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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妇联公布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名单，四川9名个人、6个集体分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其中，四川教育系统有2名个人、2个集

体获此殊荣，她们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合会会长张虹，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章群，达州市达川区特殊教育学校，成都市树德中学。

她们智慧与勇气并重，爱心与耐心兼具，对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对学生满怀关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耕耘出了满园春色。她们，照亮了教育系统最明媚的“半边天”。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39年，“以

忠诚守护初心，以医术解除病痛，以使命感召

团队，以奉献光耀社会”，是张虹一直以来矢志

不移的追求。

教学方面，张虹是一名有爱心、有责任的

老师，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虹妈妈”。她不断更

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采用理论课、病案讨

论与临床见习相结合，生动的教学方式深受学

生追捧。她指导的学生连续六届在“全国针灸

技能大赛”中夺冠。

同时，作为学校研究生质量督导、学院本

科教学督导，张虹尽心尽力指导青年教师，在

生活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学习上给予

悉心指导。

作为科技工作者，张虹主持承担国家自然

基金等各级科研项目38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3项、省部级课题2项，曾获得四川省

教育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成都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省市政府教

学、科技等奖励10项。

张虹还为中医针灸学的发展和海外传播作

出了重要贡献。每年，她都要为来自北美、欧洲、

澳洲和亚洲的留学生讲课和带实习、出国讲学、

交流，为中医药服务“一带一路”贡献力量。作为

莫桑比克讲授中医技法项目的负责人，她奔赴艰

苦的非洲教授针灸，培养了200多位医护人员。

临床方面，张虹长期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

作。她常说：“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针灸专家，

就要以大医精诚之心和精湛医术，去为每一个

病患减轻痛苦，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

大的奖赏。”她坚持每周6次门诊，每年诊治病

人超万人次。

张虹常说：“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

的是药，给的是情。”得知一农村女性因重症肌

无力完全瘫痪在床10年，张虹便随妇联干部主

动辗转到家出诊，免费为其治疗。在她有效的

针灸治疗后，这个病人不仅能够独立翻身，还

能搀扶行走。

公益服务方面，作为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

合会现任会长，张虹在做好教书育人和治病救

人工作的同时，带领14个分会400多名会员，为

困难地区送医捐款、环保宣传、家庭教育、心理

咨询、医药健康等各种爱心活动。与重庆市女

性人才研究会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主动融入

成渝经济圈建设，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合会先

后荣获2019年成都市三八红旗集体、2020年四

川省三八红旗集体。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一时间，张虹将

当时已经80岁的老母亲托给邻居照顾，连续5

个昼夜坚守岗位，忘我工作。她带领师生志愿

者小分队480人次，分别前往受灾群众安置点

服务3000多人次。雅安芦山地震后，她也第一

时间带队奔赴一线，为民服务。

在张虹身上，体现了一名党员、教授、名医

的人格魅力，彰显了当代女性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的时代精神，受到广大师生及病患的

一致赞誉，在女性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典型

的示范作用——这正是对“三八红旗手”最好

诠释！

章群，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作为一名从

教30余年的教师，没有比看到自己的学生勤

勉求学，从一棵小树苗成长为国之栋梁更让

我欣喜的事了。”

