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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普通中学老师蒙光伟和他的学生们的故事——

我就想让孩子们多些笑声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363篇日记，1080张照片，娓娓道来一个当了11年班

主任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

蒙光伟，获评2014年度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教

师”，在海口十中，他被称是中学教育的一个“传奇”。

说他特别，因为他带出了一个又一个十分优秀的毕业

班，这优秀不表现为分数的“高人一等”，相反，有些还让人

觉得“另类”，他带的班，是全校唯一一个班里所有女生都酷

爱打篮球的集体，是一个每年都有环岛骑行经历的团队，是

一个有“基金会”互助的组织，是一个几乎全班所有学生都当

过班干的群体……如果从至今仍以分数作为升学考量标准

的传统教育角度来看，这，无疑更像是“走在岔路上的成功”。

从教15年来，在一所普通中学里能够获评“国家级”，这

无论如何都是“冒尖”的，他没带出海中、侨中班级那样的顶

级成绩，该怎么来评价他的教育？

我们疑惑也好奇，试图走近他。蒙光伟并没有从更多的

言语里来解释他的教育想法，我们倒是从他一篇篇累积起来

的日记，从他带的班里孩子们那一张张灿若星光的笑脸，从

学生们喊着一声声“蒙哥”里边，感受到了他的与众不同。

正如他对我们说的最坦诚的那句，“我最想给孩子们的，

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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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个教师节特别策划

一次关怀成人生转折点

原是“落后分子”，他知道爱
玩闹的孩子对人生也有想法

校长邢福凯第一次见到蒙光伟到办
公室向他请假，原因竟是为了捐献造血
干细胞，这让他的心里跟着震了一下。

“在教育系统里，还没听说过老师
要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的。”邢福凯
说。应了小伙子的请求，邢福凯跟蒙光
伟定下一个约定，“不宣传，不让学生知
道。”

这是2008年 4月14日捐献前的
一幕。蒙光伟成为海南第18例、海口
教育战线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6年过去了，蒙光伟说不清当时为
什么想要去捐造血干细胞，“看到报纸
报道上有那么人急需，觉得得尽一分
力。”

十多天后，初二（2）班的孩子们竟
是从网上一条新闻里看到了蒙老师的
名字：“海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昨晚
乘机急送广州，将海南捐献者蒙光伟的
100毫升造血干细胞，移植进一位白血
病男青年体内。”

孩子们惊讶，在十中论坛当年的网
页上，记者找到很多孩子的留言：“不能
够用太多的言语去表达，只觉得以前我
那个好玩的计算机老师变了，变得让我
充满敬意。”……

1999年，蒙光伟从海南师范学院
大专班毕业后分配到海口十中，13至
16岁的学生并没有把这位21岁的男
老师放在眼里，只要班里学生看到他，
就喊外号，“保安来了！”

“班里有几个调皮学生，气哭过几
位女老师，却气不动我，反倒让我想起
小时候的自己。”蒙光伟笑说。

从海口九小、侨中、一中、海师一路
读书走来，蒙光伟中学很叛逆，曾是班
里被“留堂”最多的孩子，是没人爱搭理
的“落后分子”。

“直到海南侨中的吴连荣老师当
我的启蒙班主任，他对顽劣孩子的鼓
励才让我改变。他曾说，爱玩闹的孩
子，也是对人生有想法的孩子，不能
一棒子打倒。”蒙光伟对这句话终身
难忘，给“弱势”学生予以触动心灵的
关怀，和对尖子生锦上添花的鼓励同
样重要，从那时起，蒙光伟第一次有
了想当老师的理想。

2003年他首当班主任，一个叫王
宏的孩子像极了儿时的自己。刚入学，
成绩让人挠头不已，语文50分，数学
30分，恋网的程度惊人，甚至到了让他
父亲多次去网吧揪出来打。可打，是打
不出读书之心的，蒙光伟登门家访，对
王宏的母亲说：“把这孩子交给我，也给
我两年时间吧。”

