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各

高等学校、省属普通中专：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事业的重要

论述、深化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弘扬人民教师高尚师德，营造尊师重

教良好社会风尚，激励广大教师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

礼，教育部在第 37 个教师节前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推选活动。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开展 2021 年

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21‟13

号）精神，为做好我省推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选范围和条件 

（一）推选范围：在教书育人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曾获省

部级（含）以上荣誉称号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 

（二）推荐人选基本条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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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践行“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

个相统一”要求，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

人格正，教书育人成绩显著，贡献突出，事迹感人，享有很高

社会声誉，具有重要影响力，人民群众公认。 

二、推选名额及时间 

各设区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推荐名额为 1-2名，

省直管县（市）纳入所在设区市统筹考虑。各高等学校、省属

普通中专推荐名额为 1名，无合适人选可不推荐。 

候选人有关材料（有关要求见附件 1）请于 2021年 6 月 6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师资处。逾期不报的，视为自动放弃。 

三、推选流程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按照通知要求，在本地本校深入挖

掘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广泛宣传动员，认真组织推选。省教育

厅将组织专家集中评审，提出 2名候选人，经征求省委宣传部

意见后，上报教育部。 

四、推选要求 

（一）要严把思想政治关，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模范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要求，以师德表现、工作实绩

与贡献作为衡量标准，精心甄选，严格推选。 

（二）要以事迹为基础，推选在教育教学一线做出突出贡

献的优秀教师。倾斜支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边远地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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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师以及在抗击疫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优

秀教师典型。 

（三）要积极配合中央媒体，创新活动形式，提高社会公

众参与度，大力宣传广大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 

联系人：孙国宾、缪圣勇，联系电话：0791-86765197、

86765188；电子邮箱：zxxsgb2007@163.com。 

 

附件：1.候选人材料报送须知 

2.2021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 

3.候选人详细事迹材料样例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 5 月 26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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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请各地各校务必于 6 月 6 日前，将下列 4 项材料的电子版

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 zxxsgb2007@163.com，同时发送加盖公章

的推荐情况报告（PDF 版本）。 

1.《推荐工作情况报告》1 份，加盖各地教育局或各校公章。 

2.《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附件 2）。 

3.候选人彩色登记照电子版。头部占照片尺寸的 2／3，照

片尺寸为 320*240 像素以上，大小为 100-500K 之间，格式为

jpg，文件名为“姓名-单位”。同时，提供电子版彩色工作照

3-5 张，照片大小在 1M 以上，并以工作内容命名。 

4.候选人详细事迹材料。严格参照提供的样例（详见附件 3）

提供材料，内容要翔实准确、感染力强，有具体工作事例，充

分展现候选人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字数在 5000字以内。 

请各地教育局和各校主管部门对候选人材料格式、内容严

格审核把关后按时报送，对不符合要求的事迹材料将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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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2吋照片 

政治面貌  民   族  学   历  

从教年限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个 

 

人 

 

简 

 

历 

学

习

经

历 

 

工

作

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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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何 

 

地受过 

 

何奖励 

 

简要 

 

事迹 

 

材料 

 

 

样例： 

姓名，性别，民族，**年**月生，（政治面貌），**省**市**县（区、市）

**学校教师。（教书育人事迹：如，她扎根教育 24 年，用爱心帮特殊孩子跨

越残缺的障碍，用耐心与匠心教会特殊孩子学习知识、学会做人。她坚持口

语手语相结合和医教结合的教学模式，倡导生活化课堂，实施分层教学，开

展校本研究，推进融合教育，积极对学生进行个别化训练。她寓教于乐，为

学生开设十字绣、水钻贴画、手工、刺绣等校本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先后

8 次在指导学生手工作品、文艺节目中获国家、省级辅导奖。她担任师德讲

座主讲人，将崇德修身的课堂建在学校、建在每名教师心间）。曾获****等

荣誉。 

 

（字数 400 字以内。参照样例，要对推荐人选教书育人突出事迹进行

概括，，提炼最鲜明事迹特征。列举本人已获得省部级（含）以上荣誉

称号、奖励且不宜超过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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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请严格按照以下样例提供，内容要翔实准确、感染力强，有

具体工作事例，充分展现候选人的先进性和典型性。要有题记、二

级标题，字数在 5000 字以内） 

 

 

——记陕西省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党红妮 

 

