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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助人为乐模范（10名）

方 敬 华东师范大学退休
教师

田 华（女） 中国人民解放
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原
团长

刘 源 国网成都市高新供
电公司副总经理

刘长城 山东省威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刘玉杰（女）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双泉社区第二党支

部书记
刘贵芳（女） 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镇乡村医生
张全收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陈贤（女）、曹旭夫妇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天定律师事务

所律师
逄秘书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韩 凯 浙江省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医生

二、全国见义勇为模范（10名）
王生廷、王双廷兄弟 王生廷系国网河北石家庄井陉县供电

公司小作供电所员工；王双廷系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小作镇
南石门村党支部书记

王海滨 昂思菲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职工
王 锋 生前系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村民
扎西林具（藏族） 西藏自治区公路局拉贡机场高速公路管理

分局养护中心桑达养护站副站长
匡兵、温琦华（女）夫妇 匡兵系湖南省耒阳市公安局导子派

出所副所长；温琦华系湖南省耒阳市国税局临聘人员
麦麦提敏·阿卜杜喀迪尔（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皮山县桑株镇巴斯喀克村村民
李忠华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江畔花园小区居民
杨科璋 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消防支队名山

中队政治指导员
罗腊英（女） 生前系安徽省青阳县杜村乡上峰村村民
周炳耀 生前系福建省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党支部书记

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8名）
王新华（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艾买尔·依提（维吾尔族） 生前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叶城县民政局退休工人
陈淑梅（女）、李其云夫妇 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六顺花

园居民
呼秀珍（女） 陕西省咸阳道北中学特级教师
房公训 山东省莱芜市茶业口镇崖下村村民
郭俊华（女） 天津市宝坻区天星皮革厂工人
黄大发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

支部书记
魏德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退休职工

四、全国敬业奉献模范（18名）
王家元 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党委副书记、春风村

党支部书记
毛腊生 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甘科伟（壮族） 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民警
宁允展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戎鹏强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防务事业部

工人
许启金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宿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

电作业班副班长
农加贵（壮族）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

落松地小学教师
苏鸿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胸心外科主任
张 超 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92950部队一级飞行员
姜 妍（女，满族） 辽宁省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姚玉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
骆抗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高凤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首都航天机械公司高

凤林班组组长
黄大年 生前系吉林大学新

兴交叉学部学部长
黄旭华 中船重工 719 研究

所名誉所长
廖俊波 生前系福建省南平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武夷新区
党工委书记

谭清泉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33部队84分队高级工程师
薛 莹（女） 航空工业西飞国航厂铆装钳工

五、全国孝老爱亲模范（12名）
王必盛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总工会退休干部
白 琴（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陶乐镇施家台子村

村民
白永皓 西安科技大学学生
刘学举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村民
孙银聪（女）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古魏镇太安村村民
杨素静（女） 辽宁省鞍山市交运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

公司工会干事
张红萍（女） 陕西省延安市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

矿专职家属协管员
陈淑芳（女）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
周长芝（女）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彭城养老服务中心院长
周艳梅（女） 内蒙古通辽职业学院学生
高妹香（女，苗族）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三

弓村委会新建村村民
温金娥（女）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实验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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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鑫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
与通信工程学院讲师

张宏伟 北京公交集团第六
客运公司驾驶员

王玉平（女）、李振有 北京市
平谷区大兴庄镇西石桥村村民

吴松航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奶粉事业部总经理

赵玉忠 北京北菜园农产品产销合作社理事长
松 岩（满族） 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
张博研 北京市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主持人
段玉仙（女）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富河园社区居民
武佩铃 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街优仕公寓社区居民
李 瑛（女） 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副团长
张全富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室

配电抢修二班配电抢修专责工
赵 娜（女）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宁河石油分公司

职工
崔洪金 天津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文海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海南项

目经理部经理
王静康（女） 天津大学教授
杨伊丽（女）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育文坊社区居民
张克英（女） 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大侯庄村村民
刘文福 河北省迁西县福珍全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浩然 河北省秦皇岛市精神卫生中心护士
丁玉龙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玉龙山庄幸福家园敬老院党

