲利用休息日
到深山里挖细辛苗，移栽到自家
房前屋后，长成后出售，以此改善
生活。

种植细辛受益后，王淑荣的父
母开始引导村里乡亲种植，不但手
把手教他们技术，还赠送细辛苗给
生活困难的家庭。王淑荣说：“我
父母善良、心胸开阔、乐于助人，看
到谁家有困难，都会帮上一把。村
里有个智障妇女，常常动手打人，
人见人躲，但她却是我们家的常
客，因为每次到我们家来，母亲都
留她上桌吃饭，临走还要送点儿东
西给她。”

“母亲自幼接受传统的文化和

道德伦理教育，她常说，‘儿女不用
管，全凭德行感’。这话说得虽然
不太全面，但父母确实是以不言之
教教我们如何做人的。”说起自己
的母亲，王淑荣深有感触地说，“母
亲嫁到王家时，奶奶已经过世，她
这个儿媳妇撑起了全家。当年，爷
爷带着爸爸、妈妈、两个姑姑住在
祖宅东屋，我们的二爷一家住在西
屋。几年后，我们家从祖宅搬走。
上世纪 60 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
时期，二爷以 3000 元的价格卖掉
祖宅，随后将应该分给爷爷和父亲
的 1500 元钱送到我们家，当时我
父亲每月工资仅有 27 元，但父母
和爷爷商量后，没有收下这 1500
元钱。”

事隔多年，知道内情的王淑荣
曾和母亲聊起这件事，母亲平静地
对她说：“二爷家当时更困难，比我
们需要这笔钱。”

生长在一个温馨有爱的大家庭

在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下，王
淑荣从小就自强自立，勤奋好学，
1972年，她从开原新编乡中学毕业
后留校任教。一年后，王淑荣考入
辽宁大学中文系师资进修班，在校
期间因表现优异入党。经过两年学
习，王淑荣毕业后回到开原，继续教
书育人。

1979 年，经人介绍，王淑荣和
在开原团县委工作的柴秀文结为
夫妻。

王淑荣告诉记者，她很幸运从
一个温馨有爱的大家庭，走入一个
忠义俭让的大家庭。

王淑荣的公公柴忠骥曾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下战功。战
争期间，有一天，柴忠骥带领一个排
的战士往前线运送军需物资，途中
遭遇敌机猛烈轰炸，他被震昏过去，
苏醒过来后，柴忠骥得知全排仅剩

下 5 名战士。战争结束，他回到开
原担任乡镇干部，后来担任乡粮库
主任。

那些年，粮油等生活物资需要
凭粮本油票供应，一些亲戚朋友知
道柴忠骥在粮库当主任，便上门求
批条。实在无奈的时候，柴忠骥
就用自家粮本给他们买。到了秋
天，农作物收割完之后，柴忠骥的
老伴儿像别人一样，到地里捡拾
一些遗落的大豆、玉米，但柴忠骥
说捡来的豆子、玉米也是公家的，
硬是逼着老伴儿把捡来的粮食送
到生产队。

“这些事让我记忆深刻，尽管家
里当时很清贫，但公家的东西一点
儿都不能动，这是我父亲一生恪守
的原则。”柴秀文说。

柴忠骥对待物质利益的超然态
度，影响着柴家所有人，树立了全家

人为人处世的标杆。
柴秀文、王淑荣的儿子柴智读

初三那年，获得了保送重点高中的
资格，但他主动找到班主任，提出
让出名额。参加中考，柴智以全市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开原市重点高
中，三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
大学。

2014年5月，柴智结婚，他坚持
婚礼不办宴席、不收礼金、不动车
辆、不放鞭炮，而是利用一个周日，
回到自己的母校，邀请专家作了一
场以“传统文化进校园立德树人”为
主题的报告会。

王淑荣说：“这就是家风的传
承，而家风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

王淑荣从当老师开始，一直到
走上领导岗位，先后获得了“全国优
秀教师”“辽宁省优秀女干部”等荣
誉称号。

嫁入一个忠义俭让大家庭

在 20 多年从教过程中，王淑荣发
现，有的孩子因家庭教育缺失或不当
而误入歧途，给家庭带来不幸，再联想
到自己以及儿子的成长经历，王淑荣
感慨：“要想改变孩子，必须首先改变
家长，端正家风。母亲是家庭的核心，
教育了母亲，就是教育了整个家庭。”

由此，王淑荣萌生了开展母亲教
育的想法，但因忙于工作，无力付诸实
施。临近退休时，有一天王淑荣对母
亲说：“妈妈，我退休后要做母亲教
育，让更多的母亲都能像您那样。”母
亲回答：“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的
使命，开展母亲教育的事可是个大
事，我支持你。”

当王淑荣向丈夫说起自己退休后
的想法时，柴秀文说：“忠义俭让是柴
家最大的财富，你做母亲教育够格，我

和你一起做。”
2013 年 4 月 17 日，铁岭市母亲教

育中心成立，母亲教育也成为铁岭市
大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

王淑荣说：“教育母亲就是让母亲
从自然状态中觉醒，增强母亲的责任
意识和教育意识，通过培训学习成为
合格的母亲，再成为优秀的母亲，使孩
子有一个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让孩子
的身心健康发展。”

今年46岁的王亚菊是铁岭县阿吉
镇山河村人。6年前，她的丈夫出车祸
突然离世，当时孩子还不满 2 岁，她顿
感人生无望，不出门也不见人，一度
患上抑郁症。经人介绍，王亚菊走进
母教中心，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帮助
下，开始醒悟人生。“通过学习，我明
白了人不能自私地活着。人生天地

间，顺逆都是正常的，如果只想着自
己，就很难走出困境，如果心里装着
为更多人服务的使命感，一切困苦都
能踩在脚下。”

感悟到人生意义的王亚菊，渐渐
地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自愿加入
到母教中心志愿者队伍，和大家一起
走进村屯、社区开展母亲教育工作。

通过母教中心的培训，一批批学
员开始从小我走向大我，从服务小家
走向服务社会。而一个人的变化，不
经意间又带来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单位
风气的变化，形成了中心课堂的裂变
效应。

如今，铁岭市母教中心已走过近8
年历程。8年间，除了王淑荣家人和亲
属鼎力支持外，还有一批受益者成为
中心的志愿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者。他们利用休息日走进村屯、
社区、学校、企业和机关，在更广阔的
领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志愿者
们常说：“母教中心就是用大爱托起的
教育大家庭。”

2017 年，柴智和妻子郭菲辞去在
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开始参与母教
中心的日常工作。在两人的推动下，
母教中心引入了智能化教学手段，随
着空中课堂、名家
直 播 、青 芽 儿 读
书、文化长廊等一
系 列 课 程 和 活 动
的推出，线上线下
学 习 人 数 迅 速 突
破 20 万人次，中心
志愿者增加到 200
余人。

用大爱托起一个教育大家庭

8年前，铁岭市一对退休夫妇创办了
公益性质的母亲教育中心，通过课堂培训
和到村屯、社区、学校、企业及机关举办讲
座，提升母亲的责任意识和教育意识，促

进家庭和谐。在父母的感召下，他们的儿子儿媳放
弃在上海的工作，接掌母教中心，通过引入智能化教
学手段，迅速使线上线下学习量突破20万人次，并
带动200多名志愿者致力于母亲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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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荣（左三）带领母教中心教师到村民家里宣讲。

全家福（右一为王淑荣）。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母教中心志愿者到村里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