辛勤耕耘在特教讲台，默默守护着残障儿童，以爱唤爱，以智

启智，给残缺以尊严，给特障以坦平……她用点滴平凡故事，书写

着特殊教育者的“不平凡”。     

——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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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们对党红妮的感人故

事都会赞不绝口。 

党红妮毕业于丹凤师范学校，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

现任学校副校长。二十四载从教路，一十四年特教情，党红妮

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挚爱着特教事业，倾注一腔慈母般的亲

情，用爱滋养着每一个听障和智障的孩子，得到学生的爱戴、

家长的赞誉、同行的好评、领导的褒奖，先后获得陕西省师德

标兵、陕西省教学能手、陕西省优秀残疾人文化工作者，陕西

省特殊学校课堂大赛二等奖等殊荣。 

这一张张荣誉证书，不仅见证了她春夏秋冬的辛勤耕耘，

也为她在特教领域赢得了远比金杯、银杯更珍贵的口碑。 

爱是最好的教育 

1999 年 11 月，党红妮初次接触特殊教育，面对这群生活

在残缺世界中的孩子，她的心揪得厉害：和他们说话，他们听

不到；和他们打手语，他们看不懂。 

党红妮说，自己就像一条搁浅在沙滩的鱼，进入了一个教

育的陌生领域，一切都是那么难。那段时间，她的嘴角起泡、

溃烂了整整一个月。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党红妮深知每个孩子都是天上

降临的天使，残障孩子是因为不小心折断了翅膀，不管他们的

残疾程度有多么严重，他们都应享有基本的尊严和受教育的权

利。 

党红妮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她所在的学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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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寄宿制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学校 143 名听障、智障（包括

自闭症）学生来自全市六县一区基层贫困家庭，周内全部食宿

在学校，学生在校时间长，学校实行行政安全值班制度，每当

值班时，她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家长”的职责，用爱心浇

灌着特殊之花成长。 

2015 年 10 月的一天，党红妮正在值班，学生小米突发疾

病，她第一时间赶到学生宿舍，看到孩子的头一直往左边抽，

眼神呆呆的，失去了光泽。她吓坏了，快速拨打 120 之后，趴

在孩子耳边一遍又一遍呼叫对方的名字，孩子一点反应也没

有，她用手轻轻拍打着小米的脸颊，孩子依然没有一点反应，

完全失去了意识。 

党红妮立刻意识到事情的紧迫和严重，她利用自己自学的

急救知识，给小米做抢救，掐人中，掐脚心、掐手心，以及十

个指尖，直到孩子的抽搐渐渐缓解。 

随后，她跟着去医院，又担当起家长的角色，垫付医药费，

陪同小米抽血、化验，做 CT、心电图、脑电图等各种检查。在

CT 检查中，小米因为不适，呕吐得厉害，为了不污染到检查

医疗器械，有几次她都是用手直接去接孩子的呕吐物，心里没

有丝毫的怨言。 

医生说，孩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幸好救治及时。当孩子的

爸爸赶到医院时，孩子已无大碍。看着醒来后静静地躺在病床

上的孩子，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望着她，眼神重回光彩，那一刻，

党红妮深刻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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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卓患有疝气，因家里贫困一直没有钱做手术，只用

一个自制的布兜兜着，每次犯病的时候，孩子疼得走路一瘸一

跛，党红妮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帮助孩子治疗，她积极

响应教育扶贫，扶贫扶智的政策，辗转联系到爱心人士，为孩

子提供医疗费，帮助孩子做手术。为了保证手术顺利，她还去

小卓老家做了一次家访，深入了解了孩子的家庭情况和疾病情

况。 

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差，她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洗脸刷牙、穿

衣戴帽、整理床铺；学生腿脚不灵便，她就搀扶他们上厕所，

带他们做康复训练；孩子生病，她就第一时间带孩子看病求医，

端水喂药；学生家庭贫困，她就千方百计寻求资助，解决燃眉

之急…… 

爱是最好的教育，她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为人

师”，更是“为人母”，无时无刻不在帮助这些残障孩子。正因

为如此，她多次被学校表彰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

秀少先队辅导员”“环保妈妈”等，所带班级也多次荣获学校

“优秀班级”“优秀中队”等荣誉称号。 

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 

党红妮深知，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教育对象的变化

是极其缓慢、细微的。因而，特殊教育需要以一个等待的姿态

倾情投入，耐心关注教育对象，用慢节奏促进生命的进步和成

长。 

学生小坡，由于先天性小脑发育不足，导致他智力障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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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有肢体障碍，他口齿不清，流口水，走路摇摇晃晃，好像