支部书记兼院长
谢铁桥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双星 河北省衡水市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兼阜城县扶贫和农业开发办公室主任
孙彦荣 河北省清河县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兼清河县中心

医院院长
刘雅莉（女） 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科长
倪红清（女）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镇榆林屯村村民
郭小平 山西省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
栗红连（女）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东关村村民
冯黎明 山西省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李旭峰 广东省深圳达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侯必顺 山西省繁峙县东风粉丝厂厂长
常 勇 山西省太原房建段大同方园物业公司物管员
贺星龙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乡村医生
张晨光 晋城煤业集团成庄矿运行工区机电队长
王 玥（女）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公交公司调度员
刘嗣东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中学

教师
吕海英（女）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

翠微里小区居民
张八十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四道

坪行政村后大井自然村村干部
杜 磊（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公安局巡特警

大队队员
马和玉（回族）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爱国街个

体工商户
乌兰图娅（女，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左旗伊克塞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蒋青春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

委员
李福明 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车辆段退休工人
卢 闯（满族） 辽宁省盘锦市广田热电集团人力资源部

职工
唐革军（女）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南门街道关工委原常务

副主任
孙利东 生前系鞍钢矿业公司东鞍山铁矿铁运作业区点

检员
黄嘉旺（满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东戴河新区综合执法局市

容监察中队中队长
黄政清 辽宁省营口正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安树堂 辽宁省沈阳市诚沐池浴池经理
周恩义（满族）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
于凤芝（女） 辽宁省凌源市刘杖子乡郭杖子村妇联主任
张宝艳（女）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团结街道新岭社区居民
刘凤英（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
孙德波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杏花苑小区居民
陈 松 吉林省靖宇县那尔轰镇那尔轰村渔民
崔正梅（女） 吉林省通化市日盛就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艳霞（女） 吉林省双辽市双盈种业公司经理
朱立红（女） 沈阳铁路局长春站客运值班员
郝丽艳（女）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2组村民
金英淑（女，朝鲜族） 吉林省梅河口市光明街道前途社区

居民
贾秀芳（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博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

事长
寇立国 立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梁宵、徐佳、蒲明君、卢中华 梁宵系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

路区麦当劳餐厅经理；徐佳系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三永湖街
道利民社区居民；蒲明君系大庆油田公司第二采油厂作业大队
大修一队副队长；卢中华系大庆油田开普化工有限公司质检研
发分公司质检研发联合党支部书记

孟广彬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街道文兴社区
居民

史庆明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二十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兼总经理

付华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镇兴十四村党
委书记

张 杰（女）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特奥速滑

队”队长兼教练员
田洪武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洪武马铃薯种薯合作

社理事长
李忠和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李忠和中医诊所主任
刘哲昕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
景在平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高新军 上海市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亚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绿波廊酒楼总经理
梁慧丽（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莲花

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朱 兰（女）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医师
胡振球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马利军（女，壮族）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姚家村村民
方水芹（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

部主任
吴锦泉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五星村村民
张 猛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城建局职工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全国工

商联副主席
郁霞秋（女）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党委书记
王 华 生前系江苏省句容市副市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四师师长助理
胡方斌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
崔根良 江苏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余美芳（女） 江苏省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钱海军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
方为成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胜利社区居民
毛师花（女）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黄坛口乡黄坛口村村民
张根宝（女）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梅溪社区居民
王 盛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柴方光 浙江华电乌溪江水力发电厂职工
高思杰 安徽省阜阳广播电视台外宣科科长
周凤珍（女） 安徽省淮北市环卫处环卫工人
崔万志 安徽省合肥浩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济仁 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终身教授
彭 寿 中国建材集团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党委书

记、院长
肖 霞（女）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街道东正社区

居民
师丰收（女） 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俞村镇桥埠村村民
杨明媚（女） 福建省工商局主任科员
游文晃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祥店社区居民
刘景泰 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地空导

