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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助人为乐模范（14人）

马 旭（女）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
离休干部

王红心（女）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分局政委

王振美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六市乡太沙村村民
王锦萍（女） 福建省福清市城头镇吉钓村卫生所医

生
尤良英（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十一

连两委委员
叶连平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卜陈学校退休

教师
刘启芳（女） 吉林省长春精诚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
李廷俊 山西省吕梁市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山西

仁爱医院院长
肖光盛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涟源市税务局退休干部
张晓艳（女）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周秀芳（女）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李惠利小学退

休教师
夏昭炎 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师
谢彬蓉（女）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

教学点重庆籍支教志愿者
蒙晓梅（女，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忻城县北

更乡中心小学教师
二、全国见义勇为模范（8人）

王书茂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委员，潭
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

王爱东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委政法委退休干部
吕保民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个体经营户
李道洲 生前系空降兵某旅直升机团场站汽车连七

班班长
徐前凯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

荣昌站车站值班员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黄群生前系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六○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宋月才生前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
平台负责人；姜开斌生前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
○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机电负责人

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11人）

尼玛顿珠（藏族）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
乡抢古村党支部书记

曲建武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辅导
员

李洪占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蔡家堡乡后
湾村原护林员

库尔班·尼亚孜（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

阿迪雅（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满都
拉镇巴音哈拉嘎查牧民

周智夫 生前系北京卫戍区某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
干部

林建德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百货公司退休干部
郭建华（女）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

书记、经理
唐真亚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邮政公司老子山邮政

支局支局长兼投递员
梁增基 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农技推广中心退休研究员
窦兰英（女）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

寺镇隆畅社区居民
四、全国敬业奉献模范（19人）

王曙群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班组长
朱恒银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13 地质队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刘传健 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A320

机型B类教员
杜富国 南部战区陆军某大队士官
张玉滚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
张雪松（回族）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铝合金

厂工人
张富清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来凤支行原副行长
张黎明 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二级职员
陆建新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
武大靖 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
其美多吉（藏族）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

分公司驾驶员
卓嘎（女，藏族）、央宗（女，藏族）姐妹 卓嘎系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玉麦村村务监督员；央宗系西藏
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玉麦村妇女主任

郝井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93811部队副部队长
钱七虎 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唐嘉陵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潜航员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黄文秀（女，壮族） 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

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
程开甲 生前系北京卫戍区某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

干部
潘美儿（女）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湖州上柏住

院部（麻风病区）护士长
五、全国孝老爱亲模范（6人）

田 琴（女）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太古石村村民
吴建智 云南昭通学院学生
张水珍（女）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锦阳路街道水峪

村村民
张家丰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新河村村民
郭彩利（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孟塬乡

白杨庄村村民
蓝连青（女，瑶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镇

圩瑶族乡镇马社区镇马街居民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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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鑫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
通信工程学院教师

杨帆、赵小伟 杨帆系北京团
博百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招聘经
理；赵小伟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编辑

蔡文岁、张少康、周凡凡 蔡文
岁系北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企业增长部产品运营员工；张少
康系北京市朝阳区秀时护肤造型店
员工；周凡凡系北京市朝阳区壹健
身柳芳店健身教练

张 涛（女） 北京荣涛豌豆产
销专业合作社社长

苑永萍（女） 北京靓诺派时装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东方（女） 东方宝笈文化传播
（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程 刚 北京康立生医药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晓旌（女） 中国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纺织工作部部长

王贵武 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栗岩奇 天津市和平区司法局
退休干部

王冠羽（女） 天津市第一医院
疼痛科副主任医师

曹滨津 天津市河西区陈塘庄
街微山里社区居民

席世明 生前系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招商局副局
长，天津市静海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技术管理科科长

王辅成 天津师范大学退休干部
俞永慧（女） 天津市南开区嘉

陵道街南江西里社区居民
蔺健君（女） 天津市红桥区少

年宫教师
宋美录 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

发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兼老鸦庄镇
卫生院院长

王进才 河北省委巡视组副处
级巡视专员

王福国（满族） 河北省承德市
丰宁满族自治县胡麻营镇河东村党
支部书记

沈汝波 生前系河北省秦皇岛
市党义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赵庆祥 国网河北邢台供电公
司配电抢修一班班长

