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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大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弘扬上海城市精神
和城市品格，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

网承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开展“光荣与力
量———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以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7月年度周期内，

本市涌现的事迹突出、精神可嘉、社会认可的模范人物和
先进集体为评选对象，其间推出的市级重大典型、全国道

德模范候选人、“申城先锋”“新时代奋斗者”“美丽上海追
梦人”等专栏集中报道的先进模范中，共 49个先进典型成
为候选人。

活动时间 8月 14日至 8月 20日，诚邀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以下是候选人（团队）简介：

1.管彤贤，男，汉
族 ，1933 年 3 月出
生，上海振华重工公
司创始人。59岁到上
海创业，从零开始创
立上海振华重工公
司。 瞄准国外市场，

让中国制造走出国
门。以强烈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推动
重型机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重大转
变。主持振华重工期间，主产品大型集装箱机
械遍布世界各大码头， 占据世界市场份额近
8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科技
功臣等。

2. 李蔚， 男，汉
族 ，1971 年 9 月出
生，上海复控华龙微
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他专
注于集成电路设计
领域逾 20 年， 拥有
国内发明专利逾 20

项。带领团队聚焦北
斗芯片和应用方案
研发，开发的北斗芯片应用规模和出货量均保
持在行业第一位，推出的北斗双模基带处理芯
片成为新一代国产卫星导航定位芯片市场的
领航员，打破国际垄断，实现中国芯的梦想。曾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防科学技术一
等奖等。

3.应彩云，女，汉
族 ，1963 年 7 月出
生，中共党员，杨浦
区本溪路幼儿园教
师、 上海市特级教
师。作为一名学前教
育的播种者，她不忘
初心， 以孩子为天，

36 年来坚守教育一
线岗位， 汗水浇灌、

辛勤耕耘，用一片丹心诠释师者本色。她就创
设良好儿童人际环境进行专题探索，就如何对
学前儿童进行自主性教育开展细致研究，撰写
文章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曾获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
者、上海市十佳教师等。

4.卢洪洲，男，汉
族 ，1966 年 3 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党委书记、华山医
院院长助理。从事传
染病医学专业 31

年，抗击非典、应对
甲流、攻克 H7N9、防
控埃博拉、 狙击寨
卡，长期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捍卫公共卫生
安全底线。坚守艾滋病领域研究，首次建立艾
滋病诊疗规范并在全国推广应用，率先提出并
实施艾滋病“一站式”服务模式。曾获国家科学
技术特等奖、科学中国人（2016）年度人物等。

5.赵宪珍，女，汉
族 ，1959 年 9 月出
生，中共党员，嘉定
区南翔镇流动党员
学堂党总支书记、田
园品海饭店经理。多
年来，她秉承诚信经
营，吃苦耐劳，从卖
菜姑娘成长为餐饮
业女企业家。 在创
业致富路上，她始终不忘党恩，发挥党员先
锋作用，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
的好妈妈， 员工心里的好亲人， 公益事业的
热心人，两新组织的带头人。曾获嘉定区十佳
乡贤、全国先进个体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全国农村双学双比女能手等，2018年 3月入选
“中国好人”。

6. 程家桥街道
“暖心之家” 党员志
愿者工作室。团队现
有 49 名志愿者，包
括 38 名党员和 11

名入党积极分子，在
垃圾分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党员带骨干、骨干带楼组、楼组带片区的
模式，大力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大幅提高垃圾
分类支持率和践行度。探索可持续垃圾分类工
作模式，志愿者队伍按时上岗，记录居民垃圾
分类情况并定期沟通，鼓励居民通过绿色账户
积分兑换日用品，区域内垃圾回收率、垃圾减
量率、投放准确率稳步提升。

7. 傅欣， 男，汉
族 ，1980 年 8 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
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发展中心常务副主
任。他克服家中老人
患有重大疾病等困
难，听党指挥、牢记
使命，作为上海市首
批“组团式”教育人
才援藏工作队队长进行教育援藏。担任日喀则
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期间， 克服艰苦条件，科
学开展教育扶贫，两年时间内，学校高考上线
率连续达到 100%， 本科和重本上线率名列自
治区前列，中考成绩稳居自治区榜首。曾获全
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全国最美支边人”、上
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8.陈劭龙，男，汉
族 ，1988 年 3 月出
生，上海福兴体育有
限公司救生员。2019

年 1 月 15 日下午 ，

陈劭龙在上班路上
看到一辆小轿车失
控坠入青浦段淀浦
河中， 车内有一家
三口， 情况十分危
急。 他毫不犹豫地跳入 5 米深的冰河中，以
过人的勇气和娴熟的技术， 快速游到车旁，