37年来，章群潜心教书育人，引领学生经

世济民。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她始终在

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方面充分发挥表率作

用。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章群探索出一套务

实管用的学生培养路子——“1+1+1人才培养

模式”，即以1个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为主体，至

少参与1项课题研究、1项社会实践活动，引导

学生在成长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探索中增长

本领能力，在实践中锻炼智慧才干。

她注重学生的知识积累，助推学术规范

养成。经常组织读书会，让博士生、硕士生、本

科生共同交流，创设深读、分享一本书的模

式，引导他们深学细悟。章群注重引导学生关

注社会，理论结合实践。带领学生参与农民工

权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灾后重建等社

会民生实践，引导学生通过科研实践扎根基

层研究实际问题，多项成果获得省市领导肯

定。她还牵头推动在西南财大建立四川省法

律援助中心工作站，并担任首届站长，积极开

展扶弱济困。章群注重交流平台搭建，帮助学

生开阔视野。她担任“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

理知识技能竞赛”西南片区裁判长，每年吸引

全国近300余所高校参赛，已成为全国高校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中的一项盛事。

尽管是一名老教师，但章群一直与时俱

进。为做好疫情防控，她一方面积极探索网络

授课模式，担任国家精品课程人力资管理学

视频公开课教师；另一方面，她开设了留学生

课程，为来自45个国家的150余名留学生讲授

中国抗疫故事，让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听到“中

国声音”，更深刻理解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的现实意义。

“我想学术的使命和学者的担当，不只是

具有‘学术’本身的意义，而且关乎民族的命

运和国家的兴衰。我们应当用心、用力、用情，

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学者，

章群始终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近年来，

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

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2项；在权威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20多篇，主编、参编专著12部；多

项成果获省部级科研奖项。她用一篇篇文章

践行着学术的使命和学者的担当。

作为四川省决策咨询委、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等专家，章群积极为地方发展治理建

言献策。围绕法治建设、公共政策等为省委、

省政府提交研究报告40余份。作为立法专家，

她深度参与地方法规的立、改、废、释等工作。

作为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她积极投身妇女儿

童权益保障。

作为一名老党员，章群始终坚持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在工作之余，严肃认真的“章老

师”，就变成了热情直爽的“章大姐”。年轻同志

有困难时，总喜欢求教于她这个知心大姐，无论

是谈工作，还是唠家常、聊心事，章群总是耐心

倾听、指点迷津，也从不吝于传授经验、排忧解

难。正如她的微信名：“为善至乐”。

章群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热情的生活姿

态展现着新时代的学者风范和巾帼风采。

成都市树德中学有教职工795人，其中女性有480人。

建校90多年来，学校一贯坚持“树德树人”的办学思想，先

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树德中学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工作。学校党委常态化

开展“两学一做”，落实“三会一课”，坚持“主题党日”学习，推

进“党委委员讲党史”，校长办公会、党委纪委中心组会、行政

会党史学习交流。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常态化、组织化，坚守政

治立场与教育宗旨。完善党委、纪委中心组例会制度，推动主

体责任落地落实。积极开展学校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增强

学校党组织政治引领力。扎实推进制度机制建设，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学校风险内控制

度汇编，不断完善决策制度机制，形成党委纪委中心组例会、

教代会、校长办公会、校区党建行政例会一体化决策体系；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完善中层干部培养、选聘和考核、管理

制度，打造廉洁担当、业务精通的干部队伍；积极规划人才发

展战略，落实党管人才这一重要原则。

树德中学深化“树德树人 卓育英才”的实践，践行整全

育人。

树德中学建构了系统的学校课程体系。学校围绕“五大

核心素养”，形成了品格课程、实践课程、学术课程和未来课

程“四大课程体系”；坚持差异取向的分层+分类的课程建设

与教学实践，坚持基础层、拓展层与探究层分层理路；坚持

“五大讲堂”，开展“五大文化节”活动，实施“七大校园典礼”

课程，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实施英才计划，形成了培养机制

与模式。

树德中学拥有坚韧、创新、优秀的教师团队。90多年来，

学校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个人。享有国家级（部级）荣誉称号

的教师共5名，其中包含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

名；享有正高级教师荣誉称号的教师7名；享有省级荣誉称

号的教师24名，省教书育人名师3名，省劳模1名，省特级教

师12名，省优秀教师5名。

树德中学形成了开放的办学格局。既有教育集团辐射引

领，也有四川云教牵手乡村。“四川云教”树德中学联盟“牵

手”成都、三州等地共15所学校，助力国家教育扶贫和乡村振

兴。同时，学校积极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与重庆名

校的交流。学校还依托教育部人文交流结对子项目加强国际

化建设，增进文化共享互鉴，教育国际化成就显著。

未来，在新的一百年奋斗征途上，树德中学将牢记初心

使命，不断创新精进。聚焦“双减”“双新”，深化课程建设与

教学变革，注重学生情智和谐发展，深入推进现代技术教

育，丰富整全育人实践,培养卓越学生。

2021年度四川省三八红旗手标兵、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教育系统）

3月7日，四川省妇联公布了

2021年度四川三八红旗手标兵、

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广泛

宣传优秀女性和集体的先进事

迹，用榜样的力量引导和激励广

大妇女，四川省妇女联合会、四川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

授予王红宁等 10 人四川省三八

红旗手标兵、赵霞等 190 人四川

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成都市七

中育才学校等100个单位四川省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四川教育系统多人、多集体

获此殊荣，她们是：

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四川省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护理学院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档案馆、图情信息中心）