杨会芳（女） 河北省邯郸市曲
周县幼教特教中心教师

张志旺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码头李镇王明庄村村民

石建华 山西省原平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

石双砚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北留镇郭峪村村民

王建经 山西省长治市沁县市
政园林管理中心园林管护队员工

宋 乔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紫薇香河湾小区居民

李俊伟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
“鑫炳记”第五代传承人

葛向栋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
破鲁乡八墩村村民

常明昌 山西农业大学教授
张美静（女） 山西省临汾市翼

城县西阎镇堡子村村民
陈秀苗（女） 山西省太原市晋

源区晋源街道南街村党支部书记
郭凤海（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
镇呼格吉勒社区居民

刘存喜 生前系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
光胜村四社村民

阿木古楞（蒙古族） 生前系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
木更苏木宝日花嘎查牧民

蔺发儒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盟额济纳旗农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责任公司经理

武荷香（女） 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
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郑桂杰（女）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北方联合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达拉特发电厂电气二次
专工

张二玲（女）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石拐区白狐沟街道脑包沟村村民

梁格日其木各（女，蒙古族） 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固日班花
苏木财汉他拉嘎查村民

丁 慧（女） 锦州医科大学医
疗学院学生

张光付 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
队教导队教导员

董 晶（女） 辽宁省健康产业
集团阜新矿总医院神经内二科护士

李万权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
权超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陆振平（女） 辽宁省丹东市振
安区九连城镇马沟村村民

刘 娟（女，满族） 辽宁省鞍
山市立山区灵山街道灵西社区党委
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王世所 辽宁省鞍山市第三冶

金建设公司退休工人
黄文岩（女） 辽宁省北票市泉

巨永乡涌泉村村民
张超凡（女） 吉林省长春市绿

园区艺凡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校长兼
党支部书记

李冬生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南湖街道湖滨社区居民

郑立永 吉林省吉林市实力出
租车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王桂贤（女） 吉林省四平市商
业城布匹裁剪行业组长

丁 华 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
铁东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

郑德荣 生前系东北师范大学
原副校长、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红伟（女） 吉林省舒兰市溪
河镇溪浪口村村民

隋广杰 吉林省大安市慧阳街
道城南社区居民

寇立国 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
周 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

口县个体经营户
赵 宇 黑龙江省鹤岗市民政

局社会福利院职工
冷友斌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岳国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拜泉县国富镇德润新型社区主任
冷菊贞（女） 黑龙江省双鸭山

市饶河县西林子乡小南河村第一书
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张丽霞（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州县印刷厂退休工人

陈淑梅（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桦南县大八浪乡西太平村村民

武霞敏（女） 上海交通大学退
休教师

曹 鹏 上海交响乐团离休干
部，中国自闭儿童关爱基金终身爱
心大使

陈劭龙 上海福兴体育有限公
司救生员

秦艳莉（女） 上海市第四人民
医院麻醉科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

杨慧峰（女） 上海市金山区金
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护士长

谢邦鹏 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
司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副主任

汤晓红（女） 上海奉贤巴士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票务员

赵宪珍（女） 上海市嘉定区南
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

包斌、陆一军（女）夫妇 包斌
系盐城师范学院离休教师；陆一军
系原盐城纺织厂职工子弟学校离休
教师

陈德龙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
道指南村16组渔民

吴惠芳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
镇永联村党委书记

叶 聪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二研究所副所长

陈德风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苏逸电缆部主管

刘宏燕（女） 江苏省南通市海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东镇）堑南村
村民

周英仙（女） 江苏省常州市金
坛区春风社区居民

陈立群 杭州学军中学原校长
王宝华（女） 浙江省兰溪市梅

江镇祝宅村村民
沈红霞（女） 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区练市镇练市小学教师
王春生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

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
周桔凤（女） 浙江省衢州市常

山县芳村镇猷阁口村村民
蓝香梅（女，畲族） 浙江省丽

水市云和县元和街道李山前村村民
许惠春 生前系安徽省安庆市

原安庆石化总厂建安公司退休职工
冯根银 安徽省淮南矿业集团

李嘴孜矿退休工人
温光民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

鹿城镇腰庄村村民
高青旺、高红（女）父女 高青

旺系安徽省滁州市皇甫山林场退休
职工；高红系安徽省滁州市皇甫山
林场护林员

曾翙翔 生前系安徽省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宿州市
埇桥区支河乡路湖村扶贫专干

张海香（女） 安徽省池州市青
阳县朱备镇江村成鑫服装厂职工

江 华 福建省三明市盲人协
会主席

吴奕澈 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
后山社区党支部宣传委员

陈小山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
佛昙镇后许村村民

张旺文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
沙溪乡六合村村民

翁希明 福建朝日环保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林上斗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
梅仙镇半山村党支部书记