从此，“看住”王宏的任务，蒙光伟
担了下来，放学就陪他回家，不是逼他
看书，而是带上他和几个同学出去打
球。对抗，碰撞，呐喊……久而久之，王
宏开始迷恋起了篮球，网游的事一点点
抛之脑后，成绩竟来个180度大转弯：
不但获得全校年级篮球赛冠军，并且在
中考时考出6A的成绩。

“只要你心情好，什么都会好。”
“把你们像钉钉子一样钉在学习上是

没用的，学会健康地玩，才会更懂学习。”
“肯定和鼓励永远是第一位，靠‘镇

压’是不行的，哪怕是倒数第一的班级。”
……
爱玩，爱带着学生们玩，他开始和

孩子们亲近了，没人再叫他“保安”，他
在学生的心里有了位置。

一轮顶住重压的教育尝试

他不想灌注给孩子们定式和
标准答案，而是独立思维

新课改这么多年来，怎么才能放手
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普通中学非尖子班里，想实现这
样的突破，难上加难。

可除了蒙光伟带的班，我们再也找
不出哪一个班级，可以让几乎所有孩子
都当过班干，创造式成立了“大班委”。

2008年，蒙光伟在他带的初二（2）
班探索性尝试“班委制”：一个班级，设
8个班委、8个组长，所有班干要通过学
生自己“竞争上岗”来获得。

在蒙光伟的眼中，管学生，想要一
个班团结进步，光靠班主任一人无济于
事，学生的突发情况很多，没有“民间小
助手”，老师焦头烂额也没用。

“那一年班委的竞岗选拔很有趣，
也反映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叫阿壮的男孩子竞选班长，通
篇演讲完毕，进入了台下学生自由提问
时间。

因为是第一次，学生们变得鸦雀无
声，蒙光伟鼓励着，才有孩子涩涩地问：

“请问你有信心当班长吗？”“有。”“你喜
欢当班干吗？”“喜欢。”

蒙光伟此刻走到台上，笑着说，“孩
子们，‘信心’、‘喜欢’，这些真的是你们
内心想知道的吗？还是因为脑子里固
定了最保险的、最不出错的提问模式，
这种虚假式提问你们喜欢吗？”

老师的反问让全场一片肃然。

过了许久，一个男孩子腾地站了起
来，“老师，我想问问阿壮，喜不喜欢都
不重要，关键是，阿壮当班长能给我们
带来什么？”

台下一片掌声。那一次，在反思
中，孩子们展露出的真实和真诚让蒙光
伟十分动容。

教育不是灌注孩子定式和标准答
案，应该是先有独立思维才有答案。

一次竞岗，53个学生涌出16个班
干，再竞岗，再出新班干，几乎每个孩子
都当过班干部，都得到过锻炼，娇生惯
养、遇问题退缩的毛病在蒙光伟的班里
很鲜见。也因为有了一支精干的班委，
一些连班主任都顾及不到的问题，孩子
们就顺手帮助解决了。班委每周定时
主动打电话向组内的学生家长反映学
生当周情况，还汇报学校的正常收费，
甚至包括同学生活费的花销情况，这让
一些家长颇感叹，“老师不知道的东西，
学生都知道。”

在传统教育中，一个敏感的词汇叫
“早恋”，遇早恋必遭重压，然而，在蒙光

伟老师的班里，这信条“失效”了。“如果
当年不是蒙老师，我们内心不知道会遇
到怎样的挫折。”现已读大学的蒙光伟
学生阿仪感叹说。2007年，阿仪读初
一（2）班，和班上同样优秀的一个男孩
子彼此欣赏。“如果重磅打压，可能孩子
会走向另一端，很多孩子是因为父母给
的压力大，需要发泄，需要有人理解，才
早恋，这是单纯而朦胧的。”蒙光伟“公
开放行”，“有好感，不反对，多交朋友，
不一叶障目。”在健康疏导下，阿仪和男
孩子都顺利考入名牌大学，高二时“分
手”，后来成了好友，如今时常还在网上
跟蒙光伟沟通心事。

