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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和“最美志愿服务群体”先进典型名单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 （记者白阳） 记者 26 日
获悉，中宣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中央军委政法委、中
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华见义勇为基
金会日前联合发出《关于举办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
雄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向全国征选见义勇为英模
候选人事迹。

通知指出，评选表彰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活动，要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充分调动人民群众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知荣辱、
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汇聚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强大正能量。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评选表彰全国见
义勇为英雄模范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
署，把组织评选表彰的过程变成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传承
中华传统美德的过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过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
程；评选表彰工作要充分体现群众性，立足社区、企业、村
镇、学校、连队等基层单位，确保评选出的英雄模范事迹
过硬、代表性强，可歌可泣、可信可学，使群众在参与中受
到教育、得到提高；要把宣传工作贯穿评选表彰活动始
终。各主办单位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及军队各单位要组织主要新闻媒体、网站，运用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各地见义勇为工作先进经验，大力宣传见
义勇为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努力扩大活动影响，营造全
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权益
保障工作，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英雄模范的关爱，充分体
现英雄模范享有崇高社会地位、广受社会尊敬。

据了解，本届评选表彰活动将评选出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含英雄群体）10 名（个）、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含模
范群体）50 名（个）。对获全国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的
个人，奖励 10 万元人民币，牺牲的英雄追加 10 万元慰问
金；对获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群体荣誉称号的群体共奖励
20 万元人民币，英雄群体中牺牲的个人追加 10 万元慰
问金；对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奖励 5 万
元人民币，牺牲的模范追加 10 万元慰问金；对获全国见
义勇为模范群体荣誉称号的群体共奖励 10 万元人民币，
模范群体中牺牲的个人追加 10万元慰问金。

各地推荐的候选人主要从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
5月31日期间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人员中产生；2016年6
月，英雄（群体）、模范（群体）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将在主流
媒体和网站上刊登，面向全国公示，发动公众投票。适时将
在北京召开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见 义 勇 为
英雄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启动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26 日电 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 26 日在北京召
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学习
传承雷锋精神，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倡导有困难
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
愿者，着力扩大学雷锋
志愿服务覆盖面，着力
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
度化，为营造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
为显著提高国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作出新的
贡献。

会议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
府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大力倡导、有力推进
学雷锋志愿服务，各部
门各单位共同努力，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志愿
者队伍不断壮大，志愿
服务活动蓬勃开展，制
度 化 建 设 迈 出 坚 实 步
伐，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更加健全，志愿服务
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
发展态势，成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靓丽风景和响
亮品牌。

会议强调，面对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新要求，学雷锋志愿服
务 任 重 道 远 ，大 有 作

为。要突出价值观引领，通过项目化运作、组织化规范、
专业化支撑、社区化扎根、信息化管理，深入推进学雷锋
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要积极培育志愿文化，注重教
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
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着力培育志愿服务意识，大力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形成有利于弘扬志愿精神的生活情
景和社会氛围。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学雷锋志愿服务的组织领
导，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整合社会资
源，创新方式方法，促进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要
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员志愿服务与即将开
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中，把
共产党员的鲜明身份亮出来，让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响
起来，使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树起来。

会上公布了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
单，公布湖北监利沉船事件和善后工作全体志愿者为“最
美志愿服务群体”，并向先进典型代表颁发了奖牌。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强调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推动

国民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 2015 年 10 月，中央宣传
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环保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残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在全国组织开
展了宣传推选 100 个最美志愿者、100 个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100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等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

活动组委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集中展
示、群众投票、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环节，从各地各有关
部门推荐的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组织和
城乡社区中，推选出一批群众认可、事迹突出、影响广泛
的先进典型。名单如下：

一、最美志愿服务群体（1 个）

湖北监利沉船事件救援和善后工作全体志愿者

二、最美志愿者（100 人）

北京（4 人）
袁宝钧 昌平区拯救修复老照片志愿队骨干
李 楠 朝阳区望京李楠社会工作事务所负责人
梁会兰 北京会兰孝亲敬老服务队负责人
张鹊鸣 北京鹊鸣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天津（3 人）
姚 亮 天津益新社会服务指导中心志愿者
商海涛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天津管理中