将困在车里的一对母女救出，全力将母女托
举出水面，奋力朝岸边划水。在同事和周围
群众的帮助下， 落水夫妻和 11 个月大的女
婴均获救。荣获“青浦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称号。

9.杨慧峰，女，汉
族，1976 年 11 月出
生，中共党员，金山
区金山卫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总护士
长。25年立足护理一
线，坚守“舒病人痛，

缓家属忧” 的誓言，

孝亲尊老、 乐施助
人，将对生命的尊敬
融入到为每一个病患的服务中。负责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工作，获得全国临终关怀
示范基地命名和“关爱生命 奉献爱心”全国先
进集体称号。创建“爱的港湾”志愿者团队，荣
获“2017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10.王曙群，男，

汉族 ，1970 年 6 月
出生，中共党员，上
海航天设备制造总
厂 有 限 公 司 班 组
长、 上海市总工会
兼职副主席 。30 年
默默坚守在航天装
配一线， 攻克异体
同构周边式对接机
构装配难题，助力神舟、天宫、天舟圆满完成
13 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带领团队完成嫦娥
三号、四号巡视器结构机构和移动分系统总
装，使我国成为世界首个实现月背软着陆巡
视探测的国家。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
国载人航天突出贡献奖等。

11.汤晓红，女，

汉族，1980 年 11 月
出生，奉贤巴士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票务
员。面对丈夫变植物
人、公公瘫痪等一系
列变故，毅然扛起家
庭重担， 两张病榻、

家徒四壁， 不等不
靠、不离不弃。6年执
着坚守，抚育未成年儿子，悉心照料双亲，唤醒
“沉睡”的丈夫，用孝善质朴的守护为家人筑起
避风遮雨的温暖港湾，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曾
获 2016年度“感动奉贤”十大人物、入选“中国
好人榜”。

12.徐永初，女，

汉族，1961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
市第三女子中学校
长， 上海市特级校
长、 正高级教师。坚
持 “求真、 琢细、务
实” 的育人理念，在
教育岗位辛勤耕耘
35年。带领市三女中
不断传承、发展、创新，完善整理校史、加强文
化认同，办“有文化的名校”；在育人目标、课程
规划和队伍建设上积极探索，办“有特色的女
校”。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长三角地区教育科
研标兵、上海市园丁奖等。

13.傅浩，男，汉
族，1971 年 12 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
证券交易所全球业
务发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兼国际发展
部总经理。在推动国
际投资者投资中国
资本市场的战略中，

完成一系列里程碑
式的重大项目：牵头完成“沪港通”业务方案设
计， 在欧洲搭建首个离岸人民币资产交易平
台，牵头与伦交所开展“沪伦通”可行性研究，

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使上交所的国际影响力
与辐射力不断扩大。 曾获沪上金融创新人物、

上海领军人才等。

14.南京东路民
兵连为民服务队 。

36 年来， 南京东路
民兵连从一辆小推
车发展到如今的上
百 个 常 态 化 服 务
点，服务内容也由原先的量血压、测体重拓
展到现在的家电维修、法律咨询、心理疏导
等 80 多个特色项目， 成为南京路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黄浦江畔一张闪亮的文明“金
名片”。2018 年再次升级，统一规划、整合资
源，以南京东路民兵连为基础组建全新的为
民服务队，续写军民鱼水情。曾获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全国学雷锋“四个 100”最佳
志愿项目等。

15.李睿，男，汉
族 ，1980 年 4 月出
生，中共党员，同济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党委副书记。从事
高校思政工作 17 年
来，把学生的大事小
情记在心上，把学生
的点滴进步汇成幸
福， 在他的影响下，

先后有 13名学生放弃高薪工作留校担任辅导
员。带领激励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用三个长征的距离行走中国，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用影像记录时代发展。曾获全国“最美高校
辅导员”、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上海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等。

16.卫慧，女，汉
族 ，1979 年 1 月出
生，中共党员，嘉定
区外冈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党政办副
主任。长期从事岗位
志愿服务工作，深入
农村、社区、学校、敬
老院、阳光之家提供
义务服务，累计服务
6000多小时，与 20多名空巢家庭、孤寡老人和
癌症患者结成爱心帮扶对子，十年如一日利用
节假日上门提供医疗救助、心理疏导和生活帮
助。视病人如亲人，待患者如朋友，被誉为百姓
身边的 “雷锋天使”。 曾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上海市“美丽志愿者”，嘉定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好人好事等。

17.施净岚，女，

汉族，1974 年 11 月
出生， 中共党员，党
的十九大代表，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第七检察部主
办检察官，三级高级
检察官。从检 25 年，

坚持奋战在司法办
案工作第一线，用司
法实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千案件无一差错,