弹连班长
连于妹（女）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山腰盐场退休职工
高建辉 福建省榕城监狱教育科科员
陈清洲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中心教导员
张茂发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鸾凤乡上屯村洲上组村民
唐才英（女）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杨慧芝（女）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新圩社区居委会

主任
许诺、应维雨、杨国华 许诺系江西省南昌通沃沃尔沃4S

店员工；应维雨系江西省大众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杨
国华系江西洋峰制冷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 龙 生前系南方医科大学学生
陈德柱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沙田镇坞垄村村民
毛本义 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地方税务局退休干部
支月英（女）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小学教师
程永林 江西省贵溪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祁建光 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有限公司（鹰潭）尉氏制梁场

试验室副主任
逄秋香（女）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育新幼儿园园长
董 丹（女） 山东省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六分公司一队

K52路驾驶员
张 伟 山东省龙口胜通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志全 生前系山东省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王 进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

班副班长
孙洪香（女） 山东省禹城市辛店镇辛店社区居民
曲冬梅（女） 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村民
王 宽 河南省郑州市豫剧团原团长
黄 伟 河南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宋兆普 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
刘文新 河南省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茹振钢 河南科技学院小麦研究中心主任
张效房（回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王梅荣（女）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村村民
刘交交（女） 河南省鹿邑县伯阳双语中学教师
罗官章（土家族）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
李广佳 湖北省宜昌市残联退休干部
李志权 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李忠恕村2组组长
谭琼言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新塔社区居民
刘发英（女，土家族）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花坪小学

副校长
邵桃荣（女）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王龙村村民
胡洪炜 国网湖北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二班班长

陈春芳（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街道五琴里社区
专干

王新法 生前系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名誉村
主任

首嫣嫣（女）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南塔街道扎上街社区退
休职工

肖雅清（女）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街道劳动社区居民
杨文钦（侗族）、扎西志玛（女，藏族）夫妇 湖南省新晃侗族

自治县人民医院退休医生
谢运良 湖南省宜章吉兴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颖（白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杨 芳（女）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数控加工分厂编程员
谢海华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敬老院保安员
鲁德权（土家族） 湖南省古丈县罗依溪镇九年制学校退休

教师
王颂汤 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原总经理
王治勇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菠萝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
曾 雄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四脚光华修配厂厂长、南澳县

华祥食品厂总经理
罗俊林、殷子辉、宁华建 罗俊林系广东公安边防总队江门

边防检查站政治处副营职干事；殷子辉系广东公安边防总队江
门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副科长；宁华建系广东公安边防总
队江门边防检查站司令部勤务中队一班班长

黄式水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绿湖国际城建筑工人
曾彩香（女）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芦洲镇青塘村村民
何满棠 广东省东莞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检修一班副班长
蔡斯迪（女）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广州支队政府专职消防员
赖燕珍（女） 广东省信宜市贵子镇函关村村民
黄永腾（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少先队总顾问
倪华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波塘镇杨亦小学退休教师
秦 俭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农华安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西河镇古娄村党总支书记
蓝立贵（壮族） 广西都安大学生土鸡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
覃立旺 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水利供水有限公司测漏组

组长
吴妙君（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
冯恩珍（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张黄镇卫生院

妇幼专干
李双南（女） 海南省屯昌县屯昌中学学生
林 琳（女）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

室主任
赵长发（满族）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居民
郑芳茂 海南省海口才茂食品厂总经理
朱国茂 生前系海南省儋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所长
欧阳文健 生前系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临高边防支队机动

中队二班副班长
邢锦程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
刘爱兰（女，黎族）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退休职工
曾美华（女） 重庆市江北区蜀都中学退休教师
官华见 重庆市开州区岳溪镇培家村村民
葛列军 长江重庆航道局职工
陈大富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居民
王伟民 重庆市渝中区鸿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冰 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刑侦支队刑事技术大

队教导员
陈卉丽（女）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
李长容（女） 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南山道社区居民
陈星银 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同心村村民
秦 坤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新闻中心编导
王正田 四川省成都高建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
申成国 四川省遂宁市富临运业有限公司员工
何玉涛（藏族） 四川省成都市国税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