广汉市教育局小镜子心语工作室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内江市东兴区实验小学校

宜宾市市级机关幼儿园

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小学教育集团

眉山市丹棱县幼儿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星空·大地”测绘地信教研团队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公共服务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第一幼儿园

四川大学高分子功能材料与器件先进制造团队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幼儿园

巴中市巴州区第一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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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虹：守教育初心 施妙手仁心

章群：教师本色 学者担当

成都市树德中学：
党建铸魂强信念 树德整全育新人

达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为特殊学生撑起爱的蓝天

在达州市达川区特殊教育学

校，女教师们用慈爱之心照顾着

特殊孩子的生活，安抚他们喜怒

无常的情绪，贴近他们与众不同

的世界……践行着教师的神圣职

责，演绎着当代女性的职业风采，

为残疾学生撑起一片爱的蓝天。

青年教师王思杰在给一个聋

哑的唐氏综合症孩子送教时，想

引导这个孩子发声，但做了很多

尝试都没有成功。她没有放弃，拉

着孩子的手放在自己喉部，同时

也把手轻轻放在学生的喉部，试

图让他模仿发声，可是这个孩子

只是看着王思杰笑。王思杰心里

着急，却依然保持耐心，一遍又一

遍发音做口型。终于，孩子发出了

第一个声音，“ou”，不清晰，声音也不大，但那一刻,王

思杰仿佛听到了天籁，特殊教育的意义在那一刻得到

了最好的体现。每个特教老师都是这样，努力创造着特

殊孩子们生命中的奇迹。

达川特校距离城市主区有30多公里，交通不便，

全区特殊儿童都在学校读书，周末大部分孩子都在学

校住宿。由于特殊学生体质差异，各种突发情况频繁且

危急。教师于昌碧值班时给学生盖被子时，突然发现一

位脑瘫学生发病，她心急如焚，火速叫车来接。但因为

冬日夜晚太冷，没有一个人愿意过来跑一趟。万般无奈

下，于昌碧找到了自己的亲戚，“帮帮忙，算我欠你一个

大人情，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孩子的父母

交代？”在亲戚的帮忙下，于昌碧带着学生在萧瑟寒风

中赶去了医院。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例，在这里，学生是

老师们无时无刻的念叨和牵挂。

校外也“一个都不能少”。学生小林由于身体原因不

能到校上课，校长王小芳组织几名专业教师，利用周末

时间驱车120公里，为小林进行知识教育和生活指导。

达川区特殊教育学校以培育残疾人自立精神、培

养学生自理能力为目标，从生活小事入手，尽量让学生

通过动手让大脑发育，将来能在社会生存。对于聋班学

生，除了教授文化知识，学校教师还尽力让他们掌握一

项技术，聋班学生的十字绣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省

检时得到了省专家组的一致好评。

通过一批批特教教师的努力，达川区特殊教育学

校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学生参加全国残运会1

人获金牌，参加省残运会1人获银牌，参加省艺术节1

人作品获二等奖；教师个人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巾帼

建功标兵”、“模范教师”1人，被评为省市县“助残先进

个人”“优秀教师”各1人；学校曾先后荣获国务院残工

委、达州市“ 残疾人之家”，市县“ 特殊教育先进单位”

“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等殊荣。学生陈玲丹被团区委

推荐表彰为2016年度四川省优

秀少先队员，并顺利考入

高中。

一片丹心，双

肩重任，千般

希冀，万般

奉献，这就

是达川特校

教师的精神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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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区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