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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面对我们坐着的是负责心

理辅导的蒋维。 交流间他会时常

露出笑容。 亲切，与他身上严肃

的警服形成强烈的反差。 聊到兴

致时，他也会情不自禁、手舞足蹈

地模仿正在谈及的人和物。他说，

心理教师应该要让学员觉得亲

切。

蒋维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

15 年，从基层做起，现在是罪犯

心理矫治中心主任。 10 多年间，

他接触着各色各类的少年犯，也

经常外出讲座，在青少年教育上，

他走了很长的路。

他既称这些未成年犯为“学

员”，也称他们为“孩子”。蒋维说，

他的身份，不仅仅是老师，也像父

母和医生。

课堂不要呆坐

互相揉揉肩

上午，蒋维刚刚结束一场入

所教育的课程，主要内容是心理

调适，学员是刚刚入所的未成年

犯。 进入教室，蒋维第一件事便

叫学员起立，让他们集体说“警官

好”，并告诉他们，以后每天都是

这样。 蒋维说这是一种防止逆反

心理的举措，从第一次就开始形

成他们的纪律性，让他们日后适

应这样的生活。

课堂上，学员们的表情或是

木讷，或是冷漠，学员与学员之间

只有陌生，这样的课堂甚为沉闷。

蒋维决定来一个互动。 他让学员

们双手伸开，搭在前面学员的肩

膀上，揉对方的肩，并说“你辛苦

了”，被揉的必须回答“谢谢”。 说

着上面的话，本来表情木讷的学

生，嘴角开始微微上扬。

蒋维说自己的课堂属于演讲

式，与常规课堂不同，这里形式更

重于内容。 所以，他会在课堂上

不断与学员进行各种互动，与他

们开一些玩笑，活跃气氛。 蒋维

说，要找到孩子们的共鸣，抽象的

理论课堂不太容易引起他们的兴

趣。

出差再忙

也要亲自教授入所教育

蒋维的家就在未成年犯管教

所内， 每天与未成年犯们接触的

时间颇多。

走在路上， 一位学员随意吐

了一口痰， 他上前带着他标志的

笑容，提醒道：“如果是在自己家，

你会吐吗？”其实话语是带点责备

的，但在他口中说出来，更多的像

父母教育子女，而通常，学员都会

听他的话。

蒋维说心理老师最重要的是

得到学员的信任。 这也是他为什

么出差频繁时， 仍然坚持回到所

内教授入所心理教育， 他要让新

入所的孩子们都认识他。所以，当

他单独和孩子交流时， 总会问：

“听过我的课吗？ ”而学员通常的

回答都是：“听过。 挺喜欢的。 ”

犯过错的孩子

也要发现他们的优点

在蒋维的教学生涯中， 谈到

让他骄傲的孩子时， 他总不愿谈

及自己做了什么， 只说这是大家

一起的努力。 一个因盗窃罪入所

的未成年犯， 在服刑期间自学萨

克斯， 并在所内通过了专业十级

考试。 还有一位因抢劫杀人罪入

所的未成年犯， 服刑期间创作了

许多歌， 他还专门为蒋维写过一

首。

出所的孩子中， 也有经常和

蒋维保持联系的。 一位李姓未成

年犯，出所时蒋维亲自送到大门。

之后， 这个孩子有时仍会打电话

给他，诉说自己的苦恼，蒋维仍然

像老师一样开导他， 也会尽力帮

助他，但详细询问时，蒋维只说：

“做自己能做的就行了。 ”

对于这些孩子， 蒋维说：“犯

过错的孩子， 也要善于在他们身

上发现别的优点， 鼓励并激发他

们美好的长处。 没有无可救药的

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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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雨钟 蔡奥 陈亦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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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年来， 他带着药罐子站在讲

