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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怀
揣着一颗赤诚之心，将所学倾囊相授，他
就是水江中学物理教师——梁勇。

近日，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教师

中，梁勇榜上有名。1973年出生的梁
勇，至今已从教22年。

9月 5日，记者初见梁勇时，他给人
的印象就是一个朴实的物理老师，交流

过程中，他并不善言辞，面对采访，还有
一丝类似学生的内敛和紧张。但在同事
和学生的口中，他用点滴的行动，把青春

的热血与内心的温柔付诸于他的教育工

作和挚爱的学生身上。

回归母校 做学校的守望者
199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梁勇回到

了母校水江中学，这一回来，便在这扎了

根。

从教 22年，梁勇曾有多次进城的
机会，但他都拒绝了。那时梁勇家里上

有老、下有小，妻子也没有工作，全靠梁

勇一个人的工资支撑。这时，也有其他
区县的重点中学前来“挖”梁勇，但梁勇

却选择陪伴自己母校，留了下来。
“如果只是把教书当作找碗饭吃的

话，那很容易产生倦怠。刚开始我也有，

后来我想，干就要干点成绩出来。想干

好就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也就没有
什么空闲来想别的东西了。”梁勇坦率和

朴实的话语让记者有些震撼。
2015年，梁勇担任高2018级的年级

组长和 1班的班主任。2018年，在梁勇
所带高 2018级团队老师的努力下，在

2018年的高考中，重本上线 22人，本科
83人，其中梁勇所带班级 36人参考，上

重本18人，其余全部上本科。

提升自我 做学习的前行者
在梁勇办公桌上，记者发现有一本

备忘录似的笔记本，上面列举了一条条

的事项，有些项目还被画了横线。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不仅担任着

年级组长和班主任，还是学校物理教研

组的组长，事务比较多，以前是为了督

促自己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后来慢慢地
就变成了习惯，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
一件事就是将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一

条一条地列出来，完成一件划掉一件，

这样不仅不会遗漏，也能督促自己不断
进步。

梁勇最喜欢的就是研究教材。梁勇
的徒弟向阳说：“梁老师教了 20多年的

物理，对课本上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但
梁老师依然会对他的教材课本进行深入
研究，勾勾画画，标记教学重难点，刚开

始我并不理解，后来才发现，这也是梁勇

老师的课比其他老师的课更有意思的原
因之一。”

梁勇说，老师所教、学生所学都来源
于教材，每次看教材都会有不一样的收
获，教材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是想

让学生学到什么？怎样才能让学生能够

深入理解、学透这些知识？同时不断尝
试创新课堂教学方式，让课堂不枯燥，使

学生对物理课堂的兴趣，让学生最大程

度地接受知识。
工作两年后，梁勇便开始担任学校

物理教研组组长，近年来，他连续成为了
南川区骨干教师、南川
区张竞物理名师工作

室成员、南川区首批高
中物理学科中心成员、

南川区第 5 学区兼职

教研员。自工作以来，
梁勇多次被学校评为

教学质量先进个人，多
次被水江镇评为优秀

教师。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被区教委

评为教学质量先进个
人。

梁勇说，要想给别

人一杯水，自己不但应

该有一桶水，而且应该
有源源不断的活水，只

有不断更新自己的观
念、业务知识和能力，

才能适应当前教育教

学的需要，只有不断努力地学习和思考，
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有新的发展。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自梁勇担任物理教研组长以来，

他带领教研组教师钻研业务，探讨新
课程改革，推进教育教学理念，发挥学

科带头人的作用。2008年指导青年教
师喻俊元获南川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

一等奖，2014年指导青年教师韦良超
获南川区优质课大赛二等奖，2016年
指导青年教师向阳获南川区课堂教学

比赛二等奖。

关爱学生 做学生的守护者
班主任工作繁重而又琐碎，但梁勇

却乐此不疲。“只要对学生付出真诚爱
心，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十几年如一日，梁勇坚持每天早午

晚看班，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思想
动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自习课上

他和学生泡在一起，和同学谈心，指导学

生学习方法，调整学生学习习惯；在生活
上，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个学生，提醒

学生注意安全、注意健康；学生生病、受

伤，他都是第

一时间赶到，细心询
问并及时送学生就医。

最近一年，梁勇经常接到学生
周洪军的电话，请教生活中和学习上的
问题。周洪军是去年毕业的高三学生，

周洪军曾经对梁勇说过，梁勇就像是他

的父亲。

周洪军平日里没有家长管理，是一
个十分调皮的孩子，社会接触面比较广，

对学习很情绪化。
“孩子本性不坏，只是需要正确的引

导和对他的肯定。”梁勇说。在大多数人
对周洪军都不看好的时候，他却大胆地
让周洪军担任班干部。周洪军也没让梁

勇失望，不仅利用他的组织能力管理班
上同学，在学校有活动时，他都积极地去

尝试，并将梁勇当成了无话不谈的知

音。在去年的高考中，他还考上了本科，

上了大学。
不只是周洪军，梁勇以前教过的很

多学生虽然远在上海、北京等地工作，但
每次回来，务必要见梁勇一面。学生们

都认为梁勇老师既是值得尊敬和信任的
师长，又是亲密的好朋友，他任课班级教

学成绩也年年位于同年级前列。

（本版稿件由记者刘晓娟采写，图片由记者喻梵摄）

丁显均

身上有很多高端大

气上档次的标签：南川一

中高级教师、重庆市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官、全国模范教师、培育出
清华学子的老师。自2013年秋期以来，