分局主任科员
余兴贵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阳和镇偏岩子村4组村民
梁益建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游 艳（女）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王成平（女）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土地堂社区居民
李 光 贵州省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城建局原局长
韦成刚（苗族）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紫云供电局松

山供电所副所长
刘善平 生前系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九潮镇九潮村党支

部书记
李海江 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田支行客

户经理
陶正学（苗族）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普古乡娘娘山联村

党委书记
李来建 生前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公

安局向阳派出所科员
肖 飞（女）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普兴村村民
王子玲（女） 贵州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副主任科员
柳天伟（哈尼族） 云南省西双版纳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丁 莲（女） 云南省红河州红河日报社记者中心原聘用记者
苏应清（白族） 云南省大理市国家税务局党办副主任科员
吴明德 云南省昭通市天鹤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保安
斯那定珠（藏族） 云南省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民营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慧英（女） 云南省红河州元

阳县新街镇步行街彩票销售员
召存信（傣族） 生前系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州长
罗恒琼（女，彝族） 云南省普

洱市景东县太忠镇三合村村民
穆兴富（女） 云南省昭通市

水富县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
拉巴卓玛（女，藏族）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建筑一队退休

职工
尼玛次仁（藏族）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诺倍儿童福利院

院长
仁 增（藏族） 生前系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强

吉村党支部副书记
章 松（藏族）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卫生院院

长、日通藏药厂厂长
旦增列单（藏族） 西藏山南羊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祖成 西藏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土 登（藏族） 西藏自治区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斯朗卓玛（女，藏族） 青藏铁路公司拉萨火车站客运运转

车间党支部书记
群宗吉巴（女，藏族）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萨马达

村2组村民
冯西见 陕西省西建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
方光玉 榆林鹤翼航天航空科技创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周云康 陕西省安康市天星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治 陕西省消防总队西安市支队西华门中队指导员
王立新 陕西省易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忠 陕西中飞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晓莉（女）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城关中学教师
靳志强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郑川村村民
李鹏亮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第二中学学生
王东拉海（回族）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城关镇李

家坪村村民
杨 荣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金昌分行工会办公室主任
赵秀梅（女）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柳湖镇泾滩村村民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华晖（女，藏族）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林区基层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夏茜茜（女） 甘肃省张掖市电力工程公司职工
白万红（女）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城关镇东街社区居民
汪昌祥 青海省湟中县拦隆口镇泥麻隆村小学退休教师
阿保曲忠（女，藏族）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香达镇东才西

村村民
王建军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特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
苏生禄（回族） 西宁海关服务中心职工
王 涛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马牙古拜（回族）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谢家滩乡下河滩村

村民
吴天一（塔吉克族） 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施正录 青海省西宁市殡仪馆火化部原部长
韩 英（女） 青海省玉树州红旗小学教师
刘在环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常乐中学退休

教师
王黎君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经济开发区润泽粮油有限公

司经理
周 红（女） 宁夏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部策划部监制
马永海（回族） 生前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韦州镇泽忠

宾馆保安
李相文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震湖乡苏堡村村民
杨步红（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湖畔佳苑体育

彩票销售站负责人
马忠斌（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国家税务局预旺税

务所退休干部
朱玉国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王乐井乡曾记畔村党支部

书记
魏耀华（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雄英村村民
潘玉莲（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疏勒镇新

市区社区居民
库尔班·尼亚孜（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依麻

木镇国语小学校长
拉齐尼·巴依克（塔吉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牧民护边员
张 新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居马泰·俄白克（哈萨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包扎墩牧区卫生室医生
沙尼汗·艾塔木（女，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阜康市阜新街文化路社区居民
王震云（女）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退休高级工

程师
尤良英（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13团11连职工
罗 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奎河公司员工
何建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火箭农场农2连养殖

小区职工
徐小芬（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六运湖农场2连家属
余玛丽（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退休副教授
梅 雄 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92665部队11分队9班班长
吴 建 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8216部队13分队分队长
陆 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73051部队50分队班长
陈 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73640部队后勤处处长
张继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副教授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共26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