蒙光伟鼓励孩子写作，也用最笨的
方法“讨好”孩子，“谁向我公开一份好
日记，我请吃大餐！”新鲜花样层出不
穷，他在孩子们的眼里那么的亲切，大
家情不自禁地叫他“蒙哥”。

“蒙哥”也被家长“炮轰”过：“玩是玩
了，可学习成绩还是赶不上体育成绩？”

蒙光伟总会笑着说，“没有一个家
长想孩子成为木木的‘学习仔’，会做
人，口才好，胆子大，和拥有一份自由的
天性，孩子会更感幸福。而教育，难道
不是应该遵循孩子内心幸福的方向？”

一种倾囊捐助的无私

怕贫困生不接受他的资助连
连“撒谎”,为困难生“借”来
优秀生名额

在年级组长丘昭琪老师的眼里，曾
经她觉得这个大男孩太“硬”，可在知道
学生许春召的事情后，她发觉这个年轻
教师心底的一片温柔。

2009年中秋节前夕，一次例行的
家访，蒙光伟来到他班一个从万宁到
海口读书的学生许春召的家里。在
这个东门市场旁租下来的简陋得只
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阿召和姐姐放
学放下书包，就得到东门菜市场帮父
母亲卖菜。

阿召通常早上3点多钟要帮父亲
进货，然后清晨5点多钟开始读书，2个
小时之后再到学校继续早自习，生活很
苦。“而如果不是靠双脚去家访，只靠电
话，是根本不知道这真实情况的。”蒙光
伟回忆。

他第一次为身边这么好的孩子遭
遇的贫困落了泪。阿召初中三年，蒙光
伟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200元资助
阿召，在阿召考入侨中后，怕他担心学
费，蒙光伟拿出了1万元存款，给阿召
用做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阿召说
什么也不要，蒙光伟苦口婆心说服他收
下：“你要拿着，这辈子老师可能只有这
一次，只对你。”

蒙光伟对阿召撒谎了，和对其他孩
子“说了谎”一样。

多少年来，蒙光伟的学生何春梅，
陈壮，文孔召，卢俊明，卢斌等等，这些
家庭困难的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初三（12）班班主任云端老师回
忆，为让孩子不为贫困低头，有自信
面对生活，有一年，为了给困难生争
取多一个优秀学生名额，蒙光伟跑到
他们班去“借”，后来云端才知道，那
个名额，他给了文孔召。文孔召后来
为这写了一篇《阿召日记》，蒙光伟看
得眼圈红了。

15年来发自心底的对教育由衷的
爱，换回了孩子们的真心。

2014年教师节，学生何晴代表全
班同学自发献给蒙光伟一束鲜花，大
声说，“请蒙哥务必接受！2年了，我们
想让您也体验一次当老师的满足。”

蒙光伟激动地说，“有你们，我一直
很知足，这辈子第一次收到花，不知该
说什么了……”

我们在蒙光伟收录的学生日记里，
看到了这样一首诗：“那些年，我莫名其
妙地遇到了一个特有特点的班主任，你
带我们在假期里打球，我们抽烟被你抓
到，很高兴能回头；那些年，我们学习老
是不积极，庆幸有你在旁……永远、永
远都无法忘却的优秀的领路人……”

蒙光伟坐在那里，也看着那首诗，
笑容中溢满幸福的泪光……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 本报记者 杜颖

“可能真正‘Hold住’他们的
就只有蒙老师了。”面对青春期的
这群中学生们，一位初三（6）班
学生的家长这样感叹。

初三（6）班班长陈盛聪是
这个班所有孩子中，对蒙光伟
的教育方式体会最深的一个孩
子。陈盛聪说，体会深并不是
源于蒙光伟的说教，而是因为

“打过一架”。刚上初中一年级
时，陈盛聪的脾气是班上有名
的，晚上爱打游戏，白天偏偏要
在课堂睡，学习成绩排在30名
之外，尤为让他父母苦恼的是，
任何耐心的说教，都无法打动
这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蒙光
伟用“另类”方式改变了他。“在
找我谈了很多次均无果而终
后，我们在校园的篮球场上，用
男人的方式打了一架，那一次
我输了，我第一次开始听进去
他对我的教育。”陈盛聪说。相
信和鼓励，是孩子最能直接感
知到老师是否抱有期许的方
式，陈盛聪变了，铆足了劲，他
说：“后来我学习成绩跃升至第
一名，又成功竞选班长，我的想
法很简单，就是不能让蒙老师
看扁了我。”