随时都要摔倒的样子。刚到校的时候这个孩子十分自卑，不愿

意和其他同学交流、游戏。为了改变孩子的这些情况，党红妮

认真钻研专业书籍，制定周密而详细的康复计划，同时还不忘

向更专业的同行请教，最终选择采用运动康复、生活康复、语

言康复等方法，从课堂、生活等多方面对他进行全方位的康复

训练。 

在运动康复训练中，党红妮给予小坡最大的关注，对他进

行座位的合理安排。刚开始的时候，她安排小坡坐在门口位臵，

方便他的出入，等他的腿部力量增强后，就把他安排到离门口

较远的座位，并安排到同学中间，增加他运动的难度。课余的

时候，她有意识地带孩子去操场，训练他的站、走、跑等运动

能力，和他做一些抛接玩具球的游戏；在教室带他参加拖地、

擦黑板等劳动；有意让他帮忙取小物品、拿东西等。 

通过这些，党红妮不断训练小坡的协调能力和身体平衡能

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随着他运动能力的提高，又让

他与同学互动游戏，学会在同学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完成

一些跳、跨等较难动作，直到最后他有能力离开别人的帮助自

己独立活动，独立运动。 

在生活康复训练中，刚开始的时候，她提醒孩子穿没有拉

链和扣子的套头衣服，穿一脚蹬的鞋子，用勺子或者叉子吃饭，

给他买来泡泡糖，让他经常性咀嚼，增加咬肌肌肉的力量，同

时给孩子提供小手绢和卫生纸，提醒孩子流口水的时候自己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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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擦，注重仪容仪表，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慢慢地，随着生

活能力的提升，她又让孩子尝试去穿有拉链的衣服和有魔术粘

贴扣的鞋子，尝试用筷子吃饭。这样逐步训练，在学生的能力

范围之内，激发他最大的潜能。 

在语言康复训练中，由于小坡说话口齿不清楚，最开始的

时候，党红妮对他进行单音节的拼音游戏训练：如，张大嘴巴

a-a-a,一只小鹅 e-e-e等。随着他语言能力的提升，再对他进

行单个字的训练，并尝试进行双音节词的填空训练，如：教学

“桌子”一词，老师说“桌”，他跟着说“子”。或者他说“桌”，

老师说“子”，这样直到他能够说出完整的词语。最后根据他

的实际情况，再在词语的基础上对他进行句子填空式的语言练

习。 

这样的康复训练，每一步都很琐碎，每一步都需要不断的

重复。但有耐心就有教育，有教育就有改变。就这样，小步子

大循环，这些简单的东西不断重复着，呈现出螺旋上升的状态。 

经过 5年的反复训练，小坡的康复效果表现得十分显著：

他的腿部力量明显增强，不但可以走稳，可以跳、跨、快速奔

跑，还可以在操场和其他同学一起打篮球。他流口水的情况也

得到极大的改善，生活可以完全自理，不仅懂得怎么把自己收

拾得干干净净，还懂得怎样把黑板擦干净，把地板拖干净，并

且经常帮助其他同学提裤子、拉拉链，俨然一个小大哥的样子。

小坡还特别热爱劳动，喜欢在学校侍弄花草，现在在学校表现

十分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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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是特教教师的立德之本。由于教学工作业绩突出，

