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封辞职信引发
的职工爱心接力 》 刊登于2017年3月11日社会纪事
版， 后来被网络转发， 据统计， 阅读量达到10万+。
但是我酝酿篇稿子， 却在此前3年就有想法了。

最初， 我的跑口单位中建二局三公司的通讯员
吴兰军告诉我， 他们公司有人因为支教要辞职， 看
此事是否值得报道。 然后， 我就开始往下追踪采访。

事情要回到2014年3月， 三公司有个女职工叫李
莹， 她推开了中建二局三公司直营业务部党委书记
闵学军办公室的门， 向领导递交辞职信。 “干得好
好的， 为什么要辞职？” “我要去彝良支教。” 闵学
军有些意外， 经过详谈， 他拍板做出了同样令李莹
意外的决定。 “支教是件有意义的事， 但不是你一
个人的事。” 闵学军说， “放心去吧 ， 岗位为你留
着!”

2015年5月， 三公司团委发起的志愿支教 “筑梦
计划———支教山区 爱心接力 助力未来” 启动， 并发
布了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筑梦计划”
实施方案》， 以红头文件方式， 在制度上保障 “筑梦
计划” 工程的实施， 该文件从选拔 、 竞聘 、 责任 、
权利、 义务等多个方面规定， 公司每半年在6个区域
的青年志愿者中， 通过精品演讲的方式择优选取一
名优秀的青年员工代表前往双河小学进行义务支
教。 2015年9月， 三公司天津分公司青年员工李宏
泽前往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木龙小学 （原双河小学
拆分成木龙、 高坎两个小学， 李宏泽被安排到木龙
小学， 后续都是在木龙小学支教）， 成为义务支教第
二人。 2016年3月， 三公司华南分公司青年员工程彦
杰成为义务支教第三人。 2016年9月， 三公司武汉分
公司青年员工苗壮成为义务支教第四人。 2017年3月
3日， 三公司西南分公司青年员工李勇成为义务支教
第五人， 3月5日前往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木龙小学。
就这样， 支教的事情， 被三公司职工一棒一棒接力
下去了。 支教， 也由个人行为， 变成了公司集体的
担当。

就这样， 一篇社会纪事报道就逐步深挖下去了。
当然， 要采访到那些支教的职工并不容易， 利用他
们回公司汇报的机会， 我抓住时机进行了采访， 最
终形成了报道。

如今， 该公司的支教行动仍在继续。

10万+阅读量稿子
《支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出炉记
□本报记者 马超

2019年5月18日， 《劳动者周末》 社会纪事版面
刊发了 《北工大 “第一书记” 走进张泉村》 的故事，
作为报道这篇通讯的记者， 我不仅对当时的采访经
历至今记忆犹新， 还持续关注着张泉村的扶贫故事。
现如今， 接力参与精准扶贫的第二任北工大 “第一
书记” 沈自友， 已经上岗半年多了， 精准扶贫和引
领村民致富的工作成效显著。 众多北工大的师生 、
校友还在积极探索张泉村的致富路， 正如他们进村
时承诺的， “不仅要脱贫更要致富。”

密云大城子镇张泉村距离北京城区147公里， 进
山的路蜿蜒曲折， 村里的通讯信号还不能覆盖所有
运营商。 采访正值初春， 气温还未完全回暖， 山也
还未绿。 张泉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 却热闹非凡 。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代表和密云校友代表， 在
这里为张泉村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当天， 也是驻村
新老 “第一书记” 传递交接棒的日子。

那一天， 记者听到了很多关于张泉村发展变化
的故事， 比如泥泞的山路是如何变成柏油路的、 特
色党课是如何创收、 全村近200村民是如何实现人人
有分红的……在前任 “第一书记” 季景书的带领下，

张泉村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 而在这些精准扶贫的
故事里， 也蕴藏着无数北工大人的聪明智慧， 他们
在精准扶贫的道路上， 为村里修路、 找产品、 创品
牌……不仅实现了该村全面脱低， 更探索出了一条
勃勃生机的致富之路。