他连续 6年担任班主任，在 2019年高考

中，他担任班主任的班，47名学生全部
上本科线，1人被清华大学录取。

9月 3日，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丁
显均正站在高三年级的一间教室外，猫
着腰透过玻璃纸的缝隙往教室里看，许

是看得不清，他又直起身踮起脚来。这
操碎心的样子和大家心里“班主任”的印
象一模一样，我们不禁笑了起来。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有一
个“清华梦”

清华大学，对许多孩子来说是遥不

可及的地方，但丁显均却让班上的每个

孩子心中都有一个“清华梦”。
丁显均在班上制订了一个奖励制

度，每次月考或者半期考试班上的前五
名可以评选为“北大、清华才子”，并颁发
荣誉证书，有进步的颁发“进步之星”，年
级前十名加颁“学习之星”……

“这样带有仪式感的小奖励激励了
学生，增加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有向上

走的志向和抱负，清华大学离自己并不

远。”丁显均说。
一开始，丁显均会对每个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搜集学生、老师的意见，了解

学生的基本情况和想法，然后对每一个
学生进行一对一交流谈话，针对性制订

学习计划和学习方法，让学生自己定下
一个大学目标，每学期根据自己的变化

更改目标。

在丁显均上半年带的高三班级教室
外，还贴有未撤下的光荣榜，记者看到，

光荣榜上贴满了学生的大学目标和人生

格言。
今年刚考上清华大学的黄浪，初中

时成绩在年级属于中等水平，看着老师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教育教学策略，黄浪

感受到自己备受重视和关注，暗自在心
里起誓：一定不负梦想、不负期望。中考
时，黄浪考了全年级第2名，在今年的高
考中，成功考上理想的大学。

像“老母亲”一样细致的
“霸道总裁”

不流失每一个学生，不放弃每一个
学生，这是丁显均的信念。

“我很幸运能遇到丁老师，丁老师
就像我的父亲，如果不是他鼓励我，教
我学习方法，让我了解到学习的重要

性，可能我上不了大学都有可能。”学生
杨纬说。

杨纬是南平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父母离异后，杨纬的父亲出门打工，平

日里杨纬由亲戚照看着，成绩也下滑得

厉害。丁显均了解情况后，经常上门家
访，找杨纬谈心，并为她申请贫困补贴，

给她制定了专门的学习方法，最终，她

在今年的高考中顺利被长江师范学院
录取。

填完高考志愿后，丁显均就一直关
注着杨纬，时常打电话了解她的高考录

取情况，得知 9月 6日杨纬即将开学，9
月3日，丁显均来到杨纬家里，了解杨纬
开学准备情况。

学生时代，都会有给老师起一个“爱
称”。丁显均的爱称却有两个——“丁
总”“丁伯伯”。

“丁老师严厉起来的时候，就像一

个霸道总裁，所以我们都叫他‘丁总’。”
学生潘宇怡说，“丁伯伯”是下课后和生
活中的状态。不管是丁显均以前的学
生，还是现在他刚接的高三班级的学
生，说起生活中的他，反应都是“像老母

亲一样细致”。
学生上课状态不对，

他私下谈心；学生宿舍下
水道堵了，他联系工人来
通下水道；学生未到校，他
借自行车上门寻人；学生
考试没吃早餐，他去给学

生买……事无巨细，他都

一一为大家处理好。

管理好自己，
就是管理好未来

“教书的目的就是让

学生成材。在我的眼里没

有成绩好坏的区别，最重
要的就是教会他们如何管
理自己，管理好自己。”

学生王淼渤的家长对丁显均的评
价是：“他改变了孩子习惯，改变的就是

孩子的一辈子。”王淼渤刚上初一的时
候，是一个典型的调皮捣蛋鬼，喜欢翻

墙出校玩游戏，家长也很苦恼。丁显

均利用班规处罚和说服教育的方式，
让王淼渤对他服了气。之后，丁显均

给王淼渤制订了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加上他独有的管理模式，让王淼渤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行为习惯改

变了，也变得爱学习，成绩一路上升，从
年级几百名上升到年级前 50再到年级

前20，最终考上本科。
学校里所有老师对丁显均在学生自

我管理方面都赞不绝口。他所打造的班

级自我管理模式已在全校推广。
丁显均介绍，他通过强化“班级共

同体”的打造，运用“班级学习小组自我

管理”模式开展管理，从班级学生“习惯

养成、激情参与、学习品质”等几个方面
入手，将班级分为安纪、学习、文娱、组
宣、体育、生活等六个大队，分别管理班
级六大工作，每个大队成员轮流担任大
队长，大队每个成员都是班级管理
干部。

另外，在班级分学科设立学术助理，

每个大队内设学科长，大队分项工作设
管理员等。班级考核表彰主要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目的是逐渐强化学生相互监
督意识，增强学生相互竞争能力，促使学
生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由压服向自

律转变。

同时，注重班级文化建设，力求班级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让班级每一
个成员都认识到自己是主人，明确搞好
班级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丁显均独特的管理模式，不仅学生

喜欢，家长也放心，在 2015年的中考前
家长会时，很多学生和家长强烈请求他
继续担任高中班主任，丁显均也因此连
任初中、高中班主任6年。

量身定做的学习方法
给独一无二的你
——记全国模范教师丁显均

用心浇灌少年花
——记全国优秀教师梁勇

“丁伯伯”就是下课后和生活中的丁显均老师状态。 和大多数的班主任一样，丁显均为同学们的学习操碎了心。

梁勇老师正在上课。梁勇老师自担任物理教研组长以来，带领本组教师钻研业务，探讨新
课程改革，推进教育教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