2016年教师节，党红妮代表全省师德标兵及师德先进个人在全

省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发言，获得阵阵掌声。 2017 年，她在商

洛团市委等组织的寻找身边好青年青春励志报告会上做报告 3

场，在商洛市教育局组织的全市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做报告 1场，

在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做师德报告 1 场，2018年，在商洛中学

教师春季整顿培训会上做报告 1场。她的个人事迹分别获得《商

洛日报》《教师报》《陕西日报》及陕西电视台新闻联播、陕西

电台新闻联播等媒体报道。 

匠心成就特教之梦 

特殊教育的发展，仅靠对学生的关爱和自我汗水的付出是

难以为继的。只有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才能满足特殊

孩子身心发展的需要。为了帮助特殊孩子能够更快更好地回归

主流社会，党红妮积极研究《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和《培

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倡导以生活为核心的课堂，坚持

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积极实施校本课程，充分利用课外资源，

开展个别化训练和研究，打开校门，推动融合教育，努力让自

己成为一名研究型、创新型教师。 

在特教学校，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被称为自闭症儿、孤

独症儿或者星星的孩子，他们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不能察觉

别人的存在，不能主动与人交往，缺乏合作意识，想象力较弱，

语言发展迟缓且有障碍，与人沟通有困难，在日常生活中，会

不断重复一些动作，这些孩子的教育是特教老师所面临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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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为他们是特教学校最难教育的一类学生。 

学生小新，就是这样的一个自闭症患儿，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上课不知不觉就离开了座位，一个人在教室里走动，无论

老师怎么对他讲道理，他依然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为此，

党红妮翻阅了大量特教书籍，并加入“特教广场”，利用网络

展开自闭症学生教育的摸索研究。通过研究与尝试，她发现编

写社交故事的教育方法最适合小新。于是与小新交流，她都要

先走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膀，然后看着他的眼睛，采用第一人

称、现在时态、正面内容和他交流。如劝他回座位时，她重点

要考虑学生的理解能力，会对他说：“上课了，同学们都安安

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我也应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听

老师讲课，这样老师会表扬我的，说我是一个好学生。”这种

正面的引导对小新还是蛮有效果的，随着不断尝试、研究，小

新与党红妮交流的效果越来越好，自我管理时间也越来越久

了，而且似乎找到一种交往的安全感，课余总喜欢到党红妮的

办公室去坐坐。 

通过对自闭症儿的跟踪研究，党红妮还发现小新对色彩特

别感兴趣，十分喜欢画画，只要给他一张纸、一支画笔，他就

能坐一整节课，在画纸上放飞自我，忘我地绘画。发现这一特

点，党红妮继续挖掘这一特长，让小新参加书画兴趣小组，让

人欣慰的是，在绘画活动中，这个几乎不开口说话的孩子开始

说“老师，红色”等一些词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在绘画

的世界里，小新的情绪达到了安抚，不再来回跑动，而且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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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构图合理、色彩绚丽、充满想象，在学校书画展上进行了展

出，并选送参加了陕西省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素质综合展示展

出。 

这个星星的孩子如同一艘小小的帆船在学校的港湾起航。

小新的妈妈流着眼泪说：“感谢老师，感谢学校对小新的培养。

当初，医院诊断这个孩子是自闭症的时候，老公对我冷眼相看，

说因这个孩子，一生都完了，想要跟我离婚，家里的老人也多

次劝说，让我把这个孩子遗弃了，再生一个。但孩子是我身上

的一块肉啊，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

看到孩子变化这么大，家里人的态度也转变了，再也不说离婚

的话了。” 

在这方面，特殊教育减轻了社会的负担，挽救了一个个濒

临破碎的家庭，给许多特殊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特殊教育给残

障孩子一个美好未来，给残障孩子家庭一个希望。党红妮说，

在特殊教育的路上，她从不敢懈怠，从不敢敷衍，从不敢说

“不”。 

为了帮助特殊学生更好地回归社会主流，作为学校教学管

理者，她带领教师积极开设了十字绣、水钻贴画、手工、刺绣、

书画、篮球等校本课程，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积极筹备

《游戏》等校本教材编写，她主持的市级课题《如何在培智学

生中实施分层教学》，参与的国家级课题《以多元智能为指导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都已结题。撰写的 20 余篇教育教学论文

在国家级、省级刊物获奖或发表，先后 8 次在指导学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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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作品、文艺节目中获国家、省级辅导奖。在自我进步的同

时，她还积极发挥自身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教师作专业培训 5

次，先后 6次赴洛南、山阳县特殊教育学校指导、交流工作，

悉心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教师，为商洛特殊教育队伍建设，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今，她教过的学生有的

已经进入更高学府继续深造，有的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

自立自强、自食其力的社会劳动者。 

初心勾线有教无类，匠心施彩有爱无碍。柏拉图说：“教

育非他，乃心灵的转向”，特殊教育就是向爱、善和智慧的转

向。党红妮用虔诚的态度、忠诚的灵魂，践行着“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标准，用实

际行动“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这就是她——党红妮，一名有着深厚特教情

怀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