最让人感动的是， 两位 “第一书记” 都以 “张
泉人” 自居， 他们吃住在村里， 工作在田间地头 ，
处理着村民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在关注着
乡村振兴与发展的大事。

身为记者， 每一次行走 ， 都是为了汲取力量 。
北工大 “第一书记” 带领张泉村脱低致富的故事还
在继续， 而新老 “第一书记” 这样的接力前行， 让
我看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北工大“第一书记”，
让我看到生生不息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百岁劳模陈秀珠
她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奉献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说到我采写的最难忘的足迹人物， 就不能不提
见报于2016年4月30日的 《百岁劳模陈秀珠》。 那次
正好是做五一特刊， 寻访到101岁的老劳模陈秀珠已
是4月中旬， 多次跟对方单位联系， 有关陈秀珠的事
迹少之又少， 而且得知陈秀珠已经101岁， 耳朵背，
话语少， 采访难度估计很大。

在采访路上我一直在想， 5000字的内容， 怎样
可以更好完成呢？ 一进门， 看到老人穿着一身新衣
服、 精神矍铄、 慢悠悠走过来， 说了 “你好”， 问她
的人生经历， 她基本不说什么话， 问她是否是做纺
织工作太出色被评了劳模， 她说 “没什么”。 听说老
人在等待采访的一周都非常兴奋， 当天采访时也是
坐得笔直， 在跟记者握手时， 那双干枯却温热的手
传过来的感觉也是珍惜的、 重视的， 我在想， 擅长
语言表达的人， 可以在社会领域享受到更多的关注，
可是那些默默无闻工作却不善言辞的人， 因此就要
暗淡下去吗？ 老人当时101岁， 我想， 这可能是老人
生前接受的最后一个采访了， 而且又是写在五一劳
动节， 我一定要想到更好的方法把陈秀珠老人为纺
织事业奉献一生的不平凡成就写出来。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开头： 在一群人中， 记者的
目光很快被她吸引： 她有着偏黑的头发， 整整齐齐
梳到耳后， 只有仔细观察时， 才能发现黑发下隐隐
的白发。 她有些瘦弱， 背不弯， 精神状态也看着不
错。 只看背影， 完全是60岁老太太的模样， 只有转
过身来， 看到她脸上遍布的如沟壑般的皱纹， 星星
点点的老年斑， 还有那一双饱经沧桑后淡然的眼睛，
才不得不感慨： 这早已是度过了一个世纪的岁月的

一位老人。 时光之轮轰轰然从她身上碾过， 留下的，
是辉煌的业绩， 还有执着走过的风雨人生。 由此引
入正文。

正文部分有关陈秀珠老人的情况由她的外甥女
陈燕来讲述， 有关纺织事业的部分， 我去翻阅了陈
秀珠的档案， 通过档案上的内容、 陈燕的回忆来完
善， 为了让读者能更逼真 “见到” 陈秀珠， 我设置
了对话部分， 通过陈秀珠老人的言语、 行为、 神态
来刻画她的性格 ， 最后还写了手记部分 ： 这一份
“只求付出， 不求回报” 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 陈秀
珠老人一辈子与人为善， 很少计较名和利， 她如今
幸福的晚年生活和相对健康的身体状况， 也是上苍
对她最好的回报和馈赠吧。 这篇5000字的稿子是用
一天写出来的， 可是到了当天晚上， 因为电脑出了
故障， 文件丢失！ 导致我凭着记忆又重新写了一遍！
报道出来后反响很好， 让人欣慰。

随后在一年半后， 等记者计划回访陈秀珠老人
时， 听说她已经去世， 走得很安详。 我想， 她来过，
默默奋斗了一生， 我们采访过， 报道过， 通过她的
故事让读者更深刻知道了什么是奉献， 什么是人生
价值， 这便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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