德育教育存在的“另类”方
式，并不会让所有孩子惊叹，但
让学生们记忆尤深的，还有蒙
光伟突破常态的教学方式。初
三（2）班学生周淳说，“蒙老师
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曾
经出了一道数学题，他给了
ABCD 四个答案，我们挨个回
答，看老师脸色不对，猜来猜
去，从A猜到D，结果，其实，蒙
老师给的答案没有一个是对
的！这让我们好感叹，他第一
次告诉了我们，今后做任何事，
都不要抱有定式的思维，捆住
自己，也就丧失了创造力。”

学生杜心怡说，“蒙老师还
教会我们，要懂得将爱心的力
量凝聚起来，办大事。在蒙老
师的发动下，我们准备成立一
个‘二班基金’，定向使用同学
们捐来的款物，用在最需要帮
助的人和地方去。他的话真有
道理。”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孩子们眼中的蒙老师：

他，“Hold住”我们

■ 本报记者 杜颖

在海口十中教学楼前，从第
一眼见到蒙光伟时，我们的心中
有了一丝疑惑，这就是获得“全国
优秀教师”金色奖牌的老师吗？
眼前这个阳光大男孩，俨然从业
经历不算深厚，总是上扬的嘴角
又与人们传统观念里戴着眼镜、
端庄严谨的教师形象颇有出入，
他真的能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教育
方式，让孩子们爱他、敬他，有如
亲人？

在办公室和蒙光伟交谈的过
程中，课间接连不断地有学生来
向他请教问题，开始并没有察觉
有什么不同，可学生越来越多，发
现每个孩子向蒙光伟提问的科
目都不相同，有数学，有历史，有
物理……而他本人教授的课程，
仅仅是计算机而已。我们问了其
中一个叫陈杰的孩子，你们也有
自己的数学任课老师，为什么却
喜欢凑到蒙老师这里呢？陈杰想
都没想地回答，“喜欢他的解题方
式，喜欢他的表达方式，更喜欢
的，是他的为人，‘蒙哥’是有魅力
的人！”

一句“蒙哥”，令人错愕。当
我们走进了初三（2）班的教室，
和更多个孩子一起聊起“蒙哥”
时，孩子们脸上绽放的笑意，让
我们瞬间明白，他在学生心中
的分量是沉甸甸的，是有如阳
光般金色的。孩子们有的说，

“全校只有我们班是校运动会
集体九连冠！”有的说，“全校只
有我们班女生个个都会打篮
球！”有的说，“去年和今年，蒙
老师带着我们环岛骑行！”竟还
有的说，“他还没有女朋友，大
龄剩男，上年纪的老师们都替
他发愁”……笑声不断，我们知
道，青春期孩子的调侃是有些
口无遮拦，但心灵纯洁无暇，至
少，蒙老师在他们的眼里，被当
成了大哥哥，当成一个可以无
话不说的，可以探讨人生的，可
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一
起成长的伙伴。

正如他对我们说的，15 年
来，他最想带给孩子们的，是快
乐。

快乐教育，在饱受升学率重
压的初中阶段，是一个那么难得
的字眼。但谁能否认，让学子们
发自内心的快乐，不是教育的真
谛！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另类”蒙老师
的启示

9月 15日，蒙光伟带领大家
去电教室上课，看得出他与学生
相处十分融洽。

9月15日，蒙光伟在辅导学
生功课。

9月15日，蒙光伟在布置当天全班的各项工作。

■ 本报记者 杜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