心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爱心之家”志愿者
王友田 东丽区学雷锋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
河北（3 人）
刁昌盛 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刁昌盛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王红心 沧州市红心志愿服务协会负责人
王冀宏 邯郸市丛台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成员
山西（2 人）
潘春虎 运城市稷山县学雷锋志愿者协会成员
赵东会 太原市关心下一代志愿者联合会成员
内蒙古（2 人）
刘岩蓦 鄂尔多斯市明星志愿者协会会长
陈文学 包头市北重集团公司 80 岁退休职工、弘扬

践行雷锋精神志愿者
辽宁（2 人）
祝瑞伍 大连市金州新区万里爱心会会长
严 哲 丹东市慈善总会快乐奉献义工站、辽宁省

器官捐献丹东分部负责人
吉林（3 人）
孙世铭 松原市民间环保志愿者
初建美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抄表员扶贫帮困志愿者
胡艳苹 长春市九台区善满家园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黑龙江（4 人）
武士龙 大兴安岭公益协会负责人
孙雅芳 大庆市东湖社区阳光家园爱心工作室志愿者
孟广彬 哈尔滨市和兴路街道文兴社区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骨干
孙庆和 伊春市新青区“林海彩虹”志愿服务队骨干
上海（5 人）
黄吉人 上海市智力助残志愿者服务基地负责人
张兴儒 上海知名眼科专家、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

长、慈善光明行发起人
曹 鹏 上海慈善志愿者服务总队城市交响乐团义

工队成员
袁正平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
蒋舒文 徐汇区中心医院义工服务站志愿团队负责人
江苏（4 人）
李 展 无锡市爱心车队志愿者
高 雁 扬州市江都区小艳子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郑宪民 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王德林 常州市一加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
浙江（4 人）
钱海军 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
吴岩兴 绍兴市“老吴热线”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曹荣安 金华市绿色生态文化服务中心、金华市雷

锋文化馆志愿者
周炎珍 杭州市中山南路居委会社区志愿服务队队长
安徽（4 人）
易厚掌 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厂镇西塔村村民、植树

造林志愿者
薛金珉 宿州市砀山县健康与法律知识宣传志愿者
张景兰 合肥市芜湖路街道茶亭社区党员志愿者
李 东 蚌埠市助残志愿服务队残疾人志愿者
福建（3 人）
黄文谦 仙游县 96岁退休老人、助学济困志愿者
陈素珍 厦门市蓝天救援队队长
吴成光 柘荣县双城镇法律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江西（2 人）
郭联发 南昌市东湖区志愿联合会注册志愿者、微

爱公益总发起人
顾定恩 赣州市公益志愿者协会红十字优秀志愿者
山东（3 人）
安立盛 烟台市学雷锋安立盛志愿服务大队负责人
张春霞、李强（夫妇） 泰安市肥城市爱心公益协会

负责人
李延照 青岛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
河南（3 人）
曹建淼 洛阳市好人颂社区艺术团团长
李桂玲 郑州市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
宋亚萍 濮阳县“益点爱助学中心”发起人
湖北（3 人）
安玥琦 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常务副队长
王 辉 武汉市武昌区“生命阳光”公益救护志愿服

务队长
彭国珍 荆州市“彭国珍”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
湖南（4 人）
易 朝 岳阳市清风义工协会会长
赵建恒 长沙市高新区志愿者分会雷锋总站桥头铺

志愿护路队负责人
首嫣嫣 郴州市苏仙区义工协会会长
梁利平 湖南省文化志愿服务总队文化志愿者
广东（4 人）
李德明 肇庆市民建鼎湖区支部社会服务工作队

成员

周新旺 广州检验检疫局学雷锋阿旺志愿服务总队
负责人

赵喜昌 惠州市志愿者救捞队负责人
孙 影 深圳关爱行动“募师支教”项目赴贵州省大

方县支教志愿者
广西（2 人）
陈致东 防城港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职工、“防城义工”
谢玉华 桂林市“周末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创始人
海南（2 人）
吕大俊 海南省扶残助残爱心协会志愿者
林 宁 琼海义工联志愿者
重庆（3 人）
秦茂华 江津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
杜洪权 丰都县“老杜劝善促和调解室”负责人
段翠君 石柱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四川（3 人）
程永良 宜宾市南城街道大观楼社区抗美援朝老战