蔡玉华（女） 福建省泉州市泉
港区涂岭镇樟脚村村民

蔡春宝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
万安学校教师

张单英（女） 江西省鹰潭市余
江区杨溪乡江背村村委会妇联主席

李左辉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
大坑乡黄坑村村民

李梅香（女） 江西省鹰潭市余
江区大桥良种场中心队村民

阿卜杜拉·吾拉西木（维吾尔
族） 江西省南昌市阿布拉江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总负责人

程樟柱 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
革命烈士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陈小杰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
公司九江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主管

郭璐萍（女） 江西省新余市妇
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吴果英（女） 江西省丰城市洛
市镇东安村村民

饶小亚（女） 江西省萍乡市芦
溪县银河镇敖家坊村村委委员

贾 平（女） 山东省烟台市长
岛县贾平渔家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葛业森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艺
术团团长

全明林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环翠楼街道大桥社区居民

孙 杨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市场监管局邹坞镇市场监管所职工

赵本明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

张保国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副支队长

高淑贞（女） 山东省济南市章
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党委书记

王 鹏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
曲阜市税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纪检
监察员

接晓燕（女） 山东省日照市莒
县城阳街道东关二街党支部书记

宋兆普 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康
复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陈晓磐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
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指导员

牛振西 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
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

李 芳（女） 生前系河南省信
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
教师

杨永峰 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
应急救援中心理事长

邓志军 河南省新乡市洪门街
道诚城社区党委书记，河南诚城集
团党委书记

韦德华（女） 河南省濮阳市人
民医院产科主任

赵志发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
常营镇五子李村村民

肖 芳（女） 湖北省第三人民
医院门诊办公室副主任兼急救转运
中心护士长

温国学 湖北顺强运业有限公
司出租车驾驶员

万其珍 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
三里乡大沙河村村民

熊子勋 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
政协文史委员会原副主任

易从梅（女） 湖北省宜昌市远
安县鸣凤镇北门村村民

周海明 湖南省长沙市中运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

梁 菲（女，瑶族） 湖南省长
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教师

杨文钦（侗族）、扎西志玛（女，
藏族）夫妇 杨文钦系湖南省怀化
市新晃县人民医院原院长；扎西志
玛系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原主任

沧 南 湘潭大学离休教师
易 冉（女） 中车长江车辆有

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组装车间中梁电
焊班班长

许志礼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含浦街道干子村村民

柳维新 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
丰裕社区居民

黄桂祥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第三分局副局长

冯计编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大沟镇个体经营户

廖聪济 广东省乐昌市梅花镇
红七军革命烈士纪念园管理员

王 磊 生前系中山大学附属第
六医院副院长、结直肠外科三区主任

林 鸣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吴汉杰（女） 广东交通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

蓝凤秀（女，瑶族） 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
上绸庄村民

邓恩松、邓婉秋（女）父女 邓
恩松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藤县天平镇石炉村村民；邓婉秋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天平镇
石炉村村民

罗日洪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桂西分公司司机

石濡菲（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黑石山茶厂研

发部主任
李建良（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看守所所长
余培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

市中医医院顾问
郑志明 广西汽车集团首席专家
廖爱娟（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矮山塘村村民
吴少玉（女） 海南忆家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
梁彩雄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

榆港社区渔民
孙 勇 海南省委直属机关工

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桂秀（女，满族） 海南省三

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黄凌燕（女，黎族） 海南滴滴沃

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谷 山 海南省琼中女足管理

中心主任
高惠兰（女，黎族） 海南省乐

东县大安镇敬老院院长
韩丽萍（女） 海南省文昌市冯

坡镇白茅村村民
李菊洪（女） 重庆市合川区清

平镇瓦店村乡村医生
经小文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驾驶员
程绍光、程祖全父子 程绍光生

前系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
区居民；程祖全系重庆市黔江区城东
街道下坝社区居民

廖良开 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
道和平村村民

杨 云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部泥工班组组长

杨雪峰 生前系重庆市公安局
渝北区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公巡大
队副大队长

封孝利（女） 重庆市巴南区南
泉街道和平村村民

郭佳佳（女） 重庆市沙坪坝区
青木关中学学生

陈国辅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

傅 艳（女） 四川省成都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会长

何华云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
河东镇个体经营户

龚志敏 川煤集团芙蓉公司叙
永煤矿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罗万森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关庙乡苏坪村村民

