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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人

昔日“数学神童”，今时暨大老师

人物：

龚民

，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数学系讲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李伟苗）

他曾被媒体誉为“神童”，6 岁

进入中学学习，12 岁以 639 分高分考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对数学情有独

钟，始终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最终选

择在暨南大学任教，他就是暨南大学信

息科学技术学院数学系讲师龚民。

他的人生，像是“开了外挂”的游戏

24 岁，对常人来说还是修读研究生

或初入社会摸爬滚打的阶段。 而龚民，

已博士后学成，踏入暨南园开始了自己

的教学科研计划。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龚民”，依旧能

搜到许多媒体对他的报道：“神童”“天

才”、12 岁以 639 分考入中科大……他

的传奇履历至今都被不少家长拿来给

孩子做榜样。

其实， 龚民的天赋能被及时发掘、

好好培养，与家人的培养息息相关。 龚

民自小由外公外婆带大，外公是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曾在高校任教

物理，外婆则是高中数学老师。 儿时，两

位老人会拿切油条举例教他分数，一字

一句带他读诗词，这很好地培养了龚民

对学习知识浓厚的兴趣。 2009 年，12 岁

的龚民以 639 分的高考成绩，被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录取。

据龚民回忆，少年班的课程安排是

很灵活的，但给足自由的同时压力也不

小，课业压力大，考核难度高。 年仅 12

岁的龚民是班里年纪较小的，“其实也

遇到了很多困难”， 而这份压力被稚嫩

的他转化为动力， 在少年班也没有掉

队。

对于“天才”这样的称呼，龚民颇有

感慨地说道：“实事求是地说，未必我读

书早就智商高。 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也

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神。 横向比较博士

生的话，少年班出身的我也没有什么特

别大的优势。 ”如今入职暨大，他很少主

动提起自己被认为是“神童”的事情。 给

研究生上课时，学生们的年纪和他一般

大，他觉得这样很好，“终于和自己同龄

人相处了一次”。

好的思维习惯才是常胜法宝

当被问及除了数学还喜欢什么，龚

民毫不犹豫地回答：“除了数学，就是数

学。 ”

少时能频频跳级，很大得益于他的

数学天赋。 不过，即便之前在数学道路

上一直顺风顺水，他也曾在这条路上遇

到过“滑铁卢”。 大三时的泛函分析课期

中考试，龚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不及

格。

一直处处领先他人，突然拿到一个

不及格，龚民进行了反思。“这次我才发

现原来数学的‘水很深’，也有我 hold 不

住的地方。 ”龚民没有在失败的阴影下

自怨自艾， 而是正视问题， 沉下气来，

“先想通失败在哪里，然后再追上。 这种

思维习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反省

中形成，一直伴随我读到硕士和博士。 ”

在反复思考后，龚民理解了泛函的本质

和思路，期末时实现分数的逆袭，取得

一个满意的成绩。

龚民对数学的确是偏爱的，他享受

着数学的魅力。 在《计量经济学》的影响

下， 结合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习实践，

他渐渐探索出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 当

时的他觉得精算师考试中的金融经济

学既与专业对口，又有探索空间。 2012

年，在“精算”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个

比较陌生的词汇时，16 岁的他出于兴趣

和规划， 成功通过北美精算师资格考

试。

“我成了数学老师！ ”

在博士后时期，龚民曾帮导师带过

学生，并乐在其中。 在教学中，龚民认为

所有问题都是思维方式问题，“学生不

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懂前因后果，我在备

课时始终在寻找让学生养成规范数学

思维的方式。 ”他坦言：“其实挺难的，和

自学不一样。 我都是备课时才理解很多

公式背后的故事，我从中也学到很多。 ”