台上忍痛教学，从未放弃；他家庭困

难， 却为学生垫付学费 4 万多元，教

过的 600 多个山村孩子没有一个因

贫辍学； 他连续 19年蝉联乡镇教学

质量第一名，被网友称作“乡村教育

的奇迹”。

他叫侯万家，今年 57 岁，是张家

界市桑植县瑞塔铺镇新村坪学区的

一名普通老师。

一年内课堂上昏倒 15 次

侯万家 1953年出生于桑植县新

村坪乡芦斗溪村， 年轻时就体弱多

病。 27岁那年，侯万家放弃了条件优

厚的农技干部岗位，回到村里，走上

三尺讲台，成了芦斗溪村小学的一名

民办教师。

1997 年 10 月的一天，侯万家和

往常一样， 带着教案和粉笔走上讲

台。 课至中途，他的腹部有一种莫名

的疼痛，绵延不绝。为了不影响教学，

他忍着疼痛继续讲解课文。可是腹部

的疼痛迅速蔓延和扩散。细细的汗水

开始从额头冒出来。忽然“咚咙”一声

响， 侯万家晕倒在黑板和讲台之间。

额头上被撞了一个大包，右手兀自紧

紧地捏着那半截粉笔……学生们被

突然而来的场景吓呆了。学生边哭边

围拢过来， 摇着侯万家软塌塌的身

子，拼命地哭喊。 在隔壁教室上课的

老师听到动静， 赶紧将他送到 40 公

里以外的县医院。

此后一年，积劳成疾的侯万家多

次在讲台上晕倒， 先后 15 次被家人

和亲友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和医

治，“药罐子”的称呼也在老师和家长

中流传开来。

家访磨破千双鞋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1995年秋季，

侯万家来到黄泥垭村小学教书。 黄泥

垭村在偏远地区，80多个适龄儿童入

学的不到一半。“必须把流失的学生找

回来。 ”从此，黄泥垭村的山山岭岭，都

洒满了侯万家家访洒下的汗水。

从尹家台组到寒池组的路途中，

有一段长达两华里的山路是从垂直

的悬崖中间开凿出来的“空中栈道”。

来往的人走在上面，不敢抬头，因为

头会碰上岩壁；也不敢低头，因为心

里会特别慌张。脚底下是深不见底的

万丈深渊，一个疏忽，就会让自己成

为谷底冤魂。在黄泥垭村小学教书的

3 年里， 侯万家家访行程上万里，光

那条从村小前往寒池组的“空中栈

道”，就来来回回走了 100多趟。

让侯万家高兴的是，在他的努力

下，80多名学生全部重回校园。 为了

这些学生，他不仅走万里路，磨千张

嘴，还倒贴工资，减免学费，替学生买

笔买墨买作业本……

难以割舍大山情怀

如今，供职于桑植县瑞塔铺镇新

村坪学区的侯万家，虽然老了，被同

事们和学生家长们亲切地称作“老

猴”， 却依然保持着多年来形成的护

送学生们安全回家的习惯， 黄泥垭

村、芦斗溪村、小溪沟村一茬又一茬

的学生们都多次被侯万家护送回家

过。

侯万家不仅关爱自己班上的学

生，他班的学生也同样呵护。 2009年

第一学期，三年级学生侯毓龙昏倒在

操场上，生命垂危。侯万家发现了，一

边叫旁边的学生通知其班主任和家

长，一边背着侯毓龙就往新村坪村卫

生室跑，接着又将其送往桑植县中医

院进行紧急抢救。

连续 12 年被评为县级教育先进

工作者，被张家界市人民政府记过大

功，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侯万

家的成绩单很长，很长。 问及今后的

打算， 这位山里汉子回答得十分朴

实：“我是山里人， 我爱教师这门职

业， 自己拿国家的工资就要好好教

书，回报社会。 ”

背着药罐去上课

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两层楼高的灰色砖墙，纵横交错

的黑色铁丝网，来回都是穿着警服的人员。 这里是未成年犯

管教所，高墙内，关押的是 14 至 18 岁的犯罪少年。

在这里，他们的老师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能弥补那些创

伤的心灵，洗去那些憎恨，引导他们重新回归真、善、美，这并

非易事，因而更值得尊敬。

□ 张水湘

孩子的眼神是我坚持的动力

醴陵市官庄乡桃花小学校长钟

森林，近日被评为感动株洲十大人物

之一。他在大山深处执教了 33年，为

了给孩子们上课，他早晨不到 5 时就

出门，走几十里山路赶到学校，为此

他落下了严重胃病，不得不切除半个

胃。

用枕头顶胃为学生上课

“1978 年，我分到醴陵官庄乡最

偏僻的学校白鹤寺小学任教，当时学

校条件很差不能住宿，我每天不得不

在 15公里外的学校和家之间往来”。

回忆过往，钟森林有些感慨，“每天必

须起得很早， 不到 5 时就出门了，路

上要经过崎岖的山路和悬崖峭壁，有

时还会遇见毒蛇， 但我每天风雨无

阻。 放学后等所有学生都走了之后，

我又带着教案和学生的作业往回赶，

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到家”。

长期的奔波辛劳，再加上饮食没

规律，钟森林患上了严重胃病。 刚开

始时，钟森林总是吃点草药对付一下

又赶着去上课，没想到后来胃病越来

越严重。“为了不影响上课，我就在胃

部塞个枕头，用一条毛巾扎紧，胃疼

时我就靠在讲台上”， 可是钟森林日

渐消瘦， 有时甚至在课堂上痛晕过

去，学校的老师都劝他休假，住院治

疗，但他摇摇头，“我走了，一个班的

学生就没有老师上课，我再忍忍吧。”

1985 年冬天， 病痛的折磨使钟老师

再也无法正常工作， 由于延误了时

机，不得不将胃切除了一半。

在乡村执著坚守 33 年

1989 年， 钟森林调入当时的桃

花中学。 当地的村民大多家庭贫困，

没有钱供孩子上学。只要看到孩子没

来上学，钟森林就会挨家挨户上门劝

说。 有一年开学好几天，初二女生小

杨还没来报到，钟森林放学后摸黑在

野兽和毒蛇出没的山路上跋涉了近

6个小时赶到她家。 当他知道小杨父

病住院，无钱上学，他当即表示帮她

支付一期的学费和半期生活费共

200余元。 那时钟森林一个月的工资

还不到 100 元，可是每年他都要拿出

部分钱资助困难学生。

现在钟森林是桃花小学校长，他

身兼数职，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还

得当保育员。“现在学校的老师年纪

基本超过 50 岁，趋于老龄化，年轻教

师不愿意到偏远学校来，这是我最担

忧的。 ”

在 33 年的执教生涯中， 钟森林

先后在 10 多所学校工作过。 钟森林

表示，他会在乡村教师的岗位坚持到

退休，“孩子渴求知识的眼神是我坚

持的动力”。

是医生，

更是父母

是老师，

蒋维在对少年犯进行心理辅导。 资料图片

29年来，侯万家一直背着药罐为孩子们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