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促进优良校风学风、文风班风的形成，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

凝聚力、自信力,形成爱学校、爱学习的文化氛围，四川大学于 2016 年 3 月 31
日 12:00-16:00 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青春广场进行展示。我院 2012 级作业治

疗班成为唯一同时揽获四川大学校级最高团体综合性荣誉“百佳＂班级称号和

四川大学团支部最高团体荣誉“五四红旗团支部＂的班级。 “百佳＂班级称号

是在四川大学 32 个学院的数百个班集体中，前五十个优秀班集体才能享此殊

荣。 
1997 年我校开设康复治疗学以来，一直以小班教学的方式进行，2008 年在

何成奇教授的带领下划分为作业治疗、物理治疗、假肢矫形三个专业独立培

养，三个专业的课程先后都通过国际认证，是四川大学本科课程唯一通过国际

认证的专业课程。作为国内新兴专业的作业治疗学，2012 级作业治疗班的同

学们迎难而上，奋勇拼搏。虽然班级仅由八名同学组成，但已经在学术、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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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活动中均有不俗

的 表 现 。 班 级 主 张 多

元，开放化管理，除设

立班长职务外，其余班

级事务均由班级同学轮

流分管，力求人人为集

体 ， 集 体 为 人 人 。 同

时，开辟和发展独特的

“课代表＂制度，力求

每个成员至少承担一门

课程的负责课代表，积

极与授课老师联系，组

织同学完成课程要求的

学习和实践任务，通过

这种形式调动了成员们

的主人翁精神和自主学

习、服务和责任意识。 
班级在短短的两年间

成果磊磊，累计获得荣

誉（集体/个人）国家级

1 项，省级 1 项，校级

22 项，2013-2014 年余

佳丹获联邦制药奖学金

及 华 西 英 才 奖 ； 余 佳

丹、张嘉祺获四川大学

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张

嘉祺、谷尚、余佳丹获

四川大学综合奖学金；

张梦杰、马迪获四川大

学 单 项 奖 学 金 。 2014-
2015 年张嘉祺获国家级

奖学金；余佳丹获四川

大学百佳学术社团会长

称号、四川大学综合奖

学金、联邦制药奖学金

及 优 秀 毕 业 生 荣 誉 称

号；马迪张梦杰、谷尚

获四川大学单项奖学金；张嘉祺、谷尚获优秀毕业生干

部荣誉称号等等。 
科研课题方面，班级同学连年揽获各项科研课题。

马迪、张嘉祺、康有存、张梦杰获大学生省级创新训练

计划《基于 ICF 颅脑外伤后前瞻性记忆功能康复的因

素分析》一项（指导老师何竟副教授）；余佳丹、张嘉

祺、谷尚获大学生校级创新计划《基于 ICF 的青少年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综合康复评估系统的建立与应用》一

项（指导老师王朴副教授）；余佳丹、张嘉祺参与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智能步态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在脑

卒中患者步行功能评估与训练中的应用（指导老师王朴

副教授、张仁刚作业治疗师）；张嘉祺参与大学生科研

训练计划《工作表现评估量表内地中文版的建立及其信

效度的评估》（指导老师杨永红副主任作业治疗师、刘

沙鑫作业治疗师）。 
2015 年 10 月张嘉祺受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作

业模型（MOHO）峰会并作口头汇报；2016 年 2 月张

嘉祺、余佳丹受邀参加第五届亚太地区物理及康复医学

会议暨第 26 届菲律宾康复医学年会并大会发言。 
张嘉祺、余佳丹、马迪、张梦杰、谷尚等 5 位同学

至今，累计发表学术论文 2 篇，数篇论文摘要被美国

人类作业治疗模型峰会，第五届亚太地区物理及康复医

学会议暨第 26 届菲律宾康复医学年会，2015 年华西

康复国际论坛收录。 
谷尚、康有存、张梦杰等四名同学自主联系校外志



愿者服务项目，在成都第二人民医

院义务为多名患者服务，累积服务

13.5 小时，独立开展作业小组活动

数次，学习从事医疗领域社会工作

者的技能，同时也提高了作业治疗

专业知识； 
谷尚作为四川大学笑笑相声社，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艺术团语

言组成员，已多次在四川大学本科

生，研究生迎新晚会，四川大学军

训结业汇演等上进行演出。 
班级的 8 名成员即将在这个美

丽的 6 月毕业，将在澳大利亚、中

国香港、北京、上海、成都等地攻

读研究生或正式就业。虽然班上只

有 8 名同学，但是他们勇敢从容地

学习和成长，他们也将在未来学习、生

活、工作的道路上披荆斩棘，奋斗不

止！向社会展示出华西学子风采！华西

风貌！华西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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