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第九届道德模范事迹简介
为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扩大道德模范的辐射面，以榜样力量引领道德

建设，根据工作安排，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九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本次道德模范
推荐、评选活动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采取组织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

合的方式。经过各乡镇园区、多家部门单位以及社会组织推荐，评审委员会初评、复评，多家部
门单位政审，网络投票等程序，现评选出高邮市第九届道德模范的获得者和提名奖，特此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欢迎社会各界对人选进行监督。如有

意见，请于 11 月 30 日下午 5 点前向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反映，电话:0514-84601998。
中共高邮市委宣传部
2022年11月24日

高邮市第九届道德模范拟提名简要事迹

陈春山，男，1986年生，龙虬镇兴南村人。他创办了扬州
春海环保有限公司，创业成功的他没有忘记回馈社会，积极捐
资助学，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继续读书。他看望慰问养老院
的老人，主动筹备物资前往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县“抗汛应急救
援物资”处支援。他心里也一直牵挂着兴南村的困难村民，逢
年过节，他总是带着慰问品及慰问金给村里困难户送去温暖，
被村民称为兴南“正能量”。

蒋世煜，男，1989年生，中共党员，高邮市人民医院主管药
师。2021年 3月 1日，他顺利完成采集，捐献造血干细胞306
毫升，成为高邮市第4例、扬州市第41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志愿者。2021年他扎根高邮市师范新冠疫苗接种点参与疫
苗管理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并多次参与高邮市大规模核酸
采样工作。

黎永锁，男，1978 年生，中共预备党员，周山镇教育中心
校教师。2014 年以来，他组织和参加爱心助学活动上千场
次，通过走访慰问、结对帮扶、爱心资助、心理疏导、励志教育
等多种方式尽心尽力帮助全镇特困学生和留守儿童，为青少
年的健康茁壮成长奉献力量。黎永锁还组织开展特困学生
暑期圆梦行动，他与镇 5名特困学生结对，并持续帮扶他们
至今。

助 人 为 乐 类
师国平，男，1950年生，中共党员，高邮镇新联社区自行车

修理工。2021年6月9日下午5时许，师国平正在文化宫路三
巷巷口自行车修理摊位前忙碌，听到附近有呼救声，原来是77
岁独居老人家中厨房起火。师国平连忙丢下手中的活，立即用
修车盆里的水扑灭老太身上的火。随后,师国平又不顾危险冲
进老太家的厨房。此时，厨房内一片狼藉，墙面已被大火烧黑，
天花板被烧脱落，他迅速关掉煤气罐阀门，并将明火扑灭。随
后119、120赶到了现场，消防队员进一步清理现场，医护人员
将老太送去医院救治。

仲德林，男，1963年生，高邮市驿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管
员。2021年1月30日下午3时许，一女子因家庭矛盾在高邮湖
运河二桥游客服务中心附近跳湖轻生，仲德林听到同事的呼救
声后立即赶到湖边，只见一女子在距离岸边5米多的水中晃动，
水已经淹到颈部，情况危急，仲德林毫不犹豫跳入湖中，向该女
子游去。起初，寻短见的女子不配合仲德林的救援，他便在水
中对其进行劝说。当时气温较低，仲德林担心僵持久了自己都
上不了岸，为此，他只好强行拉着女子往岸边游，由于水流较
急，他用了近半小时才将该女子救上岸。

陈春喜，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临泽中心卫生院人事科
科长、信息科科长。2021年6月14日下午3时许，陈春喜和妻
子乘坐公交车回家，同乘此车的一位六旬老人突然昏倒。陈春
喜见状，立即上前查看，此时老人已经意识模糊、瞳孔放大，处
于心跳骤停的危险状态。他立即招呼驾驶员和乘客帮忙，把老
人移到平坦处，一边请其他人拨打120，一边不停地为老人进行
心肺复苏，经过长达20分钟的持续按压，老人逐渐恢复了意
识。随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在周围人的帮助下将老人抬上
救护车送至临泽卫生院救治。

见 义 勇 为 类

陈炳信，男，1952年生，三垛镇少游村人。三垛镇修车师
傅陈炳信在自己摊位前捡到一只黄金手镯，一直等到收摊都
没等来失主。于是他将手镯送到高邮公安局三垛派出所民警
手中，最终这个价值1万多元的金手镯得以完璧归赵。