追赃挽损 6亿余元。探索专业化检察官办案模
式，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经验。积极宣传
依法治国的实践探索和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人
民检察官的良好形象。曾获“全国模范检察官”

“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

18.陆凯忠，男，

汉族，1972 年 11 月
出生， 中共党员，上
海市基础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电工、“陆
凯忠劳模创新工作
室”负责人。从业 28

年来，不断钻研盾构
电气疑难杂症，践行
工匠精神，被同行称
为“盾构电气通”。他几乎参与过所有上海轨道
交通线路建设， 累计为百台盾构机保驾护航，

并革新设备技术 30余项。 带领团队累计完成
23项攻关课题，获得 4项专利、35项创新技术
成果。曾获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首
批“上海工匠”等。

19.周怀阳，男，

汉族，1961年 1月出
生，中共党员，同济
大学教授、同济大学
国家海底科学观测
网大科学工程总工
程师。担任“蛟龙号”

首次试验性应用航
次南海航段科学负
责人、首位下潜的科
学家，中美联合深潜中方首席科学家，其多项
重要发现为海底科学观测网建设打下重要基
础。在《Nature》杂志发表我国海洋地质学界首
篇第一作者论文，对外国学者提出并沿用至今
的“地幔羽”假说提出有力挑战。曾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20. 中科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有
效载荷研制团队。团
队成员 30 人， 平均
年龄 35 岁， 党员比
例约 50%。牵头承担卫星主动光电载荷研制工
作，建立低损耗、高可靠的星地量子通信光电
链路，突破核心技术难点，有效保障国际首颗
量子卫星“墨子号”核心指标实现，对我国在量
子通信技术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主动权，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曾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上海市工人先锋号等。

21.林国强，男，

汉族，1943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中科
院院士、中科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研
究员。作为手性化学
领域开拓者之一，设
计研发“双烯配体”、

手性胺的合成及金
属催化的不对称反
应，得到国际高度评价。致力于将科研成果变
成产品造福社会，研制廉价新型抗癌药吉西他
滨，造福癌症患者。推进中医药发展、培养提携
人才、传播普及科学。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专利金奖、

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

22.潘恩华，男，

汉族，1975 年 11 月
出生， 中共党员，青
浦区徐泾镇党委书
记。他带领徐泾镇干
部群众砥砺奋进迎
进博，形成“百名科
级干部奋战一线，千
名维稳人员尽责守
护，万名志愿者服务
保障”的格局，确保首届进博会期间城市运行
高效安全有序。为放大国家战略对区域的拉动
作用，绘制“一园三线”产业经济发展蓝图，打
造徐泾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重要节点城镇和
“上海之门、虹桥会客厅”新形象。曾获“美丽上
海追梦人”、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23.何愉，男，汉
族 ，1982 年 7 月出
生，中共党员，国家
统计局上海调查总
队分析研究处处长、

党支部书记，大数据
办公室副主任。奋战
在统计调查一线，相
关成果为研判经济
走势、城市创新发展
发挥关键作用。 首创自贸区三大监测体系，将
大数据应用于社会民生，用统计大数据推动城
市精细化治理迈上新台阶。科研成果获全国统
计科学研究项目二等奖、全国统计建模大赛二
等奖等。曾获全国统计系统先进个人、市级机
关青年榜样和青年岗位能手等。

24.武霞敏，女，

汉族，1939年 1月出
生，民盟盟员，上海
交通大学退休教师。

与丈夫王震均患小
儿麻痹症，夫妻一同
克服身体病痛，积极
投身“知识扶贫”。40

余年间，坚持对残疾
人家庭、 特困家庭、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义务家教，义务“一对
一”补课累计超过 5 万小时，长期节省工资资
助贫困学生，帮助 600 余户特殊困难家庭。曾
获全国文明家庭、 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
楷模等。

25.沈竑，男，汉
族 ，1964 年 9 月出
生，上海春润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上海滩涂生物资
源开发研究所所长 ,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他转变传统
农业思维，积极发展
绿色环保农业， 成功探索出 “稻虾鳖”“稻蛙”

“稻鳝”等创新农业模式，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
染， 为崇明生态岛建设树立了生态农业典范。

曾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章、上海市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等。

26.戴小杰，男，

汉族，1966年 1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
海洋大学海洋科学
学院教授，中国远洋
渔业协会金枪鱼技
术组成员，农业部濒
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委员。长期从事大洋
性渔业资源评估和
科研工作，1999年以来，50余次代表中国参加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科学会议等国际渔业
管理组织会议，在多边政府间渔业科学问题协
商谈判中积极争取中国海洋权益，确保中国远
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曾获上海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上海市工人先锋号等。

27.陈冶，男，汉
族 ，1981 年 7 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
欣谊环境卫生服务
有限公司外滩滨水
区保洁班班长。他始
终坚守在环卫一线，