士学雷锋小组组长
郝成桃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志愿者
张先桥 达州市大竹县月华镇川心村环保志愿者
贵州（2 人）
李 戟 六盘水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
林 蓓 贵阳市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复中心志

愿者
云南（2 人）
郭羽韬 昭通市鲁甸地震抗震救灾志愿者
李一飞 昆明市资助失学儿童志愿者
西藏（1 人）
德吉央宗 廓瓦志愿者西藏日报社分队成员
陕西（2 人）
何卓远 西安市一元关爱计划负责人
刘 扬 陕西省广播电视台青年志愿服务总队副队长
甘肃（2 人）
王永玲 金昌市金川区昌荣里社区党工委书记
张勇基 甘南藏族自治州阳光志愿者协会会长
宁夏（2 人）
贾学军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
丁 敏 泾源县香水镇城关村志愿者
青海（2 人）
李 晶 海东市民和星光救助会、民和县社会工作

协会志愿者
扎西达吉 玉树州“红飘带”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新疆（2 人）
乐 宏 乌鲁木齐市海关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顾海英 沙湾县扶贫帮困志愿服务队发起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人）
张生海 六师五家渠市向阳路社区医疗志愿者
吐尔逊·阿比孜 石河子水管所党员志愿者
共青团中央（3 人）
辛 举 汉中市镇巴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张梦圆 深圳市花样年公益基金会志愿者
尼加提·艾买提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

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全国妇联（1 人）
王萌萌 上海文化宣传和扶贫帮困志愿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 人）
邹德凤 江西省邹德凤公益发展中心社区志愿者
胡大一 中国红十字会爱心工程——胡大一爱心志

愿服务队负责人
中国文联（4 人）
徐春妮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岳 红 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表演艺术家
乌兰图雅 少数民族青年歌手
于 兰 战友文工团京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残联（1 人）
任士荣 中国盲文图书馆助盲志愿者

三、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 个）

北京（4 个）
首都图书馆法律专家志愿者咨询志愿服务项目
西城区“邻里互助 笑脸相约”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北京市商务楼宇党员志愿服务聚合力 V+项目
顺义区巾帼志愿服务项目
天津（3 个）
河西区天塔街“邻居节”志愿服务项目
和平区“心目影院”为盲人讲解电影志愿服务项目

“天津妈妈会”公益项目
河北（3 个）
唐山市邻里守望“十个一”志愿服务

“善行使者·圆梦行动”扶贫帮困志愿服务项目
河北团省委关爱失独家庭志愿服务活动
山西（2 个）
中华文化传承十百千万朔州示范工程
龙城“小桔灯爱心联盟”关爱环卫工人系列活动
内蒙古（2 个）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周末妈妈”关爱留守流动儿

童巾帼志愿服务项目
鄂尔多斯市“乡约天骄圣地 志愿美丽乡村”志愿服

务项目
辽宁（3 个）

“平安大连”建设志愿服务活动
铁岭市开原“农村互助志愿服务”项目
辽宁“跟着郭明义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
吉林（3 个）
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代理亲人”关爱留守儿童

志愿服务项目
珲春市保护候鸟志愿服务项目
通化市交警支队东昌大队女警中队“护学路”志愿服

务项目
黑龙江（4 个）
黑龙江爱心 6+1志愿服务敬老工程
佳木斯市爱心厨房志愿服务项目
齐齐哈尔市“千里行医送温暖 情系农村留守老人”