吴天宝，男，1961 年生，中共党员，汤庄镇友好村人。历
经28年粮贸路，他从当初的粮食行业里的门外汉成为了行业
里的“门精”，他用诚信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他用爱心温暖传
递，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他的“良心称”换取了百姓心中的“一杆秤”，每到收割季节，

“天宝粮行”门前都车水马龙，卖粮人络绎不绝，一派热火朝
天景象，生意越过越红火。

诚 实 守 信 类

陶香泉，男，1964年生，中共党员，江苏省高邮中学数学
老师。他从教四十二年，担任了三十多年班主任，他热爱学
生，润物无声，执着工作，默默奉献，勤勤恳恳，持之以恒。他
多年任教毕业年级，具有丰富的班级管理和学科教学经验，
特别是从2004年至2021年期间，他一直任教高三并兼任班
主任，学生学科成绩进步明显，高考成绩在同类班级中一直
名列前茅。他连续多年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表彰。

吕增勇，男，1981年生，中共党员，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法
警大队副大队长。他参加工作22年，经历了从军人到检察
干警的角色转变，但对党的信仰一直没变。他在工作岗位上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时刻做表率；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放在第一位，在岗位上奉献光和热。疫情期间，他多次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主动请缨，率先垂范，积极加入到抗
击疫情第一线，用实际行动书写一名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用无私奉献绘就一名公职人员的人生底色。

毛永华，男，1974 年生，中共党员，宝塔社区党总支书
记。毛永华同志从事村、社区工作近三十年，他扎根社区基
层，认真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民思我想，民
呼我应”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社区居民的好公仆。

朱广顺，男，1978年生，中共党员，高邮城管局二大队凤凰中
队队员。1995年朱广顺从学校毕业后便追随着父亲朱永态的道
路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军人，直到2011年12月才复员退伍。
朱广顺服从组织安排 进入高邮市城管局基层执法大队工作，正
式成为了一名城管基层执法人员。他褪下了海军蓝穿上了城管
蓝，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自己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不变的是
对身边群众无私的爱、不变的是对党的忠诚和人民的赤诚。

敬 业 奉 献 类

徐秀英，女，1954年生，卸甲镇潘阳村村民。徐秀英年老
体弱，正是需要别人照料的年纪，但面对家中双目失明的老伴
和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她勇挑重担，每天悉心照料父子俩衣食
起居，32年如一日不离不弃，不叫苦叫累。她用柔弱的身躯撑
起了这个困难重重的家，赢得乡亲们的敬重。

夏荣兰，女，1947年生，城南经济新区南苑社区人。夏荣
兰的小叔子先天性智障，没有妻儿，生活无法自理。虽然她身
材矮小黑瘦，长相普通，衣着朴素，但是她的行为却非同凡响，
28年如一日，默默照顾智障小叔子，毫无怨言，用瘦弱的身躯
为家庭撑起一片天。

周仁兰，女，1963年生，龙虬镇东角村人。1999年，她的丈
夫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她十年不离不弃照顾，丈夫终于恢复意
识，后又多年悉心照顾丈夫和年迈的公婆。她弘扬了社会正
能量，为整个龙虬镇树立了典范。

孝 亲 敬 老 类

高邮市第九届道德模范简要事迹

李晓莉，女，1968 年
生，高邮市太阳雨志愿者协
会会长。

在她的带领下，协会先
后成立了“助学圆梦团队”

“助老帮老团队”“技能服务
队”等团队。3年多来，李
晓莉带领协会“助学圆梦团
队”先后与全市的60名孤
困少儿结对帮扶，累计发放
爱心款近60万元。她定期

组织“助老帮老团队”前往
敬老院进行文艺演出和节
日慰问。其中，“麻风村变
形记”是协会重点志愿服务
项目，从2017年起，“大篷
车超市”每月按时开张，为
老人们送去日常生活的必
需品，志愿者们定期自发地
看望陪伴老人。她还带领

“技能服务队”每个月上门
为孤残老人提供理发、修剪

指甲、清理房间卫生等服
务。

助 人 为 乐 类 见 义 勇 为 类
任秀章，男，1966年生，中共党员，国

网高邮市供电公司甘垛供电所运维采集
工。自2002年起，他累计献血73次共计
22000毫升，相当于四个健康成年人身体
的血液，先后两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金奖，一次银奖，一次铜奖。在他的影响
下，周围许多人都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
中。在平常工作和生活中，热心肠的任秀
章一直都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热心处理村民家中的用电故障，
主动慰问残疾人。