张信威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九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光英（女） 四川省广元经济
技术开发区盘龙镇红光村村民

钟惠芝（女） 四川省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退休职工

雷月琴（女） 贵州省贵阳市物
资回收公司退休职工

陈忠平（女） 贵州省黔东南州
凯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协管员

易成丽（女） 贵州省仁怀市第
四中学教师

杨昌芹（女，苗族） 贵州省赤
水牵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陈大兴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双堡镇大坝村党支部书记

韦权芳（女） 贵州省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保
洁员

陈 敏（女） 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教导员

左 伟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永昌小学退休教师

董永山 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曲靖支队特勤中队一级消防长

张依门（傣族） 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遮放镇戛中村
委会南蚌村护村队员

桂源蔚 云南警官学院刑事侦
查专业学生

李国伟 云南省保山市永子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誌（女） 云南省昆明市德
胜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大林（彝族） 生前系云南省
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西川乡沙力
村党总支书记

董学书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
所退休职工

苏云翠（女） 云南省玉溪市红
塔区税务局科员

索朗朗杰（藏族） 生前系西藏自
治区林芝市巴宜区中学党总支书记

多吉扎巴（藏族） 西藏自治区
那曲市班戈县青龙乡退休干部

贡秋久奶（藏族） 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波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辅警

古 多（藏族） 生前系西藏自
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多玛乡嘎尔扎仁
村党支部书记

禹代林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农业研究所研究员

央 宗（女，藏族） 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沃卡发电公司职工

揣丽颖（女） 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加查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石志光（回族） 中国石化西安

石化分公司退休工人
刘永生 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

秦东镇荒移村乡村医生
刘 波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汉中供电公司电力设施保护专责工
邵新江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

高坝店镇桥耳沟村村民
康全鑫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

全鑫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谢海琴（女） 陕西省榆林市谢

老大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立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第四研究院固体火箭发动机
总装厂 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
药面整形组组长

孙玉晴（女） 西北工业大学学生
尹建敏（女，满族） 甘肃省兰州

市红古区鑫源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赛 智（藏族） 甘肃省甘南州

迭部县赛银农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岩河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北湾镇中堡村村民
靳春旺 泰康人寿甘肃分公司

平凉中支静宁服务部训练专员
郑建军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新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 祎（回族） 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临夏县掌子沟乡达沙村党
支部书记

陈忠祥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定西工务段陇西桥隧车间
桥隧工

王满福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三
岔镇河南坡村村民

葛莉娜（女） 甘肃省庆阳市正
宁县周家镇乔坡村村民

许显军（藏族） 青海省海西州
天峻县新源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李 晶（女） 青海省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孝康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张任邦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
社会福利中心主任

卢世蛟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交通治安分局辅警

马兆红（女，回族） 青海省西宁
市城西区胜利路街道公园巷社区居民

王晓军 青海省西宁市兴海路
红香柳刀削面馆经理

切阳什姐（女，藏族） 青海省
体育工作一大队队员

元旦才项（藏族） 青海省海北
州祁连县峨堡镇黄草沟村三社牧民

邢纪国 中国改革报宁夏记者
站站长

孙连忠 宁夏义工联合会副秘
书长兼固原工作站站长

王永良 生前系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镇北堡
镇派出所辅警

李海江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平罗县城市管理大队执法四中
队中队长

杨泽良（回族） 国家能源集团
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麦垛山煤矿
运输三队信号班副班长

杨晶岚（女，回族） 宁夏金瑞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进祯（回族） 生前系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兴隆乡民生
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曹 君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环定
扬水管理处四泵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谭淑章（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万盛社
区居民

苏玉琴（女，回族）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昌吉州昌吉市苏玉琴志愿
服务工作站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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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呼和托哈
种畜场退休职工

陈明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克苏地区阿克苏市个体工商户

沙勒克江·依明（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
原食品公司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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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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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云（女） 中国石油乌鲁木
齐石化分公司退休干部

谢荣华（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伊州区丽园街道友谊社区居民

秦先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六团五连职工

秦美兰（女） 新疆得源山防水
防腐保温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前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书记

孙仁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
师小海子水管处永安坝水管站技术员

周丰林（白族） 中国人民解放
军96834部队某分队战士

姜 博 文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95662部队政治工作部干事

王 皓 锦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32523部队四级军士长

杨雪丽（女） 战略支援部队某
部干部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共25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