保障日常和“新年倒
计时”“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等重大活动
期间外滩地区市容环境，擦亮上海的“城市名
片”。提出精细化作业“六件套”、“雁式保洁法”

等多项环卫工作法，立足本职岗位为城市精细
化治理添砖加瓦。曾获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
产党员、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十佳城市美容
师”等。

28.徐敏，女，汉
族 ，1961 年 9 月出
生，中共党员，党的
十九大代表，浦东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管
局注册许可分局（外
商投资企业注册分
局） 党总支副书记、

四级高级主办。扎根
企业注册岗位 26

年，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当好“金牌店小
二”，创造企业注册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浦东
实践”“上海经验”， 圆满完成多项改革试点任
务。创立“徐敏创新工作室”，成为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优化营商环境重要举措。 曾获全国
“人民满意公务员”、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29. 宋增光， 男，

汉族 ，1984 年 4 月出
生， 蜂鸟配送徐汇片
区运营经理。 从一线
外卖配送骑手做起 ，

以 “一切为了顾客手
中一份热饭菜” 为宗
旨，通过近 2000 个外
卖送餐订单， 摸索出
当好“外卖小哥”的门
道。担任配送站站长期间，充分发挥“传帮带”

作用，引导新骑手熟悉工作、融入城市。每逢
阴雨天， 他坚持熬煮一锅红糖姜茶送到骑手
午休的商圈，以免骑手受寒感冒，被骑手们热
情地叫做“姜茶站长”。曾获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

30.顾仁良，男，汉
族，1954 年 1 月出生，

中共党员，金山区亭林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首
席人民调解员。扎根基
层调解事业 40 余年，

坚持以法律政策为准
绳， 秉公处理纠纷，做
到有理、有据、有情，化
解了大量社会不安定
因素，被人们亲切称为“老顾”。退休后“退而不
休”，坚持承担人民调解工作，至今已成功调处
249件矛盾纠纷。探索总结“三个三”人民调解工
作法，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曾获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员、 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个
人等。

31.郁文贤，男，汉
族 ，1964 年 10 月 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北
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院
长 。30 年潜心科研攻
关， 研制具有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定
位系统， 解决我国卫
星导航产业核心技术
瓶颈， 使第三代北斗
卫星定位精度达到分米级。创建上海北斗导航
创新研究院、 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

推动导航领域产业集聚，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高精度导航产业高地奠定重要基础。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等。

32.朱洪葵，女，汉
族 ，1970 年 11 月 出
生，中共党员，市公安
局青浦分局国家会展
中心治安派出所所
长。 作为进博会前沿
哨所和安保桥头堡的
带头人， 通过党建工
作与业务、 队伍建设
相结合， 专业力量与
社会各方力量相配合的方式， 带领仅有 11 名
警力的派出所团队出色完成首届进博会安保
任务，探索形成“三线三面一环一中心”的大型
展会治安管理模式，被誉为进博会安保“领头
雁”。曾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上海市三八红旗
手标兵等。

33.陈苹，女，汉族，

1978 年 10 月出生，中
共党员，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第二检
察部主任、 党支部书
记、 三级高级检察官。

她公正无私， 曾办理
“中晋系” 公司集资诈
骗案等百余件大案要
案， 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她执法为民，通过构筑新型诉侦关系、诉辩关
系、诉审关系，探索出一套新形势下涉众型重大
敏感金融案件办理机制。她言传身教，培养出多
名上海市“优秀公诉人”。曾获全国优秀公诉人、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

34. 曹鹏， 男，汉
族 ，1925 年 12 月 出
生，中共党员，国家一
级指挥。 新四军老战
士、新中国音乐指挥界
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指挥《龙须沟》等数十
部电影音乐和歌剧，举
办了我国首场海外中
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

首次把《梁祝》介绍给全世界。2005 年创办上海
城市交响乐团，坚持 14 年用音乐开启自闭症孩
子心灵，为自闭症孩子健康成长点燃希望。曾获
国务院表演艺术突出贡献个人、 全国文化系统
先进工作者、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助残先进个
人等。

35.黄浦海燕博客
公益发展中心。“海燕
博客”创办于 2006 年，

从 50 人的 MSN 空间
群发展为拥有线下活
跃会员 3 万余人，孵化
培育子社团 20个，每年举办活动 500 余场的沪
上知名公益组织。“海燕博客”积极与社会各界
联动交流，形成统战合力，打造“文庙讲堂”“梦
想戏剧节”“拯救斑马线” 等品牌公益项目，实
现社会组织的“再组织”，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筑起“心灵家园”，在促进社会和谐和培养党外
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两次被中央统战部
评为“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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