顾婷婷，女，1986 年
生，中共党员，江苏兴典律
师事务所律师。她是高邮
市残疾人法律援助“婷婷工
作室”负责人，高邮电视台
残疾人事业专栏电视节目

“婷婷说法”特聘主持人。
顾婷婷虽肢体一级残疾，但

她推己及人，深知残疾人的
难处，带领残疾人创业致
富，又自学法律知识，成为
一名正式执业律师，坚持以
自己之所学为残疾人之所
用，给予残疾人法律援助，
帮助残疾人学法、守法、用
法。

诚 实 守 信 类

敬 业 奉 献 类

孝 亲 敬 老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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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习昌，男，1965年生，中共党
员，临泽镇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
2021年11月13日下午3时许，李
习昌在自家田里干活，突然听到有
人在呼喊救火，他闻声望去，发现
是同村人家中失火，李习昌迅速赶
往火灾现场。此时，现场火势较
猛，李习昌立即用砖头砸开门锁进
屋查看火情，并取出屋内的水泵，
与周围群众一起从河中抽水灭
火。李习昌手持水管直至火熄灭，
才悄悄离开现场。据了解，当时李
习昌因胆囊炎住院刚出院回家，因

救火导致全身湿透，又疾病复发，
再次入院治疗，目前已康复。

张德京，男，1972年生，三垛镇
三垛小学教师。2020年9月24日
上午9时许，张德京在进行志愿服
务时，突遇一居民厨房内的液化气
泄漏爆炸，引发火灾。一老人身受
重伤浑身是血，发出“救命”的求救
声。循声赶来的张德京，不顾危险
立即冲进厨房，徒手关掉液化气罐
阀门，并迅速采取措施灭掉燃烧的
明火。随后他找来三轮车将受伤
老人转运至救护车上送医院抢
救。同年底，张德京获见义勇为基
金会奖励2000元，他在妇联组织
的“春蕾”助学活动中把奖金全部
捐赠给了贫困学生。

陈兵，男，1970年生，中共党员，
现任高邮市水利局菱塘水利站站
长。2022年4月7日下午2时许，陈
兵随同乡领导一起乘船向上游秦栏
方向巡查天菱河沿线排水口水质变
化原因。在登船过程中，随行的一
名乡办公室人员受石头磕绊不慎滑
倒，仰面栽入河中，并向深水区滑
去。陈兵看到这危险的一幕，不顾
自身安危，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向落
水者游去，从其身后用双手托住腋
下，奋力将其救上岸。

徐珍存，女，1980年生，
卸甲镇张余村个体理发店
主。她信守承诺，每个月风
雨无阻，用手中的理发刀上
门为老人免费理发。上门理
发时，她还捎点慰问品给老
人，帮助他们做家务。15年
来，徐珍存先后为20多名残
疾老人提供免费上门理发服
务，共计340多次。她曾于
2018年 2月回家途中，参与
救助邻村落水者。

尹生香，女，1977年生，城南经
济新区管伙村人。2000年，尹生香
丈夫因尿毒症离世，她用了15年时
间将为丈夫治病所欠下的近30万
元债务全部还清。同时，为了践行
自己对丈夫临终前作出的“照顾好
父母和孩子”承诺，她一边勤俭持
家、节衣缩食还债，一边照顾耄耋
之年的公婆，并三次将患病的婆婆
从死亡线拽了回来，还含辛茹苦抚
养儿子成人成才，她用柔弱的双肩
扛起家庭和社会责任。

衡跃，男，1961年生，高邮市阳光志
愿者协会拥军优属服务团团长、阳光寻
亲服务队队长、月塘社区的网格长。他
照顾因病卧床的老母亲7年多，在妻子
突然脑中风的情况下，不离不弃，陪伴左
右，协助康复训练；他还坚持无偿献血
15年，参加志愿服务，为公益寻亲投石
问路，让失散五、六十年的游子，找到了
回家的路。

汪粉红，女，1940年生，汤庄
镇汉留社区人。早年间老伴、儿子
的去世，让这个普通家庭一下子失
去了顶梁柱，屋漏偏逢连夜雨，儿
媳又患上帕金森综合征。作为婆
婆，汪粉红依靠捡拾变卖废旧品获
取些生活所用，照顾常年患病儿
媳，做到不离不弃，守护相助，患难
与共。