志愿服务项目
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冰城电保姆”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5 个）
智力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慈善光明行”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青年志愿者赴滇扶贫接力计划
崇明县竖新镇“七彩爱心屋”关爱留守儿童公益项目
爱传递·再生电脑教室志愿服务项目
江苏（5 个）
常熟市“海虞妈妈”孤贫儿童爱心助学志愿服务项目
扬州市江都种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常州市“衣衣不舍”二手衣服回收计划
无锡市凝聚“大V”正能量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市保护虎凤蝶环保志愿服务行动
浙江（4 个）
宁海县“党群同心圆”党员志愿服务项目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红领之家党员志愿服务项目
金华市“护水哨兵”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医路有爱”绍兴市人民医院“孺子牛”志愿服务项目
安徽（4 个）
马鞍山市永泰社区“幸福来敲门”志愿服务项目
国网宿州供电公司“光明驿站”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

务项目
蚌埠医学院“爱心 1+1”关爱弱势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阜阳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服务项目
福建（3 个）
莆田市“关爱老人 一元理发”敬老爱老志愿服务项目
厦门市海沧区“我是小袋鼠·垃圾不落地”青少年环

保志愿服务项目
福州市“美丽海峡 美丽心灵”两岸志愿者生态保护

共同行动项目
江西（2 个）
南昌市关爱未成年人生命安全之赣江值守项目
鄱阳县“保护一湖清水”志愿服务项目
山东（3 个）
临清市“爱心 1+1、善行 365”志愿服务项目
莱阳市“五位一体”七个一社区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
青岛市支教岛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3 个）
河南省创建社区“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项目
洛阳博物馆“文史讲解”公共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濮阳市中原油田“爱·周六”便民志愿服务项目
湖北（3 个）
保护长江水环境（鄂州段）志愿服务项目
蓝灯志愿团关爱自闭症儿童“蓝灯行动”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志愿服务项目
湖南（3 个）
岳阳市公益格子铺阅读吧项目
湖南省春雨工程——湖南文化志愿者边疆行示范活动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 580民生紧急救助项目
广东（3 个）
深圳市志愿服务 U 站项目
广州市“志愿在康园”计划
肇庆市春运暖流志愿服务行动
广西（2 个）
广西阳光助残关爱脑瘫儿童项目
河池市“儿童鸡蛋计划”志愿服务项目
海南（2 个）
爱汝之家关爱女性健康志愿服务项目
海口市美兰区关爱特殊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
重庆（2 个）
渝中区三级体系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项目
城口县扶贫开发志愿服务项目
四川（3 个）
成都晚报“关爱农民工子女·名师一堂课”志愿服务

项目
成都市莲新街道志愿服务中心创新示范基地项目
四川残联“星星计划——关爱自闭症儿童”志愿服务

项目
贵州（2 个）
贵州爱心之家志愿者支教团
丹寨县排调镇“情暖双阳·爱在苗乡”行动
云南（2 个）
昭通市安然公益事业联合会鲁甸地震紧急救援志愿

服务
大理市关爱山川河流保护洱海志愿者服务项目
西藏（2 个）
日喀则市阳光助残——光明小屋行动
当雄县“圆小天使一个梦想”关爱帮扶贫困中小学生

项目
陕西（2 个）
延安医疗志愿者协会医疗扶贫发展示范项目
共青团西安市新城区委“阳光蒲公英”关爱重点青少

年群体志愿服务项目
甘肃（2 个）

“驻地有个家，心系老妈妈”双拥结对认亲项目
“我给乡亲照张相”志愿服务项目
宁夏（2 个）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蓝山社区“爱心公益坊”志愿服务

项目
青春手拉手——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
青海（2 个）
青海省电力公司可可西里环保志愿后援团项目
西宁市“母亲邮包”项目
新疆（2 个）
新疆“情暖空巢”沙尼汗居家养老点志愿服务项目

“关注乡村童年梦 百校万人公益行——玩具总动
员”志愿服务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个）
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

“让环卫工人放一天假”志愿服务项目
共青团中央（4 个）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 个）
兰州社区家庭小药箱管理及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知识

普及项目
国家卫生计生委（2 个）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守护天使”志愿服务项目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