龚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对他最

终从事数学教学工作的决定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 忆往昔，龚民说数学老师

很喜欢自己，如今自己必须弄清来龙去

脉的研究思维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所形

成的，同时他自己制定教学计划的方式

也颇有他的风格。“我受到了良性引导，

就应该把这些知识传承下去，在师生之

间形成一个良性的知识循环。 ”这是龚

民希望能够实现的教学目标。

龚民的课堂很特别，课件没有多余

的图片和文字，只有最精要的公式和概

念，拓展内容和阐释都被他安排在话语

里，详略得当，富有张力。 学生对他的课

程也都给出了好评，认为“内容贴近学

生”“讲解细致到位”， 龚民的良性循环

教学模型，已经搭建起了第一块基石。

谈到来暨大初衷，龚民表示因为自

己喜欢暨南园的环境。 龚民把这视为一

个全新的开始，他说：“我会坚持找自己

的角度，做自己的研究。 踏实做好一名

数学系教师，给大家上好每一堂课。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冠柽）

谈起

社区工作，朱长珍说社区工作就是“上

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要想做好这根

承上启下的“针”，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今年是朱长珍在石牌街工作的第 18

个年头，在此期间，她担任过南大社区

居委主任、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等。 无

论角色如何变换，她始终是兢兢业业地

对待社区工作。 她用智慧与汗水，赢得

了居民们的一致认可。

为民解忧 她是街坊身边“贴心人”

朱长珍第一次见到街坊王丽（

化

名

）时,王丽的孩子小虎才二年级，学校

的老师了解到王丽家的情况后找到社

区，希望社区在生活中也能多照料和关

爱小虎。 第一次见面，王丽躺在病床上，

扶着墙一点点缓慢地走过来，她的每一

步都走得很艰难。 这时，王丽已经被确

诊为晚期乳腺癌，并发严重皮肤、淋巴、

骨转移。

由于长期化疗需要高昂费用，全家

人仅靠其丈夫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王丽

一家活得窘迫和艰难，“你看他妈妈病

得那么严重，如果他妈妈走了，我又有

严重的糖尿病，我也没有办法管这个孩

子，到底该怎么办？ ”王丽的丈夫对朱长

珍说。 丈夫当着孩子直言不讳地谈论死

亡。 朱长珍后来回忆说，这对孩子来说

实在是太残忍了。 那时候，小虎坐在家

里破沙发上，他听着爸爸说的话，下意

识地往朱长珍身上靠，朱长珍一直紧紧

地搂着他。

从那以后，朱长珍开始频繁地出现

在王丽的生活中， 她时不时上门探望、

和王丽聊电话、关心她的近况，许多时

候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你的儿子

还很小，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

的，你不要恐惧。 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

完成。 儿子还那么小，你要给他做个榜

样。 ”当朱长珍提到小虎的时候，王丽的

两眼闪着光。

朱长珍鼓励王丽在大灾大难面前，

不要惧怕，“如果身体上的疼痛无法缓

解， 但是可以轻轻地给孩子一个微笑，

让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微笑

这件事，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

“一年以后， 你要来我社区做志愿

者啊。 ”这是朱长珍和王丽立下一个约

定。 说完朱长珍拥抱了她，其实那个时

候朱长珍也不确定王丽能不能做到，但

这是她给她定下的“心锚”。 朱长珍希望

“奇迹”真的能够发生一次。

这种求生的欲望逐渐在王丽心里

演变成一种要活下去的信念，她积极调

整情绪，配合治疗。 王丽后来对朱长珍

说，“其实你鼓励我的话语我都明白，但

是就是从你的口里说出来，让我觉得这

就是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时隔一

年后， 王丽的身体开始慢慢好转起来，

她在家里做些家务，辅导孩子的功课。

“她真的做到了。 五年前，她的病情

十分严重，但她一直坚持。 人生的最后

六年， 她过的是非常有质量的生活。 ”

朱长珍回忆着， 带着一种释然的情绪。

如今，小虎也在朱长珍为其链接的爱心

企业家的资助下，顺利进入中学学习。

借专业所长 继续服务石牌居民

今年 3 月，朱长珍在卸任南大社区

主任后又继续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她主

动请缨来到石牌街心理咨询室。“虽然

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精神

内心世界其实承载了很大的压力。 很有

必要让大家重视起‘心理健康’这个话

题。 ”二十多年的社区工作经验，成了她

的宝贵财富。 朱长珍也希望利用心理教

育的专业所长，继续为街坊做实事。

“心理健康服务室的初衷是希望能

够运用心理咨询的手段来纾解一些人

的心理问题。 对于一些人来说，一些负

面情绪长年累月地淤积在心中，又有没

有得到正确的疏导，可能会演变成一些

比较极端的行为。 在社区治理的角度上

来看，这也是在寻找社区中潜在的不稳

定因素， 进而推动社区稳定， 社会和

谐。 ”朱长珍说。

用心用情 做街坊身边的暖心人

人物：

朱长珍

，南大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石牌街心理服务室工作人员。

课堂上的龚民。

通讯员供图

朱长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