郭道宏，男，1953年生，中共党员，甘垛镇三河
村人。他两次救回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母亲，以自己
无微不至地照顾为母亲赢得生的希望。母亲生病
瘫痪在床期间，为更好地照顾母亲，他在母亲床对
面放了一张小床，每隔3小时喂一次水，4小时翻一
次身，6小时换一次尿不湿，平常每天全身擦洗一
次，冬天每3天洗擦一次，有空就为母亲按摩活络四
肢。十一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郭道宏以实际行动
诠释着对母亲的反哺之恩。

卞秀会，女，1995年生，
中共预备党员，扬州市扬子
江种业有限公司一线职工。
2019年，她辞去苏州工作，
回到家乡高邮从事农业工
作。她刻苦学习农学理论知
识，拜老专家为师学习育种
经验，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积极参与新品种水稻的培育
工作；她承担江苏省种子站
水稻、小麦区域试验，工作任
务重、强度大，经常加班加
点。她进村入户，把新技术、
新理论带给农民，在田间地
头解疑答难，助力提高农民

增收。她获得国家专利 4
项，发表论文1篇，被评为扬
州市“最美产业工人”和助理
乡村振兴技艺师。

周寿斌，男，1974
年生，中共党员，江苏
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
任。他围绕储能材料

“卡脖子”难题，开展了
储能材料及产品的研
发；创新性开展了高安
全性动力电池及其热
管理系统关键技术研
究，突破了技术瓶颈。
他先后多次主持（参
与）重大科研项目研
发，参与制定了6件国
家（行业）标准；他拥有
多件专利发明，多次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多次获得省（部）科技
进步奖，多项成果到国

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
平。他先后被多个部
门和地区聘为科技项
目咨询专家。周寿斌
用发明创造践行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实现
了从“下岗职工”到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储能专家”的转变。

龚萍，女，1974年出生，
高邮市送桥中心卫生院消
毒供应中心护士长。她凭
着成熟的工作经验和认真
负责的工作态度，先后在多
个疫苗接种点、隔离点、核
酸采样点参与接种、测温、
采核酸等工作，无一差错，
广受领导和隔离人员的好
评。2022年 4月 15日，她
在隔离点连续工作 36 天
后，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并伴
有呕吐，口服药物后症状有
所缓解，又继续投入到隔离
点工作中。22日，她再次出
现剧烈头痛、四肢痉挛、过

度呼吸并伴有喷射性呕
吐。经高邮市人民医院头
颅 CT 检查蛛网膜下腔出
血，立即转苏北人民医院抢
救，目前正在康复中。 凌剑，男，1989年

生，中共党员，高邮市
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
查室主任。他舍小家
为大家，将青春奉献给
党和人民，奉献给反腐
败事业。投身纪检监
察工作以来，他刻苦学
习、认真工作，长期驻
点办案，参与和办理了
大量违纪违法案件，震
慑了贪污腐败分子，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社会风气贡献了力量。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城运基础设施服务有限公司
定于2022年12月7日上午9点30分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对以下资产进行网上公开招租：高
邮市新闸南路33号，新华农贸市场二楼全部摊位，面积约
1500㎡，租金参考价5万元/年，租期五年，租金一次性交
清，竞租保证金5万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请参见招租单
位招租公告（公告发布网址：http://ggzyjyzx.yangzhou.
gov.cn/gyfzx/ 产权交易）。

有意者请于2022年12月2日下午4：30前完成在扬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http://gg-
zyjyzx.yangzhou.gov.cn/gyfzx/）交易响应方登入注册
报名，缴纳保证金（注：非工作时间不进行资格审核；提交
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2月2日上午11:00前，超过时间
提交资格审核的，资格审核不通过。保证金缴纳时间：
2022年12月2日下午4:30前进入指定账户，超过时间缴
纳保证金的，不赋予竞价资格）。

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
邮分中心，开户行：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屏淮支行，账
号：3210840361010000020998。缴纳保证金时请务必使
用注册账号时所使用的银行卡缴纳，并请备注保证金缴纳
码。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节假
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盂城南路10-1号
咨询电话：13773300882（秦先生，招租单位）
0514-84394986、0514-84363778（崔先生，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地址：高邮市海潮东路997号，高邮市政务服
务大厅四楼 406室 ）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汤先生）

高邮市城